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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学生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沙市南雅中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层
面，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 平等、公
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
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国家对我国的每一
个成员的严格要求。
二、中学生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武装自己。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为我们以后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提供了正确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
发展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
支流，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
质，明确方向。
（二）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主题。 在现阶段或者任何阶段，全社会的
共同理想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中
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
力。 我们要强化理想信念，深刻理解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于当代中国进步与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自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把这个共同理想化为自己的价
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并坚定地为之
努力奋斗。
（三）弘扬爱国主义，坚持改革创新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学习和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 我们应从中国及全世界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激发爱国热情，使我们一方面
以开放的心态， 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优
点，另一方面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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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豪感，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四）坚持以
“
八荣八耻”作为我们的荣辱观
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
荣辱观作为我们道德实践的评判标准，引导我
们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分美丑。 社会主义
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只有
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
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
风尚。 我们应该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
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
德规范。
三、中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我们要做有远大理想、信念坚定的有
志中学生
毛泽东说过：“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
三千里。 ”拿破仑也说：
“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 ”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做人应该
有信仰、 有信心。 美好的前程来自于自强、自
立、自信的品格。 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敢于干
大事，揽难事。 唯有立下志向，树立目标，勇往
直前，义无反顾，人生才有希望。
（二）我们要争做道德高尚、富有教养的文
明中学生
中国是一个讲究修身养性、崇尚道德的民

族。 五千年来，无论事世如何变化，勤俭、忠义、
谦让、孝敬都是亘古不变的美德，多少古圣先
贤更是将其视之为传家之宝。 小事业的成功靠
机遇，中事业的成功靠能力，而大事业的成功
则要靠品格、看操守。 大凡成功之人，往往都是
品德高尚、富有教养的人。 有教养的人，个人独
处则超脱自我，能管好自己的心；和人相处则
与人为善，能管好自己的口。 因此，我们应该加
强品德修养，埋头读书，抬头做人，争做品德高
尚、富有教养的文明中学生。
（三）我们要做知识丰富、勤奋刻苦的优秀
中学生
树为什么美？ 因为绿叶，人为什么美？ 因为
知识。 知识是力量，知识是幸福，知识可以改变
命运，知识可以改变世界和未来。 我们正处在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和高速发展时期，更
加应该刻苦钻研，不断地充实自我，完善自我，
提高自我。
四、结语
智慧的火花不点燃，聪明的头脑会变得愚
蠢。 如果不践行确立的目标，浪漫的理想也会
黯然失色。 梦想是我们行动的基础，知识是我
们前进的加速器，坚持是我们脚下的路，智慧
是我们成功的法宝。

让作文评语充满人文关怀
邵阳市邵东县城区三中
提到作文评语， 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
一连串的短语：“主题突出、条理清晰、详略分
明、语句通顺、字迹工整……”这些话成了我
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批改作文的惯用语。 这种
笼统的评价和空洞的说教，不仅不能诊治、指
导学生写作，还会挫伤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评
语是对学生的劳动成果从内容到形式的点评
和总结，是师生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和沟通。 我
们面对的不仅是学生作文文本， 更是站在文
本后面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个体。 初中生是
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
在不断增强，希望能与老师平等对话，但他们
又处于“半成人状态”，心智不成熟，迫切需要
循序渐进的引导教育。 如何利用作文评语这
个教学教育平台，对学生写作能力、健康成长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
经验和反思，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评语要关注学生心灵，注重情感交流
教师要善于捕捉学生内心的真情实感，
站在理解尊重学生的角度， 摒弃传统的说教
形式，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心灵交流，走进学生
的心灵世界，做他们的知心朋友。 教师写评语
时要用饱含真情的笔墨去拨动学生的心弦,尽
可能地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使学生感受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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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希望能为父亲分担烦恼。 在评语中我这
情就在身边,从而拉近师生的距离。
我班一位女生在一次作文中， 写到父母 样写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你父亲一定
重男轻女，对她关心不够。 字里行间中流露着 会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幸福和骄傲！ ”
浓浓的失落。 看完作文,我用这样的评语与她 学生看了这样的评语，激动不已，对写作的
沟通：“老师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 渴望亲 兴趣更浓了。
情，渴望爱与被关注，这是人之常情。 但哪有
赏识表扬学生， 要切合学生的不同层次
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用你爱的眼光去 和个性心理，因人而异，区别对待，万不可泛
留心父母的言行， 你一定会发现父母把对你 泛而谈，否则适得其反。 如我在评价学生作文
的爱写在了心间。 ”学生面对这样的评语，能 《美无处不在》时，针对不同的学生，写下了不
不受到触动并反思吗？ 一段时间后，我找这位 同的激励性评语。 对于作文较好的同学的评
学生谈心，她腼腆地告诉我，其实父母是很心 语：“灵动的情思,诗意的语言,如同花瓣上的
疼她的，只是她一时钻了牛角尖，没有理解父 雨滴,美哉！ ”；对于上进心强但习作水平中等
母的爱心。
的同学的评语：“你用独特的目光发现了美，
二、评语要发掘闪光点，多赏识鼓励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 美的种子在你心中
教师在写评语时， 要善于发现学生作文 发芽，你的作文在你的‘浇灌’下也会‘开花”；
中的长处，大到文章的立意、构思、过渡，小到 对于基础较差有自卑感的同学的评语：“充满
开头结尾、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 要 真情实感，用语恰当，有进步！ ”这样因人而
把对学生的赏识和关爱融入到作文评语中， 异，学生在作文中都能找到成就感。
善于在评语中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期望，充
当然，教师应把握好作文评语鼓励的尺
满热情地肯定学生的成功， 让学生真正感受 度， 既要努力挖掘学生作文中的闪光点予
到温暖、激励，从而树立起上进的信心。
以鼓励，又要指出其作文中存在的问题，但
有一个男同学所写的 《父爱无声》 作文 不宜一下子将学生作文中的毛病全都罗列
中，虽然在文字语句和结构上没有突出之处， 出来，只需将较突出的毛病点出即可，重在
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对父亲的理解和 鼓励。

三、 评语要善于引导，培养学生健全的
人格
作文不但是学生写作水平的体现， 又是
其人生观、思想情感的反映。 作文评语不应该
只重写作技巧的指导，还应关注学生情感、思
想的发展动向，对他们的道德品质、为人处世
等诸多方面进行引导， 用智慧去启迪正在成
长中的孩子， 把作文指导和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统一起来。
有一次在写关于对金钱看法的作文时，
我发现有几个同学认为金钱就是一切。 我在
他们的作文后写下了这样一些评语：“金钱能
买来享乐，但买不来愉悦；能买来书本，但买
不来知识”“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报酬才是最
香甜的”“不用鄙视金钱， 但也不能对它顶礼
膜拜”。 学生看了这样的评语，内心一定会有
所触动，重新衡量金钱的价值。
总之，语文教师撰写评语, 不是一次次的
刻板机械的操作, 而是一次次充满灵性的创
作；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 而是娓娓的心灵
沟通。 我在探索作文评语的实践中， 用心设
计，把人文关怀融入到评语中，拉近了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促
进了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浅谈良好亲子关系的构建
邵阳市大祥区一中
“问题孩子”是当今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
题，引起家长、学校、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本文
尝试就父母、孩子这两个主题展开讨论，积极寻
求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方法。
一、亲子关系的定义
亲子关系指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
是血缘最近的直系血亲， 是家庭关系的重要
部分。
二、良好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亲子关系是孩子一生当中能否走向成功
的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对孩子性格的形成、品质
的培养、意志的磨练，以及与人交往模式的建
立，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亲子关系的特点
（一）亲子之间的血缘性和权威性。 子女和
父母具有血缘关系，父母肩负培养、教育子女的
重担。父母对子女来说，即是教育者、管理者，又
是监护人，所以具有权威影响力。
（二）教育中的长期性和渗透性。 孩子与家
庭的联系是终生的，孩子一生中可以有很多老
师，但是亲生父母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是深远的，具有长期性。另外家庭教育
和家庭生活密切结合，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家长的每句话都
是教材，作为家长，要有高度的教育意识，应随
时随地自觉发现教材，捕捉时机，及时对孩子进
行教育。

（三）情感的无私性和亲切性。 父母对子女
的爱不求任何回报，是无私的、崇高的。 作为父
母，一是要亲近孩子，多花时间和孩子谈心，让
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了解和关心； 二是要学
会倾听，并作出积极反应，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
父母的重视和支持，这种感情的交流，会使孩子
对父母产生亲切感。
四、家庭教育模式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一）溺爱型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容易养
成放纵、骄横、自私自利的品德和嫉恨的心理，
这些孩子常以自我为中心，自控力差，道德观念
薄弱，缺乏行为准则和规范，事事依赖成人，与
人交往产生挫折后，易产生对立、仇视等情绪。
（二）放纵型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往往对
事情没有责任心，行为放纵。 研究表明，行为越
轨的大多数青少年与这类父母有关。
（三）忽视型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会有些
孤僻，对人冷漠，缺乏自信心和上进心。
（四）专制型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往往
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顺从、懦弱、胆怯、被动、
回避、缺乏主见；一种是逆反、暴力倾向、反抗
权威。
（五）随意型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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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一般
敏感多疑、缺乏责任感、没有主见。
（六）民主型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大
多数性格开朗、乐观、自信，拥有一颗宽容的
心，能与同伴和睦相处。
五、孩子心目中理想的父母
调查表明， 孩子心目中理想的父母具有
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爱、自由和监控。
（一）爱
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家庭稳定、温馨、
充满爱意。
1、关怀和帮助：孩子希望父母能关怀他
们， 在需要帮助时能及时得到父母的帮助和
支持。 如果感觉不到父母的关怀，他们就缺少
安全感；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支持，他们
会感到无助和无奈。
2、倾听和移情理解：孩子希望父母能倾听
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能设身处
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和需求。
3、接纳和赞许：孩子希望父母能无条件
地接纳自己，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自己的
进步和成绩能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赞许。 如果
父母只接纳他们的优点而排斥他们的缺点，
孩子就会认为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 如果得
不到父母的赞许，就会变得自卑，怀疑自己的
能力。

4、信任和尊重：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隐
私、观点、想法等，孩子如果得不到父母的信
任和尊重，就会变得焦虑、情绪不稳定。
（二）自由
1、情感自由：孩子希望能自由地表达自
己的情感，而不是一味压抑。
2、行动自由：孩子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
空间，能做自己想做和有兴趣的事，而不只是
按部就班地做父母安排好的事。
（三）监控
孩子希望父母能有效地制订 相 应 的 规
范，监控和督促自己，以提高自己的自制和
自控能力，减少行动上的盲目和错误，远离
反社会行为。
六、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途径
（一）包容孩子的行为
（二）了解孩子的需要
（三）珍惜共处的时光
（四）主动分享自己的感受
（五）加强亲子沟通
（六）多给孩子尝试成功的机会
总之， 家长必须认真学习现代家庭教育
理论，转变家教观念，提高家教水平，做好孩
子的榜样，了解、信任孩子，学会欣赏孩子，正
视孩子的个体差异，注重孩子情商的培养，做
学习型的家长，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