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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水平同高校大学生日益增长的成长需求不相适应,大学生越
来越要求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教育内容,在个体上体现为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在坚持党和国家统
一领导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前提下,个性化教育迫切需要提上日程,以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新变
化。在认识论维度,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个性化教育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个性化教育自古存在、现
实尤其需要,并且符合教育的科学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在价值论层面,要深刻
认识到个体化教育对于高校、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在方法论层面,发展个性化教育,就要坚持集体主
义为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指导,以培养时代新人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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