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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
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辅导员要掌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思想政治状况,有针对性地帮助
学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本文介绍了笔者作为高校辅导员在德
育工作中处理的一起学生双向欺骗案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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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e ends in vain, and a crisis of trust brings bitter fruit
-case analysis of college counselors dealing with students' two-way deception

Leixian Li
Guangxi eco-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are the backbon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organizer, executor and instructor of the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of students of higher learning.Counselors should 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argeted help students deal with specific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value orientation, study and life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ase of students' two-way deception handled by the author as a college counselor in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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