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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师范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建设者为目标,是教师队
伍的预备军。本文认为爱国主义为德之源,师范生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并就新时代师范生爱国主义情怀
厚植的重要意义、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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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加强师范生爱国主义
情怀教育的重要意义

有的情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应当是

现自我价值。拥有较高的道德情操,这是

新时代的青年拥有的内在品质。教育兴

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四有好老

1.1为成就新时代伟大事业贡献青春

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青年是中国

师的要求之一,而爱国主义情怀作为德之

力量。中国梦的实现与每个中国公民息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源,更是师范生必备的道德品质,加强爱

相关,它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对于新时

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培养出新一代促

国主义教育,要求师范生拥护党的领导,

代的师范生而言,“十四五”规划或者是

进社会发展、民族发展的新青年至关重

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师范生未来

2035年要达到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师范生是未来教师队伍的主力军,其

职业生涯的发展打下牢固根基。

的远景目标,在未来15年中都与自身的成

质量决定着未来培养出的新一代社会主

长与发展紧密相连,是自身在人生最美的年

义事业建设者的质量,这就要求师范生

2 新时代师范生爱国主义情怀
的主要内涵

华汇聚青年力量,展现自我担当,为成就新

自身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日后踏上岗

2.1新时代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

时代伟大事业挥洒青春汗水的最佳时机。

位之后培育出三十年乃至五十年以后促

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中国发展的新的

爱国主义情怀培育“是锻造忠诚爱

进社会发展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历史方位,代表着我国处在中华民族复

国者的情感基础,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在日后的工作中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

兴大业关键阶段,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

主义道路认同者的价值基石,是造就中

导,有助于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发展变化。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要努力

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者的行动指引。
”爱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

实现创新型国家、文化强国、教育强国

国主义情怀的培养为师范生报效祖国、

值观,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知识的

等重要建设目标,需要师范生承担新时

建设美好家园创造有利条件,为新时代

积累,健全体魄,发展学生的审美教育,提

代赋予的使命,强化创新精神,传承爱国

的伟大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同时师范生

高劳动意识,进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精神,推动中国完

还承载着塑造新人的使命,厚植爱国主义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成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为

情怀可以促使他们争做具有理想信念、道

1.3为师范生学习成长提供内在动

中国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其次,世界

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

力。
“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发

好老师,可以促使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

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

展与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波云诡谲,多

高远的目标,使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

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提高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从而增强对于

生境界。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师范

进一步交织渗透,中国也正日益走近世

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为实现中华民族

生理解小我与大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

界舞台中央,这要求中国青年厚植爱国

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之间的关系。作为生逢其时的师范生,在

主义情怀,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1.2为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爱国主义情怀的熏陶之下,一方面有利于

2.2师范生的内涵。师范强则教师

班人提供精神力量。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

师范生激发学习动力,提升自身的知识素

强。师范生具有特殊性,绝大多数的师范

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的立德之源、

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师范生对国

生在毕业之后走上教师的岗位,是教师

立功之本。
”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应当是

家的归属感,树立对人民教师的认同感。

队伍的后备军,因此师范生的质量对未

一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拥

另一方面有利于师范生坚定理想信念,实

来学生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今天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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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就是未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

身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个人的命运,更不能

生对于报效祖国决心,加强爱国主义情

力军,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定个人的命运,但可以影响个人的内在

怀；引导师范生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中国梦的主力军,肩负着传播知识、传播

因素。师范生的成长,爱国主义情怀的厚

主动自主地研究学习相关地历史资料和

思想、塑造灵魂的时代重任,对于国家、

植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学校

文献,同时结合新时代的思想理念,与时

民族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环境的影响,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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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爱国主义情怀的内涵。情怀的内
涵,从1997年出版的《辞海》看,是指心

首先,应该营造爱国的社会风尚。在

3.3发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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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丰富的内容,但缺失了

性词,并非所有的情怀都是高尚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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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先进典范；借助网

国主义情怀时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俗,与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是

络媒体进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例如相

首先,师范生要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

否正确,胸襟宽广与否,精神追求是否存

关组织建立公众号、制作微视频加强爱

习,为日后的实践打下基础。师范生应利

在高度。爱国主义是指个人与集体对祖国

国主义情怀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教

用好各种方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

的具有一定积极的态度。因此爱国主义情

育的覆盖性、通俗性与趣味性；完善爱

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怀是指个人与集体依托对祖国产生了深

国方面的相关政策,化虚为实,让爱国主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厚的情感,而产生的一种心境或者心情。

义情怀不再只是空喊口号。

理论中的相关内容,时刻关注最新理论,

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是一种
精神,更是代表了具体实际的行动。

其次,发挥学校的作用。
高校应积极营
造学校良好氛围,发展好学校的显性文化

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认识与理解,对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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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难者公祭日祭奠仪式,参加为纪念节

越性,深刻明白国家性质代表的含义,才

广泛开展各种增强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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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

生的爱国情感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精神

馆、
展开宣传讲座等,在树立师范生历史思

传统文化；除此以外,在假期中,积极参加

源泉,是中华各个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

维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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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形成有助于爱国主义情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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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支教行动,用自己的行为,为国家的

认同感,对于党和国家有归属感,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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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添砖加瓦,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加

需要的人民带去幸福,从而在行动中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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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家风建设,家庭成员应将爱国主义精

爱国主义情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

神与家规相结合,制定出相应的家风家

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使命感。

训；倡导父母言传身教,父母自身应树立

2019年江苏省教育厅江苏高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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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师范生

行为,爱国意志是表现爱国行为的一种坚

在任何场合发表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论,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机制研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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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是一种坚强的信念,推动着人们把

家长的引导下形成正确的行为举止。

爱国行为的养成稳定的习惯,形成“纸上

3.2完善高校师范生红色文化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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