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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therland, society, others and their own, to enhanc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bea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herefore, we must dig deep into the essence of Marxist theory, combined with 

China's reality,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give direction and policy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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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理论依据解读 

尹立颖 

吉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中国 

摘 要：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实质是培育大学生对祖国、社会、他人、自身的责任感，提

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担负起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意义重大。因此，

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结合我国的实际，为更好地探索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教育的有效途径提供理论依据，并给予方向性和政策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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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中确定了

一个指导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思想：“一个人，作为公民、家庭和社会的成员，要承担各种

不同的责任，这样人类的发展才能日趋完善。”1989年该组织将“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

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学会关心”，呼吁一种道德关怀与道德责任。随着责任问题成为世界

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责任感教育也成为西方高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高校把社会责

任感的培养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和人才的基本条件。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

景迴异，对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也存在不同。虽然体现了自由与责任的

结合，但是西方国家注重自由和自我，但又容易导致利己主义，这是西方责任教育的弊端。 

一直以来，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也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且成果颇丰。有关大学

生社会责任感的文献资料中以路径探索型的文章数量居多,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大学生社会

责任感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养。但是，真正系统化、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理论依据来解读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很有限。因此，必须深

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结合我国的实际，为更好地探索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

有效途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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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理论依据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础理论依据 

2.1.1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以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本质上把

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成为“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这说明，人的本质不是个人与生

俱来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

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在由社会关系创造的属人世界中造就了自己，实现并

维持着自己的“社会性”。这一观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个人和社会辩证统一。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赖。一方面，个人是社会产生、存在

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由个人组成，没有一个个的个人,社会就成了抽象之物。在现实生

活中，个人既是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承担者，又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另一方面，人是社

会的人，个人也离不开社会。只有把人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认

识到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责任的本质。 

第二,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一方面,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

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确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个人的发展

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就是说，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

关系，即人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进行，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生活物质条件

和社会精神环境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

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社会由人和人的历史活动构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个人的推动，

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实践能力”的突出表现；社会的进步要依赖于个

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三，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辩证统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尤其

是物质利益关系，它自始至终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利

益和个人利益不是对立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旦二者发生矛盾，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允许任何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坏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的行为，每个社会成员应自觉履行的

社会责任。 

因此，大学生作为个体，在享受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与便利的同时，必须认识到

自身角色定位的社会性，实现并维持自己的社会性，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社会需求，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自觉维护社会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1.2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责任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责任和自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方面，自由是责任存在的必要前提。自由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追求和表现出的一种

状态、一种境界，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

的责任，必然和自由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问题”，“一个人只有在他握

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就是说，个人作为

自由意志的主体，在明确自身自由意志的范围后，为了满足自身的内在需求，实现自己的自

由，就必须首先去学会满足他人的需求，帮助他人实现其自由，这就是责任。自由意味着责

任。另一方面，责任规定着自由的界线。“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

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所以，只有在正确认识

必然性，并在积极自觉的实践中运用和驾驳它，人才能获得真正自由。而责任则是自由和必

然统一的表现，没有责任也就没有自由。马克思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

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说，作为确

定的人，现实的人就必须明确自身应尽的义务与担当的责任。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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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而且，责任规定着自由的界线，在承担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责

任下，人才可以享受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存在绝对的责任。 

人生就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自由”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当你去选择扮

演某一种社会角色，享受某种自由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自由和责任如影随形，它辩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既可以实现人生之为人的

神圣性，又约束我们必须保持人生之为人的社会性。社会个体想要享有有限的自由，就必须

先承担起自己应担的责任；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只有将外在规定性的社会责任转

化为内在个人责任才能实现。因此，要使大学生能够正确理解自由和责任的关系从而让使他

们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1.3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与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强调权利与义务相互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公

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

保权利的实现。一方面，权利为义务与责任提供根据，个人享有什么样的权利，相应地也就

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义务与责任也为权利提供根据,“一个人有责任不仅

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与公民权”。离开义务与责任的权利

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性的特权, 同样，缺乏以权利为基础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强

加或强迫。因此，保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维持义务与责任上的正义性的基础。因此，当

代大学生要正确理解权利和义务与责任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承担社会责

任，成为对社会负责的公民。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理论依据 

2.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2年 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家、集体、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国梦”实现的过程。

这就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行动作

为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具备社会责任感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前提条件，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内涵就是对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离开了这一核心内容，现

阶段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就无从谈起。同样，也只有把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神

圣的社会责任，我们才有社会责任感可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

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尤其是高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

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 

2.2.2现阶段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以及当代大学生的新变化，大学生社会责任

感的培育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201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将“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列入教育发展

的重要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

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放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的首位。2015年0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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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形成教书育人、实践育

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可见，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是大学

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本质

要求。 

3. 结论 

高校作为社会责任感教育的主阵地，培育并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担负起国

家赋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结合我国的实际，指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名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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