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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of moral sense, sense and beaut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citation, guidance and concealment.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of classroom theory teaching, summer social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To this end, to understand three aspects: what is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why based on the summer social practic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graduate students, how based on summer social activities to carry out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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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生情感教育是高校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有道德感、理智感、美感

三个部分组成，其特点带有激发性、引导性、隐匿性等。暑期社会实践作为课堂理论教学的

重要补充，对研究生情感教育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为此，要理解三个方面：什么是研究生

情感教育，为什么基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对研究生进行情感教育，怎样基于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对研究生进行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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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生作为高素质群体，也

需要情感教育，这一教育是研究生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必须接受的。然而，高校对研究生

情感教育方面表现的较为乏力：在课堂理论教学上倾向于知识讲解和理论分析，过度重视学

生智力因素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研究生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1]。相对而

言，暑期社会实践作为课堂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和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优势和

特点。因此，积极发挥暑期社会实践在大学生情感教育中的作用，在情感教育中学生与教师

共同发力，以此满足研究生情感需求，丰富研究生情感体验，对于研究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什么是研究生情感教育 

情感的形成是以个体的认知为基础的，对客观事物的需要满足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个体的认知结构。在社会生活中“既然对现象的社会意义的评价、判断、观点作为一个必要的

因素包括在情感之中，因此，情感教育尤其重要。”[2]情感教育是指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在

教育的影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也是关注作为人的生命机制之一的情绪机制，

如何与生理机制，思维机制一道协调发挥作用，以达到最佳的功能状态。[3]研究生作为一类

特殊群体，他们的情感教育，则是以研究生群体为对象，利用情感教育的作用对研究生心理

状态日趋完善和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教育实践活动。情感教育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4]。道德感是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衡量研究生的言语和行

为所产生的主观感觉。包括爱祖国、爱人民与爱社会主义以及内心的责任感、怜悯心。作为

历史发展的产物，道德的内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现阶段，贯彻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理

智感是研究生在智力活动过程中，在认识和评价事情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取决于研究生自

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对研究生学习科学知识，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动力作用。

树立创新创业观念，比如，在“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的荣誉感，属于理智

感。美感是研究生根据自身的审美标准对事物进行直观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一方面，是

指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物质实体为对象；另一方面，是指人们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和行

为举止的精神抽象为对象。美感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主观观念，也是为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作

为不同的研究生，其家庭背景不尽相同，成长经历各异，审美标准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因此，研究生情感的形成过程，也是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过程，从而对自己的情感进行管

控。新时代要贯彻研究生情感教育就要落实好生命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3.为什么基于暑期社会实践对研究生进行情感教育 

之所以对研究生进行情感教育，是由于当前研究生情感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暑期社

会实践的独特优势在一定程度可以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教育。当前研究生情感教育虽

然取得长足进步，并越来越引起高校重视，但由于基础较弱，起步较晚等因素，还存在三种

矛盾问题。1.研究生情感教育主体地位与传统教育形式之间的矛盾。研究生作为情感教育的

对象，仍然是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育者只是发挥情感灌输的作用，没有对教育对象进行

引导和启发，促进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实现教育过程的双主体。传统的情感教育模式如专题

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等，受教育者很难参与其中；2.研究生不良情感的普遍性与教育主

体知识能力不足的矛盾。面对全新的环境，研究生往往表现出许多的不适，如学习目标不明

确；消极懈怠、缺乏动力；人际关系不佳，孤独冷漠，缺乏社会责任感；3.研究生情感需求

多样性与情感教育范围有限性的矛盾。研究生作为特殊的教育群体，是未来国家建设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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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才，相对于基础性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更加迫切。如热爱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以身作则，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专业知识体系、提升个

人能力、实现个人价值；融洽同学关系，摆脱个人不良情绪等。 
暑期社会实践是丰富研究生课外生活、充实研究生情感教育、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能力

等各方面有益实践活动的总称。自身呈现出内容丰富性、形式多样性、主体自主性和参与实

践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研究生情感教育出现的问题。因此，对研究生情感教育

的促进，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暑期社会实践内容丰富，涉及思想修养、科技创

新、文体艺术、社会活动等模块。在情绪发生心理机制中，需要是重要的中介因素。作为研

究生群体，情感需要尤其是社会性需要显增强。针对研究生社会性需要的多样性和能力水平

的差异性，暑期社会实践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研究生的情感需要，促进

身心平衡发展。2.暑期社会实践采取学生自主选择的方式，激发了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选

取自身喜爱的形式进行参与，在不同的活动中持续激发情绪体验，并最终累积成稳定性的情

感。可以通过志愿活动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获得实现研究生党员自我价值的幸福感，这些

都有利于研究生形成高尚的爱国情感。3.暑期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实践体验功能，克服了课

堂理论教学的先天缺陷，在实践中形成良好情绪体验，促进积极情感的养成。客观情境对受

教育者的影响，取决于连接主客观的实践作为中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情绪体验。 

4.怎样积极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对研究生情感教育的路径 

当代研究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情感问题，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处理过程中都存在自主

独立又懵懂迷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是研究生，无论是思想、能力结构的完善，

还是青春期的心理特点，都决定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做事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面

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如亲人间的远离、陌生室友的相处和青春期的恋爱冲动，都会给研究

生带来新的挑战。情感教育作为研究生形成良好情感的重要教育活动，承载着重要的现实使

命。为此，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促

进两者形成统一的整体，实现培养目标的完成。主要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发力： 

4.1 学生应成为暑期社会实践的主体。 

情感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是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的主观评价。提升情感教育，先要

满足大学生内在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大学生都来自不同省份，各自的区域文化、家庭背

景、学习经历、性格秉性均存在差异性，需求结构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的选择上，需要征求学生的意见，保证活动安排的合理性；在活动的实施上，由学生

成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小组，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使参与活动的学生都可以提升自己对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主动从以下两方面努力：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情

感修养的基础和核心，情感修养是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树立崇高的

道德情操和精神世界。其次，研究生善于表达情感。在第二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团队成员之

间要加强交流与学习，通过强健有力的语言、形象的肢体动作、幽默风趣的表情，研究生激

起自身内心情感的波澜。从而实现认知教育和情感教育的结合。 

4.2 教师成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导。 

教师贴近学生需求，分类引导。要把握需要的驱动性和递进性规律。驱动性是指需要是

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递进性是指需要的满足并不是相对的、暂时的，而是随着旧的需

要的满足呈现出更高级的需要。这就要求课程的设置上，既要体现横向上活动内容的宽泛性，

还要体现纵向上活动内涵的层次性在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与学生进

行交流，通过强健有力的语言、形象的肢体动作、幽默风趣的表情，激起学生内心情感的波

澜。同时，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选择，根据学生的意愿由指导老师选定。可以依据当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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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实践模块中，加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专题学习；在

社会实践模块中，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进行调查研究；在文体活动中，突出“民
族复兴中国梦”、“文化自信”的主题；在科技竞赛模块中，积极参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体现课程的前沿性特点。总之，教师作为教育的承担者，在学生自主参与的基础上才

能发挥最大效用，不仅要具有一般人的情感品质，教师还要提升情感素养、加强道德修养、

丰富自身情感与善于表达情感。 
综上，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反映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内容。在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中，展现了师生关系互动的过程：学生不仅是被管理者，同时也是活动的自我管理

主体。该文主要从学生与教师两方面推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改革创新，对于加强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情感教育的效用，促进当代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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