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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values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cultures,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also show 

diversity. The growth stage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ir values. How to 

use the correct value education to guide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urren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globalization have made the links between countries increasingly 

closer.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Therefore,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in the 

education of values in universities are also global. In order to break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in the value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China an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based on China's position,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lues education experience in some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channels and cont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values educ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innovation of values education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student needs and national rea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value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hop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lesson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lue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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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高校价值观教育一直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影响，高校学生的价值观

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学生在高校的成长阶段是其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用正确的价值观教育来引导高校

学生价值观，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经济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动，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因此，中国面临的高校价值观教育问题也具有世界性。要破解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价值观教

育问题，需立足中国，以国际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理解。本文在文化与跨文化的视野下，立足中国立场，运用文

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从不同维度分析部分典型发达国家的高校价值观教育经验特点，并结合相关具有代表性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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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在教育途径和内容等方面的现存问题，提出价值观教育创新应从融入专业课程、学生

需求和中国实际三点入手，以期为推动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启示借鉴，国外经验，价值观教育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高校价值观教育一直是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中国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坚强阵地，在新时代背景下要立足中国实际，开展中

外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充分借鉴吸收对

人类创造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动中国高校价值观教

育的创新发展。由于部分发达国家的高校在通识教育、实

践育人、文化引领等领域有各自独到的经验特点和优势，

值得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借鉴。因此要进一

步完善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体系，眼光不能局限于中国，

在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要正确认识世界，通过考察

部分发达国家的高校价值观教育有益经验，例如了解掌握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高校价值观教育内容，

把握其高校价值观教育特点，并探索出对中国高校价值观

教育具有借鉴的经验和启示，进而推动中国高校价值观教

育的创新发展。 

2．．．．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和目标背景和目标背景和目标背景和目标 

高校学生作为未来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重要人

才，是未来社会各行业的重要建设者，更是推动国家和社会

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高校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直接关

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未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

时代的到来，高校价值观教育这一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性的问

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校价值观教育问题的重要性。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了中国高校价

值观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现存问题和挑战。

当前现有研究在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面向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方面现有高校

价值观教育研究需要开阔视野，在立足中国的前提下，广泛

开展中外比较研究，在科学地对比分析中获取高校价值观教

育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推动高校价值观教育的

创新发展，需要对相关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数据进行深入

分析，在科学数据和实践案例的支撑下得出具有科学性和准

确性的研究结论，以便为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提供科学正确

的理论指导。总之，通过对比分析研究部分典型发达国家和

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经验特点，为高校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发展提供正确发展方向，为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理论和实践

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3．．．．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重点利用文献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开展研

究，分析国外部分典型发达国家的高校价值观教育经验，

探寻其中有利于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创新发展的经验借

鉴和启示。 

第一，文献研究方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价值观

教育研究，包含内容较多，能够提供参考和借鉴的资料包

括中国和国外教育领域的众多文献资料，要深入研究国外

高校价值观教育对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创新发展的启示

借鉴，必须从中国和外国部分发达国家的文献资料和相关

调查中深入发掘有价值的资料和内容。因此，在研究初期

主要针对中国和国外关于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进行了

梳理和综述，以便准确把握和了解当前中国和其他典型发

达国家的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前沿问题和研究现状，并

科学预判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趋势。同时，

通过文献的阅读和整体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确定了整体研

究的理论框架，为整体研究提供了科学的逻辑体系。 

第二，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是开展国外高校

价值观教育经验借鉴的重要方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高校价值观教育需要加强比较研究。在坚持中国立场和明

确中国问题的前提下，学习借鉴部分国外发达国家高校价

值观教育的有效经验，促进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

展。研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的

经验特点入手，对比分析中国和国外在高校价值观教育内

容、方式等方面，发现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存问题，

以期为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

实践借鉴。同时，为确保研究结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

值，还借助部分学者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调查数据，确保研

究论据有数据和实践案例的有效支撑，保证研究结论的科

学性与准确性。 

4．．．．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主要特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主要特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主要特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主要特点 

4.1．．．．隐性教育的突出性隐性教育的突出性隐性教育的突出性隐性教育的突出性 

从部分国外发达国家的高校价值观教育中了解到，这

些国家的价值观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隐性教育

突出。由于当今价值观教育对象自身的特点，所以大多国

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会以一种柔性化熏染的方式进行价值

观教育，进而达到价值观教育的目的。例如，美国政府为

防止美国民众对政府在教育方面制定的国家政策方针有

排斥和反感心理，大多教育方针政策都采取隐性的教育方

式，支持相应的社会组织来淡化民众对于政府干涉教育的

反感心理；日本则在制服文化中体现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

在饮食文化中体现实用主义，以及在各种动漫和电影中体

现价值观教育的相关内容；加拿大的价值观教育中，社会

层面的宗教柔性化熏染与学校层面的隐性课程，这些都突

出了隐性教育。因此，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高校价值观

教育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都采取了隐性教育的方式，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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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价值观教育，甚至达到一种价值观

深入灵魂、日用而不觉的状态。 

4.2．．．．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发现，

这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美国和加

拿大为例，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有“价值观教育、道德教

育、公民教育以及品格教育”，虽然名称不同，但是都有

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甚至是优秀的公民。特

别是公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能力，

注重学生未来在社会之中所需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培

养学生单方面的能力。加拿大的价值观教育，也注重培养

学生综合能力。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为例，社会科课程在

1—6年级为社会科，7—8年级为历史和地理，9—12年级

为加拿大与世界研究。社会科、历史、地理以及加拿大与

世界研究等课程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教育愿景，即培养

能够适应社会多样性及负责任的积极公民。帮助学生成为

既见多识广，又具有批判性精神，能够自觉珍视包容性社

会，具有解决问题、有效沟通、明智决策能力的公民。同

时，英国的价值观教育之中也具有这一特点，从

SMSC(spiritual,moral,social, cultural development, 简 称

SMSC）的四个方面来看，包含精神发展、道德发展、社

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这四个方面。每一条的具体内容虽然

不同，但是能够看出英国学校价值观教育非常注重对学生

的能力培养，特别是道德发展之中的“区分对错并运用到

生活中的能力”。因此，大部分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都十

分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其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目标

为培养合格、优秀的公民。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积极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进而增强其价值观教育的有效

性。 

4.3．．．．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生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生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生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生 

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还具有多层次培养学生的特点。

首先，以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为例。美国价值观教育根据学

生自身发展变化的特点采取多层次的教育培养。例如针对

年龄较低一点的学生重点强调道德教育，而针对年龄较高

的学生则会强调公民教育，重视其是否有效地参与政治生

活，重点将其培养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公民。所以能够

看出美国的整体价值观教育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而且会根

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年龄阶段来划分层次，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实际情况来进行教育，而不是“一

刀切”。其次，以加拿大的课程为例。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社会课程教育内容根据两条主线来设计，一方面是加拿大

遗产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是加拿大人与环境。例如，1—6

年级的社会科课程主要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从何

而来”，以及“如何能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贡献力量”等问

题。而7—8年级的社会科课程注重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

通过对加拿大历史的学习，学会欣赏和理解加拿大的文化

遗产与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真正的加拿大国家认同。同

时学习相应的地理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其赖以生存的家园，

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度理解

加拿大人的活动及生活方式，发现加拿大人与其他国家和

民族的不同之处。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则主要通过通识类

与专业伦理课程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加拿大几乎所有高

校的教学计划中都专门设立了通识教育类课程。由于这类

课程的综合性、理论性和意识形态性较强，力图将社会主

流价值观的引导与社会道德规范要求融入教育活动中，因

此这一课程放在高等教育阶段。从美国和加拿大的价值观

教育之中都能看出国外价值观教育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

生的特点，其实不仅是美国与加拿大，很多国家都会采取

多层次的方式进行价值观教育。既满足了个体的不同发展

需求，也能在整体的发展之中达到价值观的共识。 

5．．．．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存问题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存问题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存问题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存问题 

当前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已取得较好进展，但是在教

育途径、教育内容和教师能力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无法形成教育合力，进而影响高校

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性效果。 

5.1．．．．教育途径过于单一教育途径过于单一教育途径过于单一教育途径过于单一 

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教育途径包含课堂教学、课外活动

和校园文化三种基本途径，但是当前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

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教育过分注重课堂教学的现象。例

如，2016年度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中显示，

被调查的50.4%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

教育效果“一般”，还有10%左右的学生认为当前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课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方法等方面

还有待提升。参与调查的学生希望能够增加一些不同的教

育途径，例如增加一些实践类教学，而不是只采取“课堂

灌输”的教育途径。因为单纯的课堂灌输式教学难以激发

学生对价值观教育的学习兴趣，导致高校价值观教育效果

不佳。虽然课堂教学是高校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必须用

好课堂教学，但是过分强调课堂教学，忽略其他教育途径

就会违背价值观教育的传播特点和价值要求，会影响高校

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教育效果。 

5.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没有较为明显的层次

划分和针对性，特别是没有以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

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这三大规律为出发点进行核心价值

观教育，进而导致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较差。

2016年度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中显示，当前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的大学生群体在价值观方面呈现

出显著差异。正如表1所示，理工类学生与人文、社科类

学生相比，其核心价值观理解程度偏低，并且整体上硕士

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高于本科生的理解程度。可

见，当前高校学生由于学习阶段和学科的不同，因此在核

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上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被调查

的学生还表示价值观教育内容改进的重点应在于“密切与

现实生活的联系”（69.0%）和“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60.4%）。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分析提出，当前高校价值

观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没有特别突出强调学生的

群体差异，导致不同学生群体由于学习阶段和学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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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价值观理解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整体上影响了价

值观的教育效果。同时，学生在价值观教育内容方面着重

强调“密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和“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的内容，可见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两

点内容，这一现象的产生导致其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吸

引力，学生难以从中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也无法在教育

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导致中国高校价值观

教育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表表表表1 1 1 1 2016年度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理解程度差异（不同学习阶段、不

同学科）。 

学习阶段学习阶段学习阶段学习阶段 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高高高高 中中中中 低低低低 

本科 

人文 68.6 26.9 4.5 

社会 61.4 31.3 7.3 

理工 56.3 33.5 10.2 

硕士 

人文 74.2 24.7 1.1 

社会 75.6 21.3 3.2 

理工 67.4 23.7 8.9 

博士 

人文 67.9 21.4 10.7 

社会 75.4 21.5 3.1 

理工 67.8 25.5 6.7 

5.3．．．．教育者综合教学能力不足教育者综合教学能力不足教育者综合教学能力不足教育者综合教学能力不足 

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体系中，存在着部分教育者教学

能力不足的现象。根据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

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大学生针对教育者的教学方法的建

议集中在“加强师生互动交流（18.3%）”、“重视开展实践

教学（26.3%）”、“重视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

（9.5%）”、“增强教学趣味性（31.3%）”、“强化案例教

学（14.6%）”这五个方面。从以上数据和学生提出的建议

来看，高校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不足，水平有待提升。当

前很多高校教师在进行价值观教育和教学时，其讲授和阐

述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存在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感染力

不强等现象，降低了高校价值观教育吸引力、忽视了价值

观教育的实践教学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进而影响了价

值观的教育效果，因此目前中国高校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

法有待改进和提升。同时，根据学生提出的教学方法改进

建议不难看出，学生认为当前教学方式在以上五个方面需

要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者在这些方面的欠缺。

因此当前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者存在综合教学能力不足

的问题，其教育理念和综合教学水平亟待提升。 

6．．．．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对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对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高校价值观教育高校价值观教育高校价值观教育

的启示的启示的启示的启示 

6.1．．．．价值观教育应融入专业课程中价值观教育应融入专业课程中价值观教育应融入专业课程中价值观教育应融入专业课程中 

从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特点中了解到，国外很多高

校都会通过一些通识类和专业伦理课程展开核心价值观

教育，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引导与社会道德规范要求融入

教育活动之中，既具有隐性教育的特点，又达到了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目的。例如有学者针对孔子学院师生和来华人

员进行调查，在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

对于所属国家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总体评价较好，有36.7%

的人认为很有效果，仅有6.1%的人认为效果不佳。并且，

被调查者中有49.5%的人认为价值观教育渗透于课程中的

教育效果明显，有28.4%的人认为技术类课程中开展的价

值观教育效果明显。因此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一方面应当

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之中，让学生在学习

专业课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同

时也要在校园文化中融入价值观教育内容，根据国外高校

价值观教育状况调查显示，58.6%的被调查者认为校园文

化和校园环境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教育成效显著。因此，中

国高校价值观教育还要将价值观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

和环境中，形成教育合力，提升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实

效性。另一方面，依据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明确课程

的职责与培养目标。以日本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为例，

要领之中会根据每一条内容的核心思想提炼每一项内容

的关键词。便于学生理解的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对道德教

育教学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帮助教师与学生确定了道德教

育的关键词，明确了道德教育的目标与方向。借助这一方

式不仅能够让学生们接受价值观教育、明确自己的任务，

同时有利于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完善与发展。 

6.2．．．．以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出发点，，，，加强学生道德判加强学生道德判加强学生道德判加强学生道德判

断能力断能力断能力断能力 

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之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分阶

段、分层次培养学生。以加拿大的高校教育课程为例，他

们将社会科课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浅到深，依据年级的

高低和各年级学生的特点来划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并根

据学生成长为合格、优秀公民的实际要求来划分价值观教

育的层次，既能保证各年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又能

保证学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所学的相关内容学以致

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除此之外，依

据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进行价值观教育的还有美国的众

多高校。有学者曾对美国的阿尔维诺学院、加州大学蒙特

瑞湾分校、圣凯瑟琳学院、杜克大学等十二所美国高校的

道德和公民发展进行调研，这些学校虽然类别有所不同，

但是在价值观教育方面都会坚持从学生的能力和需求出

发，确保价值观教育能够推动学生的发展，这一做法得到

了大量的关于学生进步发展的反馈。并且根据国外高校价

值观教育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群体中有

40.5%的人认为价值观教育采取“价值澄清理论”进行教学

有利于教育效果的提升。所谓价值澄清就是根据学生个人

的道德、品德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发展需要，借助多种有效

的途径和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得成效显著

的价值观教育，并收获积极的人生态度，从而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加强对学生道德判断

能力的培养。当今高校运用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大多采用

理论灌输的方法，直接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

无条件的接受正确的结论。尽管这种方法能够让学生快速

地了解价值观的正误，但是却妨碍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

学生无法真正掌握道德判断的方法。因此，在满足学生成

长成才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这

种能力的培养不能简单地通过课堂上的讨论法、案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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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进行加强，需要在符合现实生活的情境中进行。

教师可以创设一些教育情境，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教育情

境中，通过思考和讨论，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进

行分析和权衡之后，阐明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从而提升学

生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 

6.3．．．．依据依据依据依据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实际实际实际实际，，，，批判性地借鉴批判性地借鉴批判性地借鉴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国外价值观教吸收国外价值观教吸收国外价值观教吸收国外价值观教

育经验育经验育经验育经验 

在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时，最重要的是比较借鉴的态

度与方法。无论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有怎样的优势与特点，

都需要结合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批判

性地借鉴，有选择性的吸收。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关怀

伦理创始人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在《21世纪的教

育与民主》中指出，“教育领域内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包

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尽管“在教育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卓

越的想法，但许多已经消解在泛化的滥用之中了。”同时，

根据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70.8%的

被试者认为在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应该

有自己的价值观教育发展模式和道路，主张多元价值观的

同时，也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观教育。中国的历史

发展也证明，全盘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就是迷失自己，只

有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吸

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由此可见，要真正提升中国高

校价值观教育，比较借鉴只是提升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

最终的教育目的。因此，在借鉴吸收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

经验时应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在借鉴、比较时要保持自

信，特别是对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自信。在进行借鉴时，

需要树立自身的价值立场，不能盲目地借鉴国外价值观教

育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其次，结合中

国实际进行比较、借鉴。中国之所以借鉴国外高校价值观

教育的经验，是为了解决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面临的问题

与困境，这些问题和困境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实际的。所

以比较借鉴时除了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所用。因

此，要站在中国立场上，秉持中国意识，解决中国问题，

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经验，而不是盲目

的借鉴和自信。 

7．．．．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总之，在比较借鉴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有益经验的过

程中，遵循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发展规律与学生成长成才规

律，站在中国立场上，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国外高校价值观

教育的经验，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与体系，并增强中国进行国际比较的自信。使中国在全球

化国际竞争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

内容与体系，让中国的价值观教育为人类贡献中国价值、

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最终达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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