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美育的价值探索
曹学埔
喀什大学
DOI:10.12238/er.v4i6.3934
[摘 要] 大学生的个体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高校教育如同孕育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母体,肩负
着向学生传播社会要求和希望的责任。在高校的美育和德育的抚育之下,个体的发展积蓄着强大而坚韧
的内在力量,最终得以蜕变成拥有崇高品质和独立判断的真实存在,做“中国梦”的坚定的践行者。
[关键词] 大学生；个体发展；美育
中图分类号：G623.7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Dream”
Xuepu Cao
Kas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ollege education, as the second mother body of its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preading social demands and hopes to students. Under th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accumulates strong and tenacious inner
strength, and finally becomes a real being with lofty quality and independent judgment, and a firm practitioner
of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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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积极向
上、健全完善的人格。
(1)以人为本,实现个体的全面发
展。美育指的是对一个人的身心和性格

(3)提升个体人文素养。大学生美育
离不开人文素养的培育,人文素养的核
心是追求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共处,
通过不断提高自我认识和道德觉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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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教育融入到高校人文课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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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不同的性文化激烈碰撞,我们新一代面临的性文化
环境变得日益复杂。高校以往“科学的”性教育方式不再能满足学生们的心理需要。在教育关注人身
心成长的今天,我们的高校性教育也许要展开和人文课堂的合作,让性科学和性人文联手,为中国性教育
的成熟,迈出变革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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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sex education into the humanities classroo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e 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different sexual
cultures collide fiercely, and the sexual cultural environment faced by our new gene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e past "scientific" sex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students. Today, when education pays attention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our sex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y have to cooperate with the humanities classroom, so that the sex science and sex
humanities can work together to take a step of reform for the maturity of sex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sex education; Human cultur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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