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9卷第2期

2019年06月

Vol.19 No.2

Jun.2019

“中国梦”内核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索引*

敖祖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上下求索、砥砺奋进的百年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

标。“中国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政治理念和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

国梦”的价值内核，它也为“中国梦”提供了价值支撑。将“中国梦”的内核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路，既体

现了“中国梦”蕴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政治属性，同时也反映出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引

领。“中国梦”的内核融入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师生对国家、民族的意识认同感和责任

感，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的梦想熔铸于壮丽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来，

最大化地发挥“中国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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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ndex of Integrating“Chinese Dream”Core into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 Universities

AO Zu-hui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rtact: The“Chinese Dream”is the century-old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common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he“Chinese Dream”is also a symbol of political concept and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also provides value support for the“Chinese Dream”. Integrating the core of the“Chinese Dream”into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lects not only the rich political attributes, but also its value pursuit and value guid-

ance as well. Meanwhile,it can also further enhance college or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nscious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untry and nation, help cultivate young students'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consciously combine and assimilate the dreams of the

country, the 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grand journe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maximize the“Chinese Dream”value of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value core; socialist core values; value index

收稿日期：2019-04-21
基金项目：温州市2019年高校思想政治专项课题“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互动立体式”教学模式构建——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WGSZ201922）；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思政教育专项课题“‘点线面’立体式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范式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敖祖辉（1972—），男，黑龙江佳木斯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区域红色文化研究。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2.009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并首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每个人

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

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随后，在2013
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梦”，他指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场合，多次提及“中国

梦”。“中国梦”也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

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它的提出，既是对中国

历史的全面总结，又展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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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

指出，“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教

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各个方面，

发挥其引领作用。”[2]高校作为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主阵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深刻认识理解“中国梦”

蕴含的政治属性、科学内涵及教育价值，是当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梦”的内核对推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

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3]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事关我们党和国家未来

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国家、民族的意识、认同感与责

任感，事关党和国家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事业成败。因此，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发挥其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作用。

（一）“中国梦”的内核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了理论指南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重大思想

理论成果，它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

“中国梦”的提出，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理论、制度及文化新的内容，为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标志着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

度。“中国梦”鲜明的整体性、层次性、严谨性特

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推进到新的境

界。将“中国梦”的内核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现

实要求和逻辑必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

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理论自觉，更是引导和激

发青年学生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的思想基础。“中国梦”以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

时代特征，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

持以“中国梦”为指导，才能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历史使命。

（二）“中国梦”的内核为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

成才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领

当代大学生风华正茂、志存高远，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中

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凝聚共识的政治宣

言，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了任务指南和价值导向。一是“中国梦”是国

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的有机统一。“中国梦”为

当代大学生实现个人梦想和人生追求提供了新的价

值方位和坐标。呼唤新时代、拥抱新时代，这里为

勠力同心的中华儿女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提供

了梦想成真的机会，提供了与时代与时俱进的机

会。当代大学生只有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的社

会责任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确立为实现“中国梦”

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二是“中国梦”为

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相统一

的新诉求。“中国梦”承载着国家梦、民族梦和个

人梦的高度统一，大学生的个人理想、个人追求只

有与“中国梦”相契合，才能符合国家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从而能够将个人梦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梦想一道成为现实。三是“中国梦”为

当代大学生实现个人梦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

台。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有追求、有梦想、有目标、

有能力的时代娇子，他们人生理想的实现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相连，而“中国

梦”恰好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圆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施展空间和平台。

（三）“中国梦”的内核为当代大学生实现人生

价值提供了政治方向指引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青年运

动始终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广大青年要把

人生奋斗汇入时代洪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4]当代大学生肩

负着时代使命和总书记重托，要勇于将个人的理想

愿望自觉地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统一于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

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中华儿女共同的

价值目标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

基础工程”[5]。所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于新时代下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方向引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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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固本培元的作用。

二、“中国梦”的内核归旨：中华民族
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夙愿。纵观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 170多年的奋斗历程，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中国梦”的逻辑起点，今天的梦想涵盖

“小康”、“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三个逻辑维

度的梦想[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革

命成功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定义为“民族的统一

和独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立足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新中国，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确立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奋斗目

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价值

诉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更意味着

中国人民最质朴、最广泛的“价值体认”[6]，反映了

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这个

“最大公约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

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三者而言，人民梦是“中

国梦”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地，这也是“中国

梦”最鲜明的价值指向。

（一）“中国梦”的价值内核是对马克思主义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就理想而言，价值内核的实现往往要诉诸相应

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是

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多方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洞

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的物化、片面化和工具化现象后，用其毕生精力及

智慧明确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

如果我们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儿女在整个的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一种孜孜

以求的理想和追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们国家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赋予了每个人寻求自身

幸福的多元维度和广度，提供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

空间和广阔平台，进而拓展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

发展空间及维度[7]。“中国梦”以“现实的人”为主

体，突出反映人民的现实关切和诉求，回归人本，

以提高和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感为根

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梦”的价值内核（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

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都是以人民

群众为实践主体，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以

现实国情为基础。正是基于此，“中国梦”的理论

既是人民理论，也是人民至上论的时代表达，“中

国梦”的价值内核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二）“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及目标反映了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宗旨

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是其政党活动的价值标准

和行动指针。反映了政党施政宗旨和施政目标。习

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指

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1]中

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突出体现了人民的

主体性原则，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诉求，保证了人

民的根本权益。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伟业，就要尊重

人民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的创造热

情，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

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地。“中国梦”的提出，表明

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在实践和时代的变化中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

念和政治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和

价值目标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

和使命，实现了二者在价值目标和价值共识的统一。

（三）“中国梦”的价值内核体现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诉求

“中国梦”立意高远、视野宽广、逻辑严密、要

求深刻。“中国梦”的本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表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中国梦”这个宏大愿景从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层面

都决定了其人民主体性的地位，每个人的人生理想

都要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去。中国人民

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果敢坚毅的民

族，素来具有深沉厚重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磨难、上下求索，中国人民

怀揣民族复兴的梦想矢志不渝，无数志士仁人探寻

的救国梦想都没有改变旧中国面貌。历史和人民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与人民富裕”成为了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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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今天的“中国梦”，正是

在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提和基础之上来

统筹布局、顶层设计，反映出整个民族复兴的梦，

国家富强的梦，人民幸福的梦，体现了“中国梦”

的价值内核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诉

求的一致性。

三、“中国梦”的内核融入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索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

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

要而形成起来的。”[8]“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及核心

要义也反映了它的这一点。“中国梦”丰富的思想

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

新的理论指导。“中国梦”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路，既体现了

“中国梦”蕴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政治属

性，同时也反映出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师生对国家、民族

的意识认同感和责任感，有助于青年大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把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民族梦想结合起

来，共同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

来，最大化的发挥“中国梦”的内核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价值索引。

（一）“中国梦”的内核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

教育政治属性

1.“中国梦”的内核蕴含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

的执政理念，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提供现代范式

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反映了这个政党的根本政

治属性，也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方

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宗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代表和体现了人民利益至

上的根本目标诉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

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的统一，它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梦，表达中国共产

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人民群众将是整个圆

梦过程中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中国梦”的提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产

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目标与人民利益高度的

融合性和一致性。同时，以“中国梦”“圆梦三部

曲”来把握共产主义当下的最新映照，也为高校大

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极具可信度和说服力的

现代范式。

2.“中国梦”的内核蕴含民族复兴梦的理想接

续，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

优秀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纵观

历史，中国的“四大发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的进

程。汉唐宋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直

至清朝时期的“康乾盛世”，抒写了中华民族辉煌

璀璨的篇章。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

利洞开清王朝腐朽之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度

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在国家

和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中

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坚毅地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

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梦”恰恰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梦这个理想夙

愿的现代表达，蕴含着中国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基

因。同样，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传承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的责任使然，“中国梦”成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的活源必然。

3.“中国梦”的内核蕴含国家未来发展的宏大

构想，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了人生价值教育的指南

“中国梦”清晰描绘了围绕“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来实现国家、民族、人民梦想的路线图和时

间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

共产党人勇立时代潮头，敢于面对问题和挑战，不

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去创造

中华民族的新辉煌。2016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指出：“今天的

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

接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

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8]可以说，中华民

族的光明前景是以每个人的个人梦想为依托，一同

来共筑宏大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秉持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导向，引

导大学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

目标中来，个人的梦想要依托国家梦想，国家梦想

为大学生实现人生目标提供条件和保障，这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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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校教育价值与“中国梦”的同一性。

(二)“中国梦”的内核熔铸着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

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10]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艰辛

探索，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

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从农村到城

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思想僵化到解放思

想，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笃定对外开放，正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智慧得到极大激

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化地得到体现和彰

显，伟大的中国精神在实践探索中得到传承和发

展。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为

“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制度保

障和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凝结着中国人民的勇

气、智慧和力量的“四个伟大精神”民族精神成为

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实现的精神

图腾。四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凝聚出诸多精神力

量，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

了精神动力。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

其他层面的价值理念的统领，成为了新时代整个国

家、社会、公民的价值索引，也为当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价值索引。

1.从政治维度而言，“中国梦”的内核是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指引

坚定的政治方向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

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线。”[1] 《论语·颜

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梦”本身的表

述，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蕴含

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属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向世人昭告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新

时代的执政宣言和使命追求，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的提出，反

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

的设想和展望的执政纲领和行动指南。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定的政治方向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担负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任的可靠保证。因

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然就成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的重要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必然就成为了“中国梦”研究和

传播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和实践最新创新成果，它也必将会以教育载体的

形式，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

方向指引。

2.从文化维度而言，“中国梦”的内核是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活水源头

“中国梦”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话

语，具有鲜明的文化底色和突出的文化特色。 [11]

“中国梦”的提出，凝聚着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厚植滋养，凝聚着中国文化元素的思想标

识，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

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深邃地表达出文化的象征意

义，具有统摄人性生成功能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

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本

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

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

神；引领世界历史的民族必须注重理性自由。”[12]今

天，“中国梦”向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梦想，

同样也是在世界表达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创造性、

文化包容性、文化个性和文化象征性。“中国梦”

的文化表现性表征了它的价值：振奋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认同中国道路，感受中国形象。毛泽

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 （当做观念形态的文

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

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3]应该说，

“中国梦”丰富的文化意蕴，必将影响和助推它的

实现进程。高校是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主阵地，承载着先进思想文化的价值引领与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的文化底色和厚重的价

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水源头，也必将会对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起到极大

的助推作用。

3.从历史维度而言，“中国梦”的内核是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资源挖掘的史学源泉

历史教育历来被认为是国家、民族意志认同的

最好途径，也是最为基础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1]从历

史的维度来看待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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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寻梦、追命、圆满的历史

过程，体现的是中华儿女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反

映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近代梦想就是实现民族复

兴，它寄托了几代人的美好夙愿，共同反映和承载

着中华民族渴望和平、期待发展、盼望复兴的价值

体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现人民

意志和愿望的政党，其核心和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承担其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要以“中国梦”的实现为价值目标，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成

果为基础，深入挖掘思政教育元素，进而融入到高

校教学环节中，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圈

层育人效应。

4.从现实维度而言，“中国梦”的内核是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归宿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中国

梦”的价值内核决定了它要实现全社会的价值引领。

国家教育部印发《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

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表

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高校作为理论重要策源地，理

应从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中落实“中国梦”教育。

从高校“中国梦”教育内容的现实性来看，首

先要体现社会理想教育与个体理想教育的辩证统

一。强调国家梦、民族梦与个人梦的价值统一，个

人与社会的理想教育是“中国梦”的价值旨归 [14]。

其次要坚持思想教育与行动教育的统一。强调梦想

与现实、思想与行动二者要达到统一，做到知行合

一。从高校“中国梦”教育对象的现实性来看，

“中国梦”教育实践中要关注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把握大学生的现实需求、掌握大学生的发

展需求等方面来有效实施。要基于大学生政治信仰

迷茫、理想信念淡漠、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适时

嵌入、融合“中国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将学生个体发展需求与教育内容与目标实现统

一。从高校“中国梦”教育路径的现实性来看，首

先要构建现实性的课堂路径。高校大学生理想信

念、价值追求及思想精神境界都离不开高校思政课

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坚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主阵地作用，确保

“中国梦”教育在高校“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其次要构建现实性的实践路径。高校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以“中国梦”主题实践活动为载

体，通过“‘梦想中国’大学生志愿者行动”等深

入西部、深入农村、深入社会，从而使大学生在实

践锻炼中将实现“中国梦”与个人梦转化为现实行

动和自觉追求。

总之，“中国梦”的内核融入到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中，能够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和体系，进一步增强高校师生对国家、民族

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坚定的理

想信念，自觉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的梦想熔铸于壮

丽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来，实现“中国梦”在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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