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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开展德育教育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新时代,在面对思想自
由、信息便捷、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高校德育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本文立足于独立学
院,深入剖析目前德育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对症下药,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措施,以促进独立学院
德育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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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mechanism in new era
independent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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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chieve educational goals. In the new era, in the face of freedom of thought, convenient
information, cultural d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impact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current mor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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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党对德育的认识和要求呈现逐步深化的趋势,从

多地是关注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了思想品德方面。

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加强全民的思想道德内容到党的十七

个别学生为了自身利益,知行不一、表里不一,教师也比较难

大报告提出“德育为先”的理念,再到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将

以发现。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作为学

1.2师资队伍偏弱

校要狠抓落实“立德树人”这项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是

众所周知,大学里逃课率最高的就是思想政治类的课程,原

教育的首要问题”,为确保教育这艘船不偏航,德育教育的重

因何在？大家都知道这类课程理论性强,讲起来比较枯燥乏味,

要性不言而喻。
“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

更加考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但是在现实中,为了节约教育

硬的本领”亦是时代对高校青年学生的要求,这些讲话和要求

成本,这类课程大都采取百十人的大班授课,而且对师资的要求

都充分体现出以德为先、以德为重的理念,所以高校也应该将

也相对较低,师资力量也不足,往往一个老师上好几个年级的课,

德育教育放在首位,秉承立德树人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思想,

疲于应对、效果不佳。近两年,教育部出台系列政策狠抓落实高

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创新德育教育方法,认真落实好立德树人

校“两课”质量、明确了师资及其待遇,师资力量有所改善,但

的根本任务。

是各大院校人才争夺、供不应求,短时间师资偏弱的现象不会根

1 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思想重视不够

本改变。
1.3教育模式死板

大学教育,无论是公办院校还是独立学院,目前都存在一

十九大之前,大学里面大都在大一、大二安排相关思想政治

个通病,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重要性认识大多停留在理论上、文

教育的理论课,后面不再安排,所以导致大学生德育理论教育比

件上、口头上,真正行动上落实远远不够。在整个社会都看中

重不够,分布不均,效果不佳,特别是后期有“缺位”的嫌疑。十

能力的大背景下,老师们也深受影响,德育教育意识淡化,更

九大之后,教育部明确规定“两课”的学时数,师资配比、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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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各大院校依归执行,相较以往,学生德育教育得到了加强。

德育效果。独立学院要努力克服资金问题,改善目前师资不足、

但是,师资偏弱的事实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教学质量和效果想

师资不专的问题,提高进入门槛,组建专门的德育教师队伍,合

要一下上去也很难,例如教学形式单一、“填鸭式”单向说教、

理开设大学四年的德育课程。要重视德育教师的发展,在薪资课

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缺乏参与性等等问题依然突出。

酬、培训晋升等方面不能与专业教师区别对待,同时也要加强对

1.4评价机制欠妥

德育教师队伍的管理,特别是个人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等必须成

高校培养的人才最终要服务于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目前

为教师、学生的表率,强化师德师风教育,努力提高责任心和奉

反映认可率最直接的指标无疑就是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而

献意识。

经济社会对人才的价值取向更看重经济效益,“重能轻德”现象

2.3丰富德育教育渠道和形式

普遍存在。教育系统评价机制也深受牵连,对专业的评价更看重

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便捷而快速,对

就业率、升学率、过级率,对教师的评价更看重科研成果、教学

学校德育教育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效果,对学生的评价更是存在以分数论英雄的现象,所谓“德”

教育这块主阵地我们必须抓好,传统的单项式灌输教育已经不

似乎不自然的成为最后考虑因素了,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力

能适应学生,教师必须练好内功,提前充分备课,用鲜活的案例

突出,对德的要求还可以打打折扣。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会他们明辨是非、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1.5奖惩激励机制不够合理

同时努力探索创新理论联系实践的路径；其二,进一步推进课堂

一方面学生奖助学金制度不够完善不够合理,没有很好地

思政,强化专业课德育教育功能,例如：专业课融入职业教育,

契合学校的校情、学情、区域经济情况与时俱进地去设置奖助

医学生可以强化其严谨、奉献和服务意识等；其三,开拓课外德

学金的金额、数量、类别等,从而导致激励的有效性和育人的功

育实践活动,例如：专业实践、勤工助学、社会调查、志愿者、

能性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例如,助学金的设置无论从金额、

做公益等；其四,建立激励机制,激活学生责任心和上进心,做到

数量、类别上都远远超过奖学金的设置,有时候多到用不完,从

内心感化和行动指导,例如：实行干部轮换制、综合测评制,设

而导致在评定过程中出现“比穷、哭穷、装穷”、“以穷为荣”

置“学习之星”、“道德之星”、“励志之星”、“进步之星”等。

现象。相反,奖学金名额实在太少、基本上聊胜于无,导致很多

其五,强化校园硬件设施德育教育功能,充分利用雕像、宣传栏、

学习勤奋努力而家庭不贫困的学生拿不到奖学金,慢慢出现“开

橱窗、宣传牌、海报、广播等进行德育教育；其六,营造良好的

假证明、作假承诺”等不诚信现象,而以这种“手段”获取到奖

德育教育软环境。一是提高教师素养,关注教师“以身示范”的

助学金的同学他们不会惊喜也不会感恩。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处

影响。二是树立学生道德模范,大力开展榜样教育,打造“品牌

分机制也有待修改完善,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更人性化,充

社团”、开展“含金量高”的德育活动,促进“同群效应”和“朋

分考虑和发挥其育人功能,不忘我们作为教育者的初衷。例如：

辈效应”。三是抓住网络宣传主阵地,掌握舆情主动权,大力营造

学生存放和饮用酒类饮品问题,我们严格管理以学生生命安全

正向引领的德育氛围。

为重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学生触犯了该条规定站在被开除的

2.4改革创新评价机制

悬崖上时,我们如何担当抉择？是简单地选择执法依规,还是因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第四、九、十四

生而异、因事而异,我想这里面应该就蕴涵着教育的真谛,也值

条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要求都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把德放

得我们每个教师去认真思考。

在首位,所以独立学院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改革教师和学

2 加强德育教育实效性的方法和措施

生评价,将德育教育充分融入管理中。其一,改革教师评价体系,

2.1至上而下坚持“德育为先”的理念

增设专门的道德评价板块,并且形成过程化考核的定性定量考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

察指标,重点考察教师的团队精神、对学生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要求。教育必须

等,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在评奖评优、晋升时与道德

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坚持德育为先的理念,遵守德育高于

评价分数充分关联。其二,改革学生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综合

智育的基本原则,努力克服教育功利主义,否则就会在过程中失

测评方案,在评奖评优、入党入团、干部选拔等方面设定学生综

去方向,达不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教会学生知识、能

合测评德育部分最低标准分,达不到标准的,学科成绩再优秀,

力、做人是学校教育的三大功能,最难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综合测评成绩再高都不予评定或任用。同时,针对高校很多学生

而这恰恰需要德育才能完成,否则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越

混文凭,不自律、不服管的现象,设定学生学年综合测评总分和

大,对社会危害越大。德育为先不是喊喊口号就行,要重在落实,

德育部分分数必须同时60分双及格才能升级,任何一项不及格

要从学校层面建立并完善相关配套的制度。

做留级处理。

2.2配优配强德育师资队伍

2.5改革优化奖助学金制度

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奖学金制度是学校开展正面教育、传递学校价值导向的重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名师成就名校,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

要手段,科学合理的奖学金制度可以助力德育教育,反之则会出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理,有好的德育师资队伍,才能成就好的

现“出钱出力不讨好”的现象。独立学院应该高度重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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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育功能,从领导层面改变“我的钱我做主”,做是“应该”、

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不做也是“本份”的传统思想,而应该与时俱进,把奖学金的支

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根本的,他

出看成是学校争取优质学生、建设优良学风、提高学校声誉的

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具有鲜明的辨别力。”足见,高校教育

必要投资。在观念转变的前提之下,进行科学的调研,综合学校

必须摒弃以往唯成绩论的错误观念,在培养学生成才之前必须

的校情、学情、学校所在区域经济消费等情况,有理有据地设定

狠抓德育教育,让其成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心中有家国,

奖助学金金额、数量、形式等,同时从奖助学金的设置——评定

有集体,有他人,才会有正确的“三观”,从而为祖国建设添砖加

标准——评定程序——发放管理进行全面全程改革优化、全程

瓦,为社会进步奉献光热,进而学校方能完成其教育的功能,不

监督管理,让其发挥最大的正向激励效果,让德育的功能一以贯

辱党和国家之重托。

之地充分发挥。同时,为进一步推进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基金项目]

除设置综合奖之外,还应该设置单项奖,例如：道德模范奖、见

本文系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云南省教育厅课题“少数民

义勇为奖、体育全能奖、多才多艺奖等等,这样可以全方位调动

族地区高校提高医学生就业能力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各个层次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追求更加完美的自己,在全校营

2020J0906)。

造出积极向上、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2.6充分发挥处分的育人功能
首先作为教育者和管理者我们要防止思想跑偏,背离初衷,
首先要明确一点,学校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包括处分这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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