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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social others ow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therl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ich bear spirit, able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imes 

mission given by the sta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ers, 

explore way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ways for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in al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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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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有担当精神，能够担负起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意

义重大。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探索社会责任感教育的途径责无旁贷。因此，从高

校大学生教育全过程的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途径的探索。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全过程；途径。 

1. 前言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报告中把使每个人承担起一切责任确定教育

发展的方向之一的基础上，又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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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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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的“责任公民”教育、英国的责任感教育、

法国的“责任主体教育”、新加坡的全面道德教育等。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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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国内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且成果颇丰，大体有意义研究

型、现状剖析型和路径探索型三种。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素养。但是，真正系统化、有针对性地将社会责任感贯穿到大学生教育全过程进行研

究的成果数量却很有限，需要加大研究的力度。因此，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教育全过

程也是社会责任感教育途径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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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教育全过程的途径 

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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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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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要全方位贯穿

高校大学生教育的全过程。 

2.1.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理论教育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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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担当精神，能够担负起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高校大学

生理论教育既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又包括专业知识教育，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的本质要求。如果大学生缺乏责任感，即使文化知识再丰富,也极有可能成为不符合社

会需要的“次品”，或者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废品”，甚至成为危害国家的“危险品”。

因此，创新高校大学生理论教育的教学模式，将社会责任感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使大学生社

会责任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促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 

2.1.1大学生责任感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全过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其任务之一就是使大学

生树立对他人、对集体、对杜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即社会责任感。长期以来，大学生的

责任感教育更多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实现的，但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在创新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丰富内容。 

首先，以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教育陶冶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情操。五千年的历史塑造了

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内涵丰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丰富源

泉。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集体主义思想，这其中

也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理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体对社会的价值，如“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这些思想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乐于助人”、“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等社会

责任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以理想信念教育引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认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理想信念的缺失必然会带来社会责任感的缺乏，树立崇高的、正确的理想信念能够使大学生

在明确社会责任认知的基础上强化责任认同，进而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最终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所以，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应有之意，必须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的

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还要尊重和认可大学生的个人理想，以

激发大学生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以先辈们为榜样，成为新一代具

有浓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再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奠定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全人类

的思想宝库，博大精深，给人以启迪。如，“人与社会关系”理论体现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统

一、价值的统一，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

论品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要坚持“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这也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责任意识的方向性指导。只有这样，将大学生个体多样化的价

值诉求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才能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做出贡献。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86

30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95798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95798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95798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95798


 

2.1.2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专业理论教育全过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具有其他课程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并不是唯一的阵地和渠道，

还要把社会责任感教育蕴含在各门专业课中。一方面，各门专业课的知识内容也蕴含着丰富

的人文知识，都是科学家们不断追求真理、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不计个人得失，承担起社会责

任的结果。因此，在各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教学内容背后的道德责任感，各个学

科要共同承担培养学生责任感的任务；另一方面，一种正确的责任意识还必须要具备扎实的

践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因此，各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大学生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科

技创新能力，为走出校园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奠定坚实的基

础。 

此外，社会责任感教育还要融入入学教育、军事训练和就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引导

大学生养成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以及对社会负责的道德自觉。 

2.2.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全过程 

一个人的责任感是知、情、行过程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实践。责任感的培养

需要知识理论的灌输，需要环境的熏陶，更要从实践检验中确立。宋代诗人陆游曾经写过“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诗句。因此，要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的同时，认识到人

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一方面，在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进入“社会角

色”，感同身受，激发责任热情；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社

区敬老爱幼活动，志愿者活动、“三支一扶”活动、勤工助学活动等等，既了解社会，了解

国情，又在活动中学以致用，体验到愉快的成就感，社会责任就会内化为大学生思想的一部

分，从而牢固地树立起国家主人翁责任感。此外，加大社会责任教育实践活动经费的投入，

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使大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前辈的奉献精

神，强化了对他人、对集体、对杜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建设学科教育基地，鼓励大学生

用己所学贡献社会，增长了才干，体现了价值，从而获得自我肯定与社会肯定，强化了责任

感，保证了育人效果。 

2.3.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 

《三字经》云：“昔孟母，择邻处”，说的是教育环境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校园文化

是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在文化上的真实反映，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对大学生最具感召力。

校园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教育的重要方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

文化活动，如，科技、文艺、体育、娱乐、道德模范和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活动，使大学生在

校园文化熏陶中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橱窗、校园

环境等载体，如，修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名人雕像、把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校训和优良传

统映刻在学校建筑上等，营造浓郁的校园社会责任感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推进社会责任

感的教育。 

2.4.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全过程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与高校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工作关系密切。要帮助大学生形成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就必须使管理制度和管理过程体现责任意识，以影响和感染大学生。高校

管理部门要坚持以“以学生为本”进行学生管理工作。首先，高校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

管理制度，使学生在遵守管理制度的过程中知晓作为学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来强化大

学生自身责任意识；其次，加强教学管理。高校应适当调整平时表现在总成绩中的比重，以

此来督促大学生自身修养，在努力的过程中学会对自己负责，从而加强其社会责任感；再次，

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活管理，培养他们良好作息习惯，“节粮、节水、节电”，对自己负

责，对生活负责，大学生才能真正做到对社会负责。此外，通过品学兼优、富于社会责任感

的学长来引导低年级学生，发挥学长榜样的作用，以此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2.5. 社会责任感贯穿高校师德建设全过程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中,加强教育工作者的榜样示范作

用。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素质、健康人格和个人魅力的工作者，给予大学生正确的指引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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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首先，教师必须得自身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有爱心，有责任心，率先垂范，兢兢业业做好教学工作，用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去感染和培养

学生，提高大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建立健全高校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把好教

师队伍入口关。认真落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加强师德考核，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

职称评聘、职务晋升、年终奖励的首要依据。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从制度上形成师德师风

建设的长效机制。再次，抓好一线教师、专兼职辅导员、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学校在赋

予他们工作任务的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

在日常工作中以高尚的师德和良好的师风教育和影响学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 结论 

大学生要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校作为

社会责任感教育的主阵地，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学校

的教育、管理和引导，要把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合理结合，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校园

文化环境的熏陶作用。我们相信，通过高校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大学生必将以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必将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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