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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educating people as a guide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play a very effective rol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obvious to all, students begin to accept moral educa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and moral 

education has brought great help to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ir hearts. Taking 

the new era as the background, moral education must also play its greater value. And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new era, enhance its effectiveness, so moral education must be improved. And the practice of educating 

people can develop the cor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make students be positively 

influenced and guided by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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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实践育人理念作为导向，对高职院校的德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德育

在高职院校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受德育，而德育给学生的人格的塑造以及

心灵的成长，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以新时代为背景，德育也必须要发挥出其更大的价值。并适应

新时代的变化，增强其有效性，因此德育必须要进行完善。而实践育人理念，能够更大程度的开发德

育的核心价值，并使学生受到德育的积极影响和引导。本文就主要围绕用实践育人理念完善高职院校

德育体系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实践育人；德育

1. 实践育人的科学内涵 

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育人理念，也就是实践育人

理念，实践育人理念是结合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

因此实践运营理念能够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

导学生从实训活动中和生活中提取更多的有利于自身

发展的因素。而实际运营理念也提倡学校和教师应该给

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更多的实践活动，例

如志愿者服务，又或是社会考察等，通过这些活动能够

使学生得到思想政治教育，也使学生的成长能够更加积

极和健康。而实践育人理念与传统育人理念的差异在于

传统育人理念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对学生起到教育

的作用，但是说教式的教育方式容易使学生感到反感和

抗拒。而通过实践育人的方式，就能够使学生在经历的

过程中得到成长，受到教育，而这样的过程是不会使学

生感到抗拒的。 

首先通过实践，学生能够更加了解社会，并且学生

也能够更进一步的踏入社会，在实践过程中，学生所能

够学习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技能，学生也能够从中学习到

如何与人相处，并且正确看待个人与社会与集体之间的

关系，因此实践育人是能够使学生对事物和人际关系的

理解更上一层楼的，在高校育人环节中时间育人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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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要从理论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还应该从实践中让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而因为

实践育人理念更加贴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因此往往不需

要教师对此进行说明，学生也能够从这些经历中领悟到

一些道理，不过因为时间限制，所以目前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实施方式还是课堂教学方式，实践教学方式只

是作为辅助的作用存在。而实践教学方式也是根据学生

的成长规律以及成长轨迹引导学生对自己进行自我管

理和自我约束的方式。实践育人理念也与传统育人理念

的差别在于传统育人理念对学生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约

束和管教，但是实践育人理念是引导学生对自己进行约

束。那么其本质差异就在于从被动到主动，因此实践育

人理念的有效性要强于传统育人理念，最后，在实践育

人理念中也十分强调知行合一。学生要真正的将实践育

人过程中所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融入到自己的

思想和行为里，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是为

了提升学生的思想高度。 

而以实践育人作为德育体系的执行理念，在开展德

育时贯彻实践育人理念，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德育的

有效性得到提升，而同时，因为实践育人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学生能够更加投入到实

践育人活动中，而实践育人理念所强调的就是实践育人

活动，只有在实践育人活动中才能够突显出实践育人理

念的价值，而也只有在实践育人活动中才能够发挥出德

育的实践职能。 

从当前看来，实践育人理念已经给予了德育的开展

一定的启发，只是实践育人理念与德育还没能够得到完

全的融合，还有一部分德育教师仍然只是将实践育人理

念当做一种理论，而并非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性的指导理

念。 

如果德育教师能够正视实践育人理念，并且借由实

践育人理念完善德育体系，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德育的有效性，也能够使学生更加沉浸式的进入到德

育教学中，学习更多德育知识，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

而且实践育人理念在德育中的价值的体现绝不仅止于

此，对于学生而言，实践育人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学生拓宽视野，使学生更加了解世界和社会，也能够

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的去看待身边的事物。因此实践育

人活动，也可以成为给予学成成长经验的过程。对成长

经验的积蓄，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更加正确的价值观

念，具备更加健全的人格，也能够使学生在日后步入社

会之后，能够跟社会建立更加和谐的连接关系。因为实

践育人活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提升人际交

往能力，而对于学生而言，实践育人活动不仅仅是一种

德育开展的形式，也是一种有趣的教学活动的形式，因

此在这种有趣的教学活动中，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生活

的成就感，也能够从中领悟到很多道理，而这些道理是

教师通过口头教育而难以传递到学生心中的，因为学生

容易将教师所传授的道理看作是说教，而如果是学生自

己去感悟和发现，体验且总结得出的道理，学生自然就

会遵守，并且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态

度。且因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生的个性越来越难以掌

握，如果教师不利用实践活动的方式让学生释放自己的

天性，并且在维护学生的个性的前提下，让学生接触更

多的事物，那么学生就很难得到思想上的改变。尤其是

当前学生大部分思想都十分独立自主，很有自己的想

法，更加难以被人动摇。而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如果

教师不予以注意并及时纠正，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在日后

对学生起到不良的引导。 

表 1 实践育人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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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察等，通过

这些活动能够

使学生得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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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从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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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还应

该从实践中让学

生受到思想政治

教育，而因为实

践育人理念更加

贴合学生的日常

生活。 

在实践育人

理念中也十

分强调知行

合一。学生要

真正的将实

践育人过程

中所学习到

的东西运用

到生活中，融

入到自己的

思想和行为

里，而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性，也

是为了提升 

2. 形成实践育人格局 

一直以来，高职院校都非常关注德育体系的发展和

完善，并多次对德育体系完善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创新，

从而逐渐构建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德育体系，因此高职

院校当前的德育体系中，体现的不仅是德育理论知识，

也是德育的实践知识，因此德育体系不仅倡导通过课堂

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也倡导通过实践

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从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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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型实践 

学校也应该不定期的开设思想道德教育实践课程，

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学习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亲身体

验中，得到思想上的突破，同时，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

活动中，学生不仅能够更加深入而全面的掌握一定的思

想道德教育理论知识，还能够增强自己对世界，对社会，

对各式各样事物的感悟，能够使学生的责任感得到提

升。而同时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中，学校也应该加

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带领学生去往烈士陵园等地

点，让学生能够亲身感受爱国主义精神，并继而受到爱

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和影响，渐渐树立起爱国主义精神。 

如果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中仅仅只有理论课程

的设置，那么思想道德教育课程是十分单一且枯燥的，

而且只是单纯的理论课程，并不能够深入的帮助学生掌

握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的知识，甚至于很容易让学生产生

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反感和抗拒。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让

学生加强学习思想道德教育知识，让学生的思想得到质

的改变。而且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课程中，教师能够传

授给学生的只有一些理论层面的知识，而这些理论知识

如何应用到现实中，在现实中又将起到何种作用，何种

影响，学生是无从得知的，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知识的看

法也过于肤浅。但如果教师能够积极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实践课程，并且带领学生进入到与思想道德教育有关的

实践操作中，让学生亲身感受，那么学生所得到的感悟

自然也就更加真诚，而学生的记忆也会更加持久。通过

课堂上的学习，学生的记忆往往只能够维持一小段时

间，甚至于在考试的时候学生的记忆都会荡然无存，这

主要是因为学生并没有完全的掌握这些理论知识，而且

没有实践的辅助，学生对这些理论知识的理解也仅限于

表面，而想要使学生对这些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长久，

也为了使学生的思想高度能够得到真正的提升，那么就

必须要利用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实践育人的

理念，利用实践提升学生的学习有效性。 

表 2 建立实践育人保障体系 

要有坚强的组

织保障 

重视教师和管理

人员的主体保障

作用 

完善实践育人

的工作机制 

对大学生的思

想状况和学习

学习状况进行

更加深入和全

面的掌握和分

析，并根据学

生的基本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

德育计划，以

实践育人理念

作为引导，将

实践与课堂教

学结合在一

起。 

在以实践育人理

念为引导的德育

体系中，主要的

德育实施者是教

师和管理人员，

但是学生才是实

践育人的主体，

才是实践育人的

中心，提升学生

的责任心，培养

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就是实施实

践育人理念的目

的，而高校也应

该提升教师和管

理人员对实践育

人的了解。 

将实践活动与

理论知识教学

结合在一起，才

能够成就实践

育人理念，而想

要发挥出实践

育人理念的积

极作用，就必须

要完善实践育

人的工作机制。

使学生能够从

实践活动中得

到积极影响。 

2.2 服务型实践 

公益活动的开展也属于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

一种，带领学生参与到公益活动中，能够培养学生的爱

心、同情心，也能够使学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

价值，让学生感受到为社会做贡献的快乐，也能让学生

了解到更多的事物，而公益活动有很多种，无论是带领

学生去往孤儿院或是敬老院送温暖，又或是带领学生下

乡种树等都属于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都是有利于社

会，也有利于他人的，因此学生也能够从中得到爱心上

的极大满足。 

2.3 文化实践型 

学校可以积极组织各式各样的文化节，通过文化

节，学生可以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特长，也能够

了解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并在文化活动中得到动手

能力的提升，而同时，这些文化活动也丰富了学生的课

外生活，还能够将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能

够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培养和锻炼。 

3. 结语 

实践育人理念在高校德育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中是存在其积极作用的，而以实践育人理念作为引导，

完善高校德育体系，就必须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学，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

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得到美好品德的培养和健全三

观的塑造。同时，实践育人理念的出现也打破了传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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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念给高校德育体系带来的桎梏。并且能够使学生从

被动化为主动，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受到高尚情操的影

响，仅仅是从口头教育的方面是无法改变学生的思想

的，想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就必须

从实践做起，让学生从实践中自然领悟，而不是强迫学

生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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