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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高校社团实践中的探索与思考

胡震鹏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高校社团拥有着众多的会员基数和群众基础，在大学生思想引领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学生社

团在实践中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比通过传统思政教学模式具有针对性更强，更易被大学生接受等优势，可

作为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的突破口。据此，弄清高校社团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关系，探索理论型、

实践型、文化娱乐型等三大类型社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载体的方式方法，思考高校可具体开展的一些

创新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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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ying on sound member foundation and mass base, communities in college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leading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 To introduce socialist core value education in community practice in colleges features higher pertinence and is easier

to be accepted by college studen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teaching mode. Thus it can be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for col-

lege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work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n the basis of cle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ideologi-

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the thesis explores how the three types of communities, namely, theory-based community, practice-based

community and entertainment-based community become the practice carrier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as well as thinks out some innova-

tive working paths to be implemented b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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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

核心的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内核，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

到确定方向、规范引导的作用[1]。习近平同志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

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

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习惯。”[2]如今高校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

地，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

体，这不仅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战略，或从高校

育人的整体规划要求，亦或从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

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社团拥有着众

多的会员基数和群众基础，不仅在大学生思想引领

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还在高校校园文化氛围

的搭建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高校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选取社团为着力点相比通过传统思政教

学模式更加具有针对性，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可

作为各高校开展实践工作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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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社团的特点和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一）高校社团的特征与类别

高校社团是由有着共同兴趣、爱好、志向的大

学生自发形成的群众性团体，有着自发性、兴趣性

和多元性等特征。其自发性主要体现在不受或者不

完全受外界力量所支配，学生按照其意愿自发组织

成立；兴趣性主要体现在社团内部成员因为某一个

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志向聚集活动，因此社团都

具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功能体现；多元性主要体现在

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广泛，所成立的社团种类繁多。

另外，高校社团还具有非常广泛的会员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4年16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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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要依托社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对大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

理，支持和引导大学生社团自主开展活动。共青团

中央教育部也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

的意见》中对大学生社团建设与管理提出了详实的

规范。国家的重视与社会的需要提升了高校对社团

总体布局的建设，促使社团旺盛发展。以温州大学

为例，除独立学院外，目前，该校拥有各类注册学

生社团105支，其中理论型社团5支，实践型社团47
支，文化娱乐型社团 53支，共拥有注册会员 6 000
余人①，占该校学生总人数的近1/2，有着庞大的会

员基数，该校每年开展社团活动 700余场，在学校

校园文化氛围营造、学生思想引领方面都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从高校社团的类别上，主要分为理论型社团，

实践型社团和文化娱乐型社团，理论型社团主要从

事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该

类型社团的理论成果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高校实践的理论依据，指导其及其他社团展开实

践；实践型社团主要开展在理论指导下的各类实践

型活动，通过志愿服务、专业实践等方式将理论转

化为实践，同时也在实践中总结更新更符合当下的

理论；文化娱乐型社团主要通过体育、艺术、文学

等文化表现形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

（二）高校社团为什么具有思政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社团中的实践主要

依托于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基础，高校社

团的活动开展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这种影响由以下三个方面体现。首先，社团对

大学生具有凝聚性功能[3]。高校社团开展活动融兴

趣性、娱乐型、知识性于一体，可以把志同道合的

社团成员的兴趣充分调动起来，可以激发社团成员

的使命感，集体感和荣誉感，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群

体的凝聚意识；其次社团对大学生具有导向性功

能。这里提到的导向性功能主要体现在政策导向和

宗旨导向上，所谓政策导向，就是我国高校社团在

学校党委领导和团委指导下，其各种政策条例，文

件法规都向着主流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在这样的

环境背景下不断熏陶逐渐树立清晰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所谓宗旨导向既是每个社团就自己

相应的职能确定了统一的宗旨，全体社团在开展活

动时受其社团宗旨所营造的环境以及社团群体营造

的文化氛围的感召，潜移默化的得以感染和熏陶。

其三，社团中学生具有主动性功能，相同兴趣和志

向的大学生自发开展社团活动，受其兴趣驱动的影

响，社团成员主要呈现积极主动的一面，他们既不

会对社团活动产生多大的依赖，社团活动也不会对

其个人产生多大的束缚，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

高校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为显性的教育

和隐性的教育两个方面。显性教育主要体现在社团

活动所具体产生的物质给予和制度规范，也体现在

社团成员对社团的环境熏陶、文化氛围感召的直接

反应中。隐性教育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和大脑对感

受的间接反应上，如精神上的激励和文化上渲染，

这些反映经过大脑的处理不会马上被反馈出来，而

是变成一种潜意识停留在大脑的记忆区内，在需要

决断的时候这种潜意识会与人的思维意识相互协调

完成判定。值的注意的是，隐性功能比显性功能往

往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一些和思政教育功能看似

毫无关联的社团活动，如娱乐、运动及放松调节，

它们可以改善人的身心机能，从侧面上影响人的精

神状态，同样也具有隐性的教育功能。

（三）社团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团作为高校思想教育战线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不仅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养成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而且相互作用相互推进。高校社团受高校党委

的领导与团委的指导，其主要任务是打造主流校园社

团文化，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展大学生的全面

素质，正面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社团主流意识形

态的搭建从顶层设计上得以保证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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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现今社会主流意识

形态的存在成为我国高校社团思想引领的主导价值

体系。其主导地位可归纳为三个层面：首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高校社团活动的思想保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强大

的思想武器，引导高校社团日常管理、日常活动，

为高校社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其

二，是为社团实践提供了内容上的支持。高校社团

实践活动的开展要把握好其引导大学生思想的职责

就必须在实践过程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从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展开实践。其三，是为文化娱乐活动提

供了方向指引。主流意识形态的植入为文化娱乐类

活动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助力活动朝着大学生需要

方式进行，内容上也能够予以澄清。

反之，社团活动也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载体[4]。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单单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

进行，必须佐以主流第二课堂活动开展和校园文化主

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在这一点上，社团功能不可替代。

社团活动有着学生主动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学生参

与面广等特点，可以有效、全面的将主流意识形态传

导到大学生身上。另外社团活动也可以在全校营造一

种文化氛围，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没有直接参与社团活

动的大学生。

二、社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有效载体

（一）理论型社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连通理论型社团活动的开展和高校思政理论课

的有效对接。高校思政理论课作为高校传播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主渠道有着鲜明的系统性优势。从

建国初期，我国高校逐步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新民

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5]。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办

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育的意

见》明确了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组成部分，经

过了数十年的发展，高校思政理论课已经成立了一

整套完整实用的教学体系[6]。而理论型社团作为高

校思政理论教学研究的第二课堂就必须要与思政理

论课有效对接，高校思政理论课专职教师或马克思

主义学院专职教师要对社团定期指导，并结合社团

特性进行形式多样的课程培训，要将理论型社团作

为思政理论课理论实践与反馈的场所，实现课程材

料共享。

鼓励理论型社团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科研工作。教学是实践的体现方式，科研才是理

论升级的渠道，高校理论型社团要积极获取理论升

级的途径，可以独立进行简单的科研尝试，申请学

校的学生科研项目，也可以帮助指导教师完成更加

深入的科研项目。理论型社团在参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关科研的过程中可以结合本校或者本地域

的特点开展研究，为全国全局的研究提供材料。另

外，社团在参与科研的过程中也能探索出一套适合

本校实践的方法，有助于学校其他类型的社团展开

实践。

理论型社团要和实践型、文娱型的社团建立一

种良好的理论带动实践的关系，优势互补形成联

动。目前，一些高校仍然存在着理论型社团闭门造

车的现象 [7]，不同类型之间的社团缺乏沟通和交

流，实践型、文娱型社团得不到理论性指导，理论

型社团得不到第一手的实践材料，这样不仅不利于

全校社团全面发展，而且也很难全面体现出理论型

社团存在的意义。面对这一问题，理论型社团应该

主动的联系其他社团，将自己的理论成果用于其他

类型社团的实践中，如和实践型社团合作开展主题

教育的实践活动，宣讲活动；和文娱型社团合作开

展红色主题文艺演出，红诗会等。

（二）实践型社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实践型社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实

践。实践型社团开展活动要有正确的思想引领，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理论依据，向实践对象传递正确的主流价值

观，在实践方式和实践内容上要去粗取精，体现出

国家倡导，社会需要，人民喜爱的特点，要肩负社

会责任和时代嘱托，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新风貌。

要从服务自我延伸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格

局中。目前，不少实践型社团开展实践活动还停留

在服务自我的层面，实践活动走不出校门，社会责

任得不到体现。因此，实践类社团要敢于走出校园

服务社会，实践服务进社区，进企业，进部队，进

高墙，走进田间地头。同时，实践服务活动也要切

忌“走过场”，“走形式”，要做好前期调研，精准

胡震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社团实践中的探索与思考 6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年03月

对接，按照大学生的服务能力和实践地的实际所需

设计实践内容。这样实践服务的双方都可欣然接

受，进而达到更好的实践效果。

实践服务要与大学生自身专业相结合。要加强

学术型社团的实践，尤其是法学、工学、医学等专

业性、服务性强的专业学术型社团，这些社团的专

业能力可以为社会提供相比传统实践项目更加专业

深入的服务，不仅更受社会的欢迎而且也更能体现

高校学科专业的价值。另外大学生正处于专业能力

的养成期，将学习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探索，再

将实践的体会转化为理论学习的材料也是大学生更

好的学习专业知识的内在要求。

（三）文化娱乐型社团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文化娱乐型社团开展的活动要传递主流价值

观，弘扬社会正能量。文化娱乐型社团主要开展文

化娱乐活动，一般来说，这种文娱活动通过语言，

声音，图像的信息传递可以使参与者耳濡目染的感

受，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价值观宣传手段。高校文

化娱乐型社团在开展活动时尤其要对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进行审核，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有意识

的引入主流价值观的宣传，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

要引入高雅的文化艺术，抵制低俗艺术。高雅

艺术可以陶冶情操，增进受众的文化认同感，而低

俗艺术是对人精神上的腐蚀，意志上的瓦解。但是,
低俗文化之所以有其生存的空间是因为其某些触角

吻合人们日趋繁重压力的释放要求及其他存在于心

理所需的表面需求。这些低俗的艺术或价值观的引

导与主流价值观相背离，或挤压着高雅艺术的生存

空间。高校宣传部门要加强文化监管，积极组织高

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低俗文化隔离在校门之外，

高校团委要加强对文娱型社团的引导，鼓励其开展

高雅艺术活动。高校其他部门要积极联动配合，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一个纯净的校园文化

氛围。

文娱活动要与时俱进，创新形式，开展大学生

喜闻乐见的活动。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年轻的富有朝

气与活力的群体，他们兴趣广泛，接受新事物迅

速，这些特性直接反映到社团开展的文娱活动中，

因此他们对文娱活动的需求也呈现快速的递变状

态，同样类型或相似内容的活动看几次就觉得无

趣。为了在广大学生中建立良好的群众口碑与基

础，文娱型社团开展的活动也要与时俱进，不仅形

式要不断创新，内容上也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开展

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另外高校文娱活动要打造

品牌，创立文化，将“社团文化节”，“十佳歌手”

等已经成型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推陈出新，永葆品

牌效应与品牌活力。

以上我们对理论型、实践型、文化娱乐型等三

种类型社团进行了分类分析，探讨了其发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载体的几种路径，但在实践过程

中这三种类型不相互排斥，而是以一种相互联系、

相互支持的方式发挥其载体作用。我们在研究高校

社团引领大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

时也要着眼于不同种类社团的共生与结合，探寻不

同种类社团特有的优势以及相互之间联系，在实践

中做到取长补短，才能将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

体作用发挥到最大，更加充分的体现其育人功效。

三、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
校社团实践的各项工作

（一）不断优化高校社团的顶层设计建设，不

断加强对社团的指导力度

高校党委要加强对社团的思想引导，加强意识

形态管控。党委的正确领导是高校社团正确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证，有利于社团保持正

确的思想观念，建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确保社团文化育人朝着符合社会主义整

体利益的方向发展。首先要加强对社团理想信念的

教育，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学习，使广大学生坚定信念，增强对中国共产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任感和认

同感；其次要加强对社团意识形态的管控，掌握社

团的思想动态舆情，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

色的社团予以褒奖，对思想意识形态出现动荡或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出现偏差的学生社团予以

及时引导，选取恰当方式予以偏正。

高校团委要加强对社团的业务指导，搭建创新

平台，保障体制机制。学校团委要积极探索社团发

展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积极搭建社团创新发展

的新平台。首先，在具体指导的过程中，要整合全

校师资资源，配备优秀师资指导社团工作的开展，

达到一团一教师、或多教师的格局。在师资配备的

过程中要注重青年教师的比重，保证指导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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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结合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探

索社团创新创业的新途径，搭建社团创新创业的新

平台。其三，创新机制，将社团管理服务机制结合

时代的发展转型升级，探索出一套符合时代特征，

社团特性的社团管理新办法，调动社团的积极性，

拓展社团的功能性，加强社团的引领性。

（二）依托社团联合会，主动联系社会，实现

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

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团

委指导下管理社团工作，服务社团发展的学生社团

自治组织，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有效形式，是凝聚社团青年，丰富校园文化

的重要团体。一个高校的社团联合会的构建是否完

善，职能是否清晰，工作是否到位是评定高校社团

发展好坏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高校社团联合会的

管理、服务与引领意识，实现社团管理与自我管理

相结合主要要做好以下四点：一是要加强社团联合

会的思想引领意识。高校社团联合会的工作开展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引领全校社团传播主流

价值观，做党的好助手，青年的好朋友。二是要推

动社团联合会的主动联系社会意识。社团联合会要

整合全校社团资源主动对接社会，为社团活动引入

社会资源，利用社团优势助力地方发展，架好高校

社团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三是要提升社团联合会的

整体服务意识。社团联合会要积极联系社团做好服

务工作，要以服务社团为宗旨，切实助力社团解决

实际问题，对于社团的考核、宣传、素拓、经费使

用等工作要予以统筹指导与配合，做联系学校与学

生社团之间的粘合剂。四是要健全社团联合会整体

的组织机构。高校社团联合会要根据组织建设需要

设立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等职能部门，要根据

新形式需要设立新闻网络部、新媒体中心等新媒体

部门，还要根据实际工作开展需要设立社团联络中

心，社团发展中心等中心机构。健全的组织机构的

架设有助于各部门间形成联动，更好的开展工作。

（三）变被动为主动，发挥高校社团的主观能

动性

加强社团和社团主要学生干部的培训工作，使

他们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关于培训工作需要注意

培训对象和培训时间的安排。参加社团学生干部培

训的对象必须是社团负责人或者社团主要学生干

部。因为他们在社团中占据核心地位，享有直接话

语权和一定的权威，在社团活动的开展中处于支配

地位。培训工作要定时开展，以一年为一个周期为

宜。一般来说，本科高校学制为 4 年，在此环境

下，绝大部分社团主要干部任期以一年为限，因

此，一年一个培训周期较为符合高校社团人员流

动，新老更替的规律。

捕捉时代动态，掌握大学生兴趣点与时代流行

元素。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接受力强，对社会潮

流元素捕捉迅速，而对过时的事物则提不起兴趣。

高校社团主要受众面是大学生群体，因此，要找寻

几个合适的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与社

会潮流、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社会元素相结合，或显

性、或隐性的影响受众。但是，这种结合必须是自

然的，不突兀的，因为生硬、突兀的植入会使大学

生群体产生叛逆与反感，不仅对传递的信息难以认

同，甚至会起到反效果。此外，潮流元素的选取也

很重要，不能选取一些和主流价值观完全相背离的

元素，也不能选取已经过时的元素，要用学生的视

角发现潮流，用教师的视角审核潮流。

结合重大节庆日开展活动，尤其是红色主题纪

念日。重大节庆日的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背景，尤其是红色主题的节日，其反应的教育意义

非常重大。要引导学生社团自主的在诸如“一二·
九”，“九·一八”，“七·一”，“五·四”等红色主题

纪念日开展活动。社团在组织和参与此类活动中可

以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在历史中思考为什么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

能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思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走向民主、自信、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的新任

务、新目标，进而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认同感，自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而言之，高校社团就其独有的特征而言，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载体。高

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结合实际情况，结合不同类型

社团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拓展实践。既要做好顶层

设计，又要抓好基层落实；既要注重教师主导作

用，又要引导学生主体意识，展开多路径，多角

度，立体化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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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积善”的具体行为表现与基本条件，后者则

是前者的核心原则与道德要求。倘若今后步入仕

途，将家政之理推之于官及天下国家，那么，必定

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之终极关怀。

注释：

① 南宋时期，一些耕作务农的家族通过科举成功转变为“诗礼传家”的士人家族，如陆九渊家族、陈亮家族和王十朋家族。

台湾学者祝平次先生将此现象称为“以士易农”，参见《王十朋<家政集>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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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

富强的人民集体信念和意志，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价

值追求。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殿堂应该承担起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与使命，为培育合格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注释：

① 数据采集日期为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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