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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公报（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和方向 

本课题属高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以集中探明首都大

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教育治理对策为主攻方向，主要侧重

于大学生个案基础上的道德问题研究，着重研究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教育治理对策，是高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道德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提高青年大学生公民道德素质、深化立德树人的

重要抓手。   

项目研究总报告主要由“1个主报告+6个分报告+1个综述报告”

组成。 

主报告，分别从主体道德认知，同伴群体道德评价、满意度，道

德规范意识、行为选择，调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思考建议四个方面，

对当代大学生道德“要什么、有什么”、“缺什么、怎么看”、“为什么、

怎么办”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侧重于理论分析和综合考察，是项目研

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6 个分报告，聚焦于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诚信缺失”“意志

力薄弱”“责任感欠缺”“学习定位偏差”“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

“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等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的调查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治理建议与对策，是项目研究成果的主体和核心内

容。 

其中，关于“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

生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业诚信缺失、交往诚信缺失、

经济诚信缺失、就业诚信缺失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诚信意识和践

履精神淡薄、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学校缺乏诚信约束、家庭教育缺

失等方面。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的教育治理对策主要是：涵育和提升

知行统一的诚信意识与能力、努力营造诚信社会氛围、完善和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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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监管机制、推动家庭诚信教育。 

关于“大学生意志力薄弱”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存

在的意志力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做事半途而废、抗挫能力差、拖

延症严重、逃避责任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方面的目标不明确、

自控能力差、懒惰，客观方面的父母过分溺爱、大学管理模式松散、

外部环境影响等。提升大学生意志力的教育治理对策主要是：引导大

学生树立明确的目标、正确对待挫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积极

向上的乐观心态等。 

关于“大学生责任感欠缺”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存

在的责任感欠缺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自我责任感欠缺、他人责任

感欠缺、家庭责任感欠缺、集体责任感欠缺、社会责任感欠缺等方面。

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教育中家长对子女过于娇惯、家庭教育目标偏差、

家长道德教育弱化，学校教育中的教师奉献精神缺失、思想政治理论

课低效、学风不良，各项制度不完善，以及社会环境、自身因素等方

面。大学生责任感欠缺问题的教育治理对策主要是：社会发挥主导作

用、学校发挥引导作用、家庭进行积极熏陶、积极加强个人修养等。 

关于“大学生学习定位偏差”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

存在的学习定位偏差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风不端正、自主学习

意识欠缺、学习动机有偏差、学习兴趣减弱、学习重视程度降低等方

面。主要原因在于：校园文化、师资队伍的素质、学校规章制度等校

园环境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网络环境的负面影响、应试教

育和灌输思维的弊端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家庭环境、个人心理等

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大学生学习定位偏差问题的教育治理对策主要是：

完善校园环境，包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等；优化个体心理和学习品质，包括优化个体心理品质、强化

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理念等。 

关于“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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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交往动机功利化、交往

机会频率低、交往能力缺乏技巧、交往范围小且封闭、交往主动性逐

渐降低。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比例大、多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孤

僻戒备心强、交往心理出现障碍；不会控制自我情绪、交往能力缺乏

技巧；社会环境不良因素、交往信念受到侵蚀；缺乏教育和引导，交

往过程不受重视等。“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问题的教育治

理对策主要是：引导大学生摆正交往动机，树立积极的人际交往观；

创造和增加交往机会，定期组织师生间的交流；举办网络及社会人际

交往课程、讲座活动，传授交往技巧；积极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和心理调节，增强交往信心；充分发挥家庭的基础性教育和引导作用，

提高交往主动性等。 

关于“大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 问题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大学生存在的网络不道德行为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网络言论责任

意识匮乏、网络资源利用不合理、网络交往盲目欠缺理性，包括网络

语言粗俗暴力、轻易相信盲目转发、只针对负面消息发表评论、恶意

造谣、歪曲事实，娱乐成瘾、学术不端、浏览、传播色情信息，替代

现实交往、辱骂嘲笑他人、泄露他人隐私、进行网络恶搞、进行人肉

搜索等。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自身缺乏网络道德意识，易受朋辈群

体消极影响等内在因素影响；社会不良风气弱化道德意志，网络虚拟

与现实的矛盾等外在因素影响；以及学校网络道德行为引导的不足，

家庭网络道德教育偏离等作用和影响。大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的

教育治理对策主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引导大学生树立道德自律

意识；坚持以管为基，不断优化校园网道德环境并加强网络建章立法；

坚持以育为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和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等。 

1 个综述报告，即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教育治理对

策研究文献综述，分别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是项目

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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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关于大学生道德的整体情况、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影响因素、教育治理对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大学生道德领域

存在的突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自身方面存在的道德问题，

如信仰危机、道德人格矛盾、道德情感欠缺、感恩意识淡漠、诚信意

识缺失等；以及高校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德育目标过于泛化，

德育内容与时代发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相脱节，教育方式以说教为

主，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评价方式不利于大学生的道德养成，

缺乏实践性；大学生道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包括：社会因素、

校园文化、传统文化、互联网等对大学生道德的影响；对大学生道德

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教育治理对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社会

层面的对策，包括：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新媒体环境

下的德育模式创新等；（二）校园文化层面的对策，包括：改变教育

理念：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转变；变革教育方式：灵活

运用多种教育方式；重构德育内容：让德育回归生活；加强师德建设：

为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树立良好榜样；优化教育环境：为大学生道德

素质教育营造良好氛围等；（三）加强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影

响；（四）发挥新媒体作用创新德育教育，包括：建立互联网舆论引

导队伍，健全网络德育体系，创新新媒体环境下道德教育评价机制等。

国外学者关于大学生道德情况的研究，集中从德育理论流派、德育目

标、德育方式、德育内容、德育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和分析。

综述报告同时对国内外的德育教育与治理研究的内容、方法等共同与

差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其

中，实证调查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校园截访、召开座谈会等方法。 

问卷调查发放分别选择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方工业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中医药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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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共计 10 所

首都高校的部分大学生为代表。 

校园截访分别选择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城市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共计 13 所驻京高校、1000 余名大学生为代

表。 

座谈会分别选择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本科生学生党员、学生干部、

研究生、学生辅导员，共计召开了 4 场座谈会。 

其中，问卷调查的发放总量与结构为：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48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6%。其中男生、女生分别占

总数的 48%、52%；本科生占 86%、研究生占 14%；在生源地方面，

来自城镇、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73%和 27%；在政治面貌方

面，团员最多占 83%，党员和群众分别占 14%和 3%；有 35%的学

生担任学生干部、65%的学生没有担任学生干部；在专业类别方面，

理工类、经济管理类、师范类、医学类、文学类、农学类、其他 6 个

类别的学生分别占总体的 51%、29%、20%、12%、2%、2%、4%。 

理论分析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调查结果分析的方法进行，撰写文

章和研究报告。调查分析以首都 13 所高校、1000 余名大学生为个案，

紧紧围绕项目负责人前期调研成果中梳理出的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

的六项突出问题：诚信缺失问题、学优意识弱化问题、责任能力缺失、

意志力薄弱、网络道德、人际交往困惑进行深度访谈，在对访谈结果

和资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若干突出

问题教育与治理的对策与建议，以此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创新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策略

与机制，为当前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取得

新成效作出新探索、创造新经验。文献分析以大学生道德问题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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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着重梳理和分析学界关于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教育

治理对策的最新研究动态、成果和结论，以期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学理

分析前提和基础。 

二、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项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结合当今社会的网络化、全球化、价值多元化时代背景以及首

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软文化现实要求研讨首都大学生道德领

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教育治理措施是当前首都社会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的迫切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2.首都大学生道德品质状况与首都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总体要求、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他们对校园生活和社会中出

现的某些道德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存在误区甚至不理性，在进行道

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过程中有时表现为困惑、偏激甚至超自我。 
3.首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积极向上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

当前条件下首都高校德育的显著成效。 
4.首都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变革与转

型过程中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的折射与反映。 
5.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不断提高，但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

存在一定差距，道德认知尚没有有效内化和转化为道德信念、道德意

志和道德行为，道德自律与自觉意识不够，道德行为相对滞后，呈现

出道德认知、判断的容易性与坚持做出正确行为的不易性交织的特点。 
6.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 6 大突出问题：（一）学业定位意识存

在误区；（二）择友标准异化；（三）诚信品质缺失；（四）网络道德

意识缺失和弱化；（五）公德意识失范；（六）心智模式呈现出不成熟、

矛盾冲突。 
7.大学生道德突出问题的解决必将历经从注重道德知识的认知、

内化，到注重个体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再到注重个体道德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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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综合提高的转变过程。 
8.必须十分注重健全师生定期交流、恳谈机制，充分发挥一线教

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道德教化与熏陶中的以身作则、

师德模范和表率作用。 
9.必须重视新媒体环境下, 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的创新。 
10.坚持强化以道德践履能力为本位的大学生道德教育顶层设计。 
11.重视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突出功能。 
12.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反映出不同

特点和变化，在教育治理对策方面，也亟需随着相关变化进行调整和

完善。 

   （二）主要对策思考 

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道德问题教育与治理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积极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是社

会各方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当前大

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 6 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课题组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重视辩证思维，全面客观地评判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

出问题； 
（二）突出统筹思维，针对重点内容加强教育与治理； 
（三）强化协同思维，发挥重点人群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治

理中的作用； 
（四）凸显主体思维，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主体能动性。 

三、成果与影响 

（一）已发表主要成果 

目前，已完成相关研究任务，完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类： 
1.已公开发表论文 4 篇，其中，2 篇北大中文核心 
（1）《重建道德共识的主要难点与破解对策》，《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发表于 2014 年第 5 期，北大中文核心。 
（2）《首都大学生诚信状况调查与教育治理对策》，《唐都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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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 年第 5 期； 
（3）《德治与法治的学理论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

于 2016 年第 10 期。 
（4）《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凭什么(下)》（《学校党建与思

想教育》，发表于 2019 年第 2 期，北大中文核心，CSSCI。 
2.待发表论文 4 篇 

（1）《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教育治理对策》，拟发

表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0 期； 

（2）《深刻把握“五育人”长效机制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拟发

表于《北京教育》（德育版） 2018 年第 9 期； 

（3）《好教师应如何执着于教书育人》，拟发表于《高校辅导员

学刊》 2018 年第 12 期； 

（4）《把北京精神融入首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基本

途径探析》，拟发表于《北京教育》（高教版） 2018 年第 12 期。 

3.已公开出版相关专著一部 
《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若干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武汉大

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 
4.完成文献综述报告 1 份：《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

教育治理对策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5.完成综合调研报告 1 份： 《“当前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

问题及教育治理对策研究报告》。 

6. 完成调研分报告 6 份： 《诚信缺失问题访谈分报告》、《意志

力薄弱问题访谈分析报告》、《责任感欠缺问题访谈分析报告》、《学习

动力偏差主动性匮乏问题访谈分析报告》、《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问

题访谈分析报告》、《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访谈分析报告》。 

（二）主要学术和社会影响 

1.论文《重建道德共识的主要难点与破解对策》被引 1 次，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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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量 85 次，引证文献见《新媒体背景下儿童道德共识现状调查研究》

[D]. 李亚培.江西师范大学，2017； 

2.论文《德法共治的学理探析——兼论德法共治在首都公共文明

建设中的意义》被引 1 次，总下载量 145 次，引证文献见《习近平法

治思想及其认知维度》[J]. 屈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7(15)； 

3.专著《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若干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被北京、福建、广东、甘肃等地 160 家图书馆收录馆藏。 

四、改进与完善 

鉴于课题组对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调查分析局限

于北京地区 10 个高校，对全国其他兄弟院校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状况的了解和参考借鉴不够，以此为个案得出的教育与引导

策略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及课题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主要

聚焦于大学生“诚信缺失”“意志力薄弱”“责任感欠缺”“学习定位

偏差”“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等六个方面

的突出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宏观、整体角度的研究不足和现有项目实

证分析数据，是对 2014 年的问卷分析和截访数据的汇总和分析，无

法及时反映和加入近两年学生的变化情况、中央有关最新精神融入不

够等情况，未来阶段，课题组将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研究成

果： 
第一，拓展调研范围，由北京地区扩展到华北乃至全国相关院校

进行深入广泛调查，以期进一步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全貌，有

针对性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 
第二，注重新现象新问题研究，特别是网络化新时代基础上，注

重 00 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梳理和分析，以期立足于培养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角度，针对性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勤学

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 
第三，强化中央关于青年成才成才最新讲话精神融入大学生道德

教育研究，尤其注重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12.8 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的有关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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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细目 

 

主要研究成果列表 
类别 数量 名称 时间 出版刊物

（出版社） 
收录情况 

发 
表 
论 
文 

1 《德法共治的学理探析——兼论

德法共治在首都公共文明建设中

的意义》 

2016 年第

10 期 
渭南师 范

学院学报 
被他引 1
次，下载量

45 次 
2 《首都大学生诚信状况调查与教

育治理对策》 
2016 年第

3 期 
唐都学刊 CNKI 数据

库 
3 《重建道德共识的主要难点与破

解对策》 
2014 年第

5 期 
学校党 建

与思想 教

育 

北大核心 

4 《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凭什

么(下)》  
2019 年第

2 期  
学校党 建

与思想 教

育  

北大核心、

CSSCI（扩） 

出版 
专著 

1 《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若

干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2016 年 8
月 

武汉大 学

出版社 
160 家图书

馆收藏 
调研 
报告 

 
 

1 《“当前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

出问题及教育治理对策研究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6 

《诚信缺失问题访谈分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意志力薄弱问题访谈分析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责任感欠缺问题访谈分析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学习动力偏差主动性匮乏问题

访谈分析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人际交往功利封闭失理问题访

谈分析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网络不道德行为问题访谈分析

报告》 
2015 
 

尚未发表 
 

无 

文献

分析

报告 

1 《大学生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教育治理对策实证研究文献

综述》 

2015 
 

尚未发表 无 

     
 

成果 
转化 

 重视积极应用于项目组成员思政

理论课堂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

工作中 

2015-2018 实际应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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