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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基于教育、文化等宏观视野对于立德
树人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的正确把控和有效规指。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本质要求,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指明方向。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是基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下社会矛盾的转变,基于对立德树人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掌握程度的
深入,因此加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研究,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要指示的必然要求,更是促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立德树人；科学内涵；探赜
中图分类号：G48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f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Qiong Gao
College of Marxism, Changj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dicates tha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should be carried out,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rrect control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t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our country.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arrying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s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under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in-depth grasp of
the importance and reality of the research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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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德树人方法的创新化
高校校园文化推进立德树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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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本、立德为先、三全育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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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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