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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高标准做好当代军校大学生价值观教 育工作, 是 军队院 校紧迫 而重大 的课题。我 们从理 论论
证和经验总结两个方面出发, 认为军校 大学生 的价值 观教育 应当 采用 以下方 式: 以理 服人 与以情 感人 相结 合、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价值灌输与价值澄清相结合、知行统一、以院校教育为主, 协调好其它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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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是 军队干部 的摇 篮。切实 加强和 改进 军校 大学生

人, 激励人。情 感是人 特有 的心理 现象, 是 把知 识内 化为

价值观教育, 关系到 大学 生能 否健康 成长 和成才, 关系到
未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关系到国 家和军队的 前途。
因此, 高标准做好当 代军 校大 学生价 值观 教育工 作, 是军

信念并付诸实践 的动 力因素。 教育 对象的 认识 只有与 其情
感发生共 鸣时, 才 有可能 转化 为信 念。因此, 我 们要 注重
培养学员对 军事 职业的 情感。此 外, 情感 过程 同认识 过程

队院校紧迫 而重大的 课题。军 校大 学生的 价值 观教 育要想
取得成效, 除了加强 教育 内容 的针对 性外, 还 应掌 握适当
的方式方法。只有在 可操 作性 方面取 得突 破, 价值 观教育
才能深入 学员, 掌 握学 员, 取得 实实在 在的 效果。我 们从

是经常交织 在一 起的。认 识过程 影响 人的情 感, 情感 过程
也影响人的 认识。因 此, 在价 值观 教育中 要充 分使用 教育
感染 的方法, 要利用 好直 接感染 和间 接感染 两种 方式, 辅
助说 理, 对学 员进行价值观教育。

理论论证和 经验总结 两个 方面出 发, 认为 军校 大学 生的价
值观教育可以概括为下列途径:

一、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
价值观既 属于 认知体 系的 概念, 也 属于 态度体 系 / 态
[ 1]

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显性教育是指教 育者、教 育内 容、教育 目标 和对 象均
是 / 暴露0 的, 其教 育形式 是正 面的、直 接的, 以便 使接
受者立即接受教 育者 观点的 一种 教育 模式。军 校大学 生思

度层0 的概念。作为价值认知的一 种形式, 它 的形成或被
接受是依赖于相关真 理 的。价值 观教 育的 基本 形式 是 / 以
理服人0 。另外, 作为态度体系的概念, 它还 包含着 情感成
分。价值观的形成或被接受需要个体情 感上的认 同。因此,

维活跃, 感触 敏锐, 正 处在 价值观 趋向 多元化 的阶 段, 此
时采用正面的 / 灌输0 教育 这一 显性 教育 方式 , 是很 有必
要的。在我们 对本 校学员 的调 查中, 不 少学员 谈到 , 入学
入伍教育、各 类专 题教育、 政治理 论课 教学、以 及各 种随

价值观教育既要诉诸理智也要诉诸情感。
所谓 / 以理服人0 , 其主要内容是 对正确价 值观赖以确
立的相关 真理 的揭示、 阐释和 教育。在 说理 方法 上, 有讲

机教育对学员价 值观 的形成 发挥 了很 大的作 用。但也 有同
学提 出, / 政治教育对我价值观的影 响很小, 因为 虚词听多
了就 有了免疫力, 而且讲得也不动听0 。这说明一 旦教育的

/ 一面理0 和 / 两 面理0 之分。 所谓 / 一面 理0, 就是 仅向
被教育者传 播正面的消息; / 两面 理0 就是 既讲 正面 消息,
也讲负面消息, 通过辨别, 引导受教育者 接受正面的 消息。
当受教育者无法获得相 关信息 或受 教育者 预先 倾向 于相信

内容与学员本身 原有 的观念 不同 或教 育方式 不当, 学 员就
有可 能产生 / 阻抗0 , 从而影响 正面教育的 效果。这时, 隐
性教 育就应该成为价值观教育中显性教育的必要补充。
隐性教育是指教 育者、教 育内 容、教育 目标 不直 接显

教育者传播 的观 点时, 单 方面 的说理 更有 说服力。 而当受
教育者获得 的相关信 息越 多或预 先倾 向相信 反面 论点, 那
么两方面的驳斥性说 理 更有 说服 力[ 2] 。具体 到军 校学 员身

露, 是隐藏的, 其教育 形式 是侧 面的、间 接的, 使人 不知
不觉中自愿接受 教育 者观点 的教 育模 式。通过 隐性教 育对
军校大学生进 行价值观教育, 不能忽视内容 与形式的 统一。

上, 我们认 为, 对 低年 级 学 员更 适 合 / 一 面理0 的 方 法;
对高年级学员更适合 / 两面理0 的方法。
所谓 / 以情 感 人0 , 就 是 用 情感 的 力 量 感染 人、 鼓舞

具体 说来, 就 是在观 察和 处理有 关价 值观教 育问 题时, 首
先要注意教育的 内容, 反 对片 面追 求形式 而忽 视内容 的形
式主义。同时, 又要根 据形 式对内 容有 反作用 的原 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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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善于 发现和创 造适 当的形 式, 以促 进内 容的 落实和
深化。

三、价值灌输与价值澄清相结合
军校大学生的价值 观教育 不仅 应考虑 到个 体的 需要和
满足, 更应 考虑国 家和 军队对 个体 的要求, 所以, 对 军校
大学生价值 观的 塑 造必 须采 用 教育 灌输 的 方式。 事实 上,
就是西方国 家的价值 观教 育也不 排斥 这种灌 输的 方式, 只

延伸 教育时空, 开辟和利用第二课堂, 依托 学员当兵 锻炼,
深入社会 和部队 调研, 参 观革 命遗 址、老区和 纪念 馆, 部
队实习等活动, 学 习革命 先辈 前赴 后继的 英雄 气概和 部队
广大官 兵爱 国奉 献 精神, 接受 革命 人 生 观、价 值观 熏 陶;
通过日常养 成培 养军人 应有 的严谨 作风、顽 强意 志、协同
意识 和纪律观念; 从难、从 严、从实 战要 求出 发, 通 过严
格的教育训练 , 参与部 队的重大演习和完成 急难险重 任务,
使战 斗精神内化为军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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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采用的不是 简单 的垂直 灌输 方式 。这 提示 我们, 价
值 / 灌输0 必须 讲究策 略与 方法, 要 在结合 社会 现实、个
人需求与部 队要求进 行充 分分析 的基 础上, 使 个体 接受社
会主导且适合部队需要的价值观。
对军校大学生的价 值观教 育还 需要配 合价 值澄 清的方
法。之所以 要采 用 价值 澄清 的 方法 主要 是 基于 以 下现 实:
第一, 受教 育者随 着年 龄增加, 思维能 力的 提高, 会 越来
越反对机械 的灌输教 育方 式, 而接 纳自主 性强 及具 有关怀
主义性质的 教育 方式。第 二, 军校 大学生 是在 已具 备了一
定价值观的 基础 上进 入军校 的。第三, 大 众传 媒在 现代社
会发展中的 影响日益 广泛 和深入, 使社会 价值 观的 传递和
接受呈现多 质多 维的 场景。第 四, 价值观 要成 为一 种能够
指导和约束 个体行为 的信 念, 一定 要有受 教育 者的 主动参
与, 单靠灌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针对两种方法 的结合, 柯申鲍 姆曾 经谈 到: 如果 我们
灌输或告诉 青年 人一 些东西, 他们也 许会 记住某 一些; 如
果我们能够 演示 ( 或 证 明) 我 们正 在教 的一 些东 西, 他们
将会记住更多; 但 是如 果我们 在教 和演示 的同 时还 给他们
一个独自处 理那些信 息的 机会, 使 他们能 理解 出一 个自己
的含义, 他们将会记 住更 多并 保留更 长时 间, 而且 对他们
的行为也将会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 4] 由此 可知, 军校大
学生价值观 的教育要 想取 得最大 的成 效, 必须 将价 值灌输
与价值澄清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四、知行统一
军校大学生的价值 观教育 既要 加强科 学理 论的 系统灌
输, 又要不 断强化 实践 活动, 坚 持知行 统一。即 充分 发挥
理论灌输在 学生价值 观形 成中的 基础 作用, 引 导学 生确立
正确的价值 目标和价 值评 价标准, 帮助学 生提 高批 判非理
性、非科学价值观的 能力。同 时注 重发挥 实践 活动 的转化
作用, 让学生在理 论灌 输中形 成的 价值认 知和 价值 标准经
受实践的检验, 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价值观 , 作为 人们 的基 本认识 和态 度, 是一 种高 层次

五、院校教育为主, 协调好其他因素
院校教育是 军校 大学生 价值 观形成 的主 导因素 , 家庭
和社会因素对价 值观 的形成 起着 潜移 默化的 作用。这 就要
求我们既重 视院 校教育 的主 导作用 , 又重视 社会、家 庭等
各方 面的力量, 努力形成共教共育的良好格局。
我们强调院 校教 育与其 他因 素相协 调, 是指 在以 院校
教育为主的 前提 下, 院校 协调各 方面 的力量, 使其与 之形
成合力。尽管 院校 无法直 接控 制国 家的政 治、经济 、社会
思潮的走向, 但院 校可以 通过 对社 会发展 规律 及特征 的理
论与实践分 析, 提高 学生 理论思 维及 分析、解 决问题 的能
力。通过教育 使社会 环境 的积极 影响 得以强 化, 使消 极影
响得 以弱化。
院校教育在有限的人 力和 物力 下不可 能顾 及到每 个学
员。因此, 家庭教 育以其 固有 的优 势在军 校大 学生价 值观
的形成中发挥着 重要 而独特 的作 用。院校 要有 相关的 制度
或机制加强与学 员家 长的沟 通, 不 仅要通 过各 种方式 让学
员家长了解院校 开展 的价值 观教 育工 作及成 效, 而且 要通
过院校的力量指 导家 庭价值 观教 育的 开展, 使 家庭教 育对
学校教育起到很 好的 补充与 促进 作用。苏 霍姆 林斯基 曾说
过 /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 学校 和家 庭教 育影 响的 一致 性。如
果没有这种一致 性, 那么 学校 的教 育和教 学过 程就像 纸做
的房 子一样倒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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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军校大学 生价 值观 教育的 一个 重要方 面就 是在
方式方法 上的创 新。在教 育活 动中, 既 要看重 过程 , 安排
好每一个环 节和 细处, 更 要追求 效果, 实 现教 育活动 的预
期目 标。既要 强调实用性, 选择与内容相适 应的教育 形式,
又要 讲究艺术性, 把好的教育形式进一步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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