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ultivation of Reading and Think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Existential Dilemma and 

Exploration 

Li Ning1,a 

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Huay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zhou Shandong  
a 625026376@qq.com 

ABSTRACT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born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re is a general situation that student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do not read enough and do not think deeply, such as lack of reading classics and in-depth thinking. Reading 

is the key source of acquiring knowledge. Students can be absorbed in reading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it, experience 

the relaxation and immersive in books,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potential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Thinking is to continue to understand deeply and find problems from it, ask questions, exercise the degree of 

active thinking, to develop a good habit of thinking.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spreads 

rapidly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all kinds of fragmentary and superficial information comes one after another. The 

Networ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reading transmission, diversified forms and fragmented reading, and modern 

audio-visual products are popular. Reading traditional classic works requires students to think deepl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f college students indulge in shallow reading pleasure brought by Internet media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not only be difficult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affect the 

results of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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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大学生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各类高校的学生普遍存在阅读不足、思考不深入的情况，阅读经典名著和深入

思考欠缺[1]。阅读是获取知识的关键来源，学生在阅读中全神贯注并置身其中，体验书中的悠然自得与身临其

境,开发学生的阅读潜能,激发阅读的兴趣。思考是不断地进行深入领会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锻炼思维活

跃程度,养成勤于动脑思考的好习惯。互联网环境下，各类信息通过网络快速传播，各类片段性与浅层化的信

息接踵而至，网络具有阅读传输快速化、形式多样化、阅读碎片化等特点，而且现代的视听类产品流行，传统

经典作品的阅读要求学生多角度的深度思考，如果大学生长期沉溺于互联网媒体带来的浅层阅读快感，不仅难

以培养出大学生作为个体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还会影响大学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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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阅读与思考的社会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

中坚力量，同时肩负着国家科技发展和文化发展，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爱因斯坦曾讲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

问题更为重要。"。如果大学生在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

能把握住核心问题，可以自主善于阅读学习,勤于思

考，对于学生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互联网时代，众多

的搜索引擎、阅读终端让大学生的阅读方式更加多样

化、方便化。部分大学生阅读也呈现浅层化现象。新

媒体相对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已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

查找信息资料、进行阅读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移动

阅读新媒体时代改变了大学生的阅读生活，当代大学

生减少了阅读纸质书籍。 

习总书记的读书观包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会用书”“读书精”。对于高等学校的大学生而言，

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以及各学科专业

的经典论著是“最有价值的书”。经典论著是具有典范

性、权威性，同时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

能够展现当时的思想文化传统，也代表了民族的精神

力量，呈现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通过阅读经典著

作，用知识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大学生阅读与思考的素质养成中的困境  

在新媒体时代，当代大学生的阅读与思考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2]。新媒体阅读扩展了大学生的课堂和专

业之外的一些相关知识，可以有效充实自己，提升自

己看待问题的能力。但是新媒体下的阅读具有实用化、

休闲化、功利化、碎片化等特点。新媒体下的阅读有

时候不能进行深层次思考。 

2.1.大学生养成教育中勤于阅读习惯存在的问
题 

部分大学生沉迷于游戏中，上课时漫不经心，下

课后在宿舍中打游戏、玩手游等网络游戏。真正静心

阅读思考的时间很少，再进行由阅读到意义生成的过

程是思考的过程更少。 

2.2.大学生养成教育中深度阅读与思考能力的
缺失 

大学生的勤于阅读与善于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

养和反复锻炼的，大学生在学习阶段勤于阅读与善于

思考的习惯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在专业领域的深

入学习中要深入仔细阅读，锻炼阅读的速度与质量，

同时也要锻炼思考力，提升专注于学业的注意力，在

互联网下的大学生需要更强的自控力和外界辅助才

有可能做到专心专注的阅读与思考[3]。  

2.3.在培养学生在善于阅读与勤于思考中的难
点 

当代大学生受主客观因素与外界环境的限制,阅

读能力水平整体不高且参差不齐,部分学生没有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未能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无法形

成优秀的阅读思维,对阅读感到茫然失措，从而产生

不屑、排斥心理,这将严重地制约学生专业学习。当代

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阅读主动性不高、学习性不强、目

的性不明等问题[4]。 

3. 以“五抓五强”方式加强大学生阅读与

思考的习惯养成教育 

大学生勤于阅读与善于思考需要进一步细化、具

体化,是学生专业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必要途径,也是

解决当代大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弱的有效探索。大学

生自由时间与片段化时间较多，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引

导大学生合理高效利用自己的时间来练习阅读，逐步

转变大学生的云阅读思路，培养大学生开展深入阅读

并融合有价值的思考。 

3.1. 抓实思想教育，严把学生“思想关” 

（1）强化价值导向，提高认知能力。在大一新生

中通过集体班会和个别教育结合方式开展善于阅读

与勤于思考的养成习惯主题教育，引导大学生了解深

入阅读、善于阅读的状态，引导学生明确社会责任感

与历史使命感，确立集体主义观念，树立终身阅读与

思考的意识。其次，对大学生进行个别教育，逐个谈

心谈话。辅导员与学业导师共同引导大学生对专业知

识和中华文化底蕴的知识进行深入教育引导，因材施

教地指导学生工作并帮助学生做好阅读规划。例如：

根据因沉迷游戏而无法自拔的、因工作而无时间阅读

的等不同类型的学生，引导他们确定提升阅读能力的

改进目标，不断改正不愿意阅读的习惯，不断完善自

我。 

（2）强化目标导向，提升规划意识。部分大学生

因社会责任感差、发展目标不明确，抱着得过且过的

态度生活，自我放纵，学业较差。因此，开展大学生

阅读与思考班会、锻炼静坐思考能力班会，引导大学

生树立未来发展目标和大学四年的目标，树立时间管

理意识。当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自

觉调节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形成健康的时间管理

习惯，脚踏实地地朝着目标努力。 

（3）强化自律导向，增强执行能力。大学生有了

理想信念的支撑，人生目标的指引，要形成善于阅读

与勤于思考的习惯，关键在于其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大学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得大学生的自制力

减弱，沉迷于网络游戏、手机、电脑。教师要关注学

生对目标的落实，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引导他们

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激励，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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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通过亲身践行，体验阅读经典名著的好处，提

升善于阅读与勤于思考养成的体验感，自觉减少打游

戏玩手机的时间，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多彩的人生。 

3.2. 抓强载体建设，搭建教育“新平台” 

（1）开展校园阅读月活动。一方面，让学生在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善于阅读与思

考习惯的养成教育；另一方面，让学生在读书月活动

中体验读书的乐趣，找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的感觉，培养善于阅读与深入思考的兴趣，体

验成功的喜悦。例如：结合世界读书日（4 月 23 日），

举行大学生读书日宣传周或宣传月，以“善于阅读与

勤于思考”为主题，开展读书比赛、背诵比赛、释义

比赛，开展“读书月，看三本书”的签名活动。邀请

专家开展阅读教育与动脑思考教育专题讲座，增加大

学生对阅读方法了解的知识和增加积极阅读的意识。

除此之外，我与班委组织过在一个学期内每周组织我

所带的 20 级本科学生进行“晚自习阅读一小时”与

“睡前读书半小时”的活动，积极鼓励提倡学生“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会用书”“读书精”，促进学生养

成良好读书习惯，增加阅读与思考的趣味性、参与性。  

（2）开展宿舍文化活动。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因为

缺少学习兴趣或学习工作压力过大或自身自律情况，

无法做到按时阅读与按质阅读，无法深入思考书中的

释义，不断地通过打游戏、玩手机短视频、刷微博等

无意义的事情来浪费自己的时间，虚度光阴。高校可

以开展宿舍文化品牌活动、宿舍读书会、宿舍文化节

等各种各样的系列活动来促进大学生阅读，督促大学

生营造宿舍阅读舒适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也帮助大

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让学生在快乐氛围中

加强学习交流，阅读与思考的习惯养成，在宿舍有愉

悦放松的心情，营造安静的读书学习氛围，形成舍友

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舍友间谈笑风生中饱含文化诗

意，凸显人格魅力[5]。  

（3）搭建信息化平台。各大高校可以利用学校广

播、横幅、宣传栏等传统载体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行鼓励学生善于阅读与勤于思考养成教育活动

的宣传。与此同时，更要全面积极推进学生读书教育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形成“云阅读”模式。不断

探索创新互联网媒体和学生养成教育结合的新管理

形式。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与快手等网络平台教育引导学生了解明白

阅读的意义，让学生在各方面都能接受善于阅读与勤

于思考的健康学习方式的教育，增强学生健康学习教

育信息化工作的吸引力和引导力。 

3.3. 抓牢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工作的
“好帮手”  

成立班级学生阅读与思考帮扶干部团队，学生干

部团队既要负责学生阅读读物的日常读书考核，也要

关注学生读书的质量与注重加强鼓励学生读专业知

识与经典名著、党史等书籍，积极引导广大学生养成

善于阅读与勤于思考的学习方式。成立“阅读监督小

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督促学生提高自我提升

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主动把自己闲下来的时间专心

致志的阅读与思考，定期通报检查结果，以此与学生

评优评先挂钩，并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学生多读书、读

好书。充分发挥思想素质硬的班长以及班干部、学生

党员等思想先进分子在学生群体中具有号召力强、影

响力大的优势特点，向学生们传递阅读与思考下的正

能量，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会用书”“读书精”

的先行者，带头学习习总书记学习的思想，制定用于

阅读时间的时间表等，积极带动身边同学广阅读、爱

阅读[6]。发现不爱阅读或者扰乱阅读秩序的现象，及

时向学业导师或者辅导员进行汇报，从而精准及时解

决存在的学生不良行为等现象。  

3.4. 抓好典型示范，树立善于阅读与勤于思
考的“好榜样”  

针对班级常去图书馆借书并写读后感的同学或

者是常在网上购买并阅读专业知识以及经典著作类

的学生，树立标杆并点名表扬，在开班会时安排表现

优异的学生及时给班里其他同学分享读书的乐趣与

阅读的经验。例如不少学生都遇到注意力不集中问题，

他们会选择听音乐阅读。这些也可以让他们在学生们

中进行经验分享。对于阅读中有深入心得体会、学习

工作优秀的学生，安排他们分享阅读对他们学习工作

的影响和静心阅读的方法。号召全校学生向身边典型

榜样学习，启发他们对标先进，找出自身差距，进行

整改，引导他们养成善于阅读与勤于思考的习惯，激

发他们努力学习的精气神。  

3.5. 抓稳制度创新，推动管理“精准化”  

部分高校制定了大学生养成教育管理规范制度，

例如规定大学生课前十分钟、睡前阅读半小时。辅导

员应严格落实执行，确保制度落到实处。同时，要创

新制度管理。例如：实施学生第二课堂“积分管理”，

与学生的评优评先挂钩。结合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

推动学生阅读与思考的管理具体化：对遵守规定的学

生实行“规范管理”，对经常旷课或不按时参加课前

十分钟的学生实行“档案管理”，对不参与阅读与思

考的学生实行“帮扶管理”。安排学生干部、党员对不

按时参加“课前十分钟”和“睡前半小时”学生结成

帮教对子，针对帮扶对象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帮

教，促进不断养成良好的阅读与思考习惯。  

4. 小结 

培养学生进行微阅读，并时刻关注学生的个体反

应和合作表现,促使他们养成主动阅读、勤于思考、乐

于分享、勇于表达、善于倾听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品质

等[7]。主要策略是要加强专业阅读与经典名著的阅读,

增强阅读的知识面，扩宽阅读的广度;培养学生云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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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观念并在云阅读的基础上做好笔记、锻炼深入思

考的能力,积极转变云阅读只看小说或者只注重书本

知识，经典著作应当以书本知识为主，更新换代的知

识应当以知网等网络平台为主，快速便捷的获得最新

的知识。灵活阅读的媒体，增加学生阅读的时长与兴

趣。积极拓宽专业知识视野,激发学生阅读的动力;坚

持阅读方法训练,注重阅读习惯培养。阅读能力的提

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微阅读理解

与深入思考也需要时间沉淀,不可急于求成。只要坚

持不懈的练习并提升自己的阅读时长,一定能够达到

阅读质量提升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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