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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素质
教育。但是,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部分教师没有为德育教育规划做足充分的准备,没有明确的德育教育目
标和计划,在实际的德育教育过程中,大部分的教育行为还停留在以说教、惩戒为主,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实质性的
行为引导,导致德育教育缺乏一定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本文基于新课改核心素养背景下,就高中在开展
实际的德育教育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试图为高中德育教育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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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al Education Work in Se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Competence
Hexin Sun Penghui Liu Long He Zhigang Zhao Yanchao Shen
Suihua No. 9 middle school, Heilongjiang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develop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Meanwh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re quality education
proposed by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some teachers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 are not fully
prepared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arrangements, and they have no clear goals and plan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core competence, most of the educational behaviors still stay in preaching and disciplining, without
practical behavior guidance to students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leading to the lack of timeliness,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re literacy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practical mor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for mor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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