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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 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
①

辛治洋
（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关注教育对象的内在动力问题。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荣誉的性质和功能也在

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扩展和转型。现代荣誉无等差地面向全体学生，在深入其内在自我意识的同时，外化为相应的自觉行动，
赋予了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现代教育必须促成荣誉的现代功能转型，正视现代社会对荣誉的侵蚀，
激发与维护学生的荣誉感，引导学生发出基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理性行动，实现荣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动力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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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价值层面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集中表达，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
神动力和价值基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

文章编号： 1671-6124（ 2018） 03-0015-07

一、荣誉在教育中的传统功能与现
代转型

民教育全过程既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
略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内在诉求。 然而，在学校这

学生追求和实现自我发展，既可能是一时的兴
趣，
也可能是持久的毅力； 既可能是内心的使唤，也可
也可能是上述种种动力的综
能是外在的荣耀。当然，

一场域，究竟如何促成学生主体的价值观认同 ，并自
觉转化为精神追求和实际行动？ 这是社会主义核心

合作用。这种综合的动力是现代荣誉的典型体现。
然而，
囿于荣誉的传统功能及其教育作用，现代荣誉

价值观进校园、进课程、进教学后需要直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要关注教

在学生发展方面的内在动力，
往往被教育工作者所忽
视。为此，
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荣誉的传统功能，分

育载体的全方位问题，还需要关注教育对象的内在
动力问题。

析并批判其局限性，
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荣誉现代转型
的意义。相关文献显示，
荣誉的传统功能有三：

考察教育发展史可知 ，荣誉历来是引领青少年
学生积极向上 、追求卓越的重要动力 ，它在青少年

其一是荣誉的政治价值功能，即认为荣誉有着
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规范的价值作用 。 它不但会为获

学生的精神建构和价值实现中扮演了极为突出的
正面角色 。 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

得者带来荣誉，也会为提供者带来荣誉，它将表现和
证明授予者有正确的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授

期 ，如何批判性地考察教育中的传统荣誉观念并对
其进行符合新时代召唤的扬弃 ，使荣誉成为培育学

予荣誉比获得它更神圣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 ，是教育研究者
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 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出分析
和解答 。

①

［1］

。 张树华等认为，功勋荣

誉制度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国家制
度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体现了一个政权
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政治机制运行和政治发展的
［2］
良好保证 。李源田主张建立教师国家荣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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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教师国家荣誉立足于国家层面 ，面向全体教师，
更具象征性和价值导向，具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

它归根结底是一种行为约束的外在管理制度，而非
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荣誉的差异承认功能更成了

重大激励价值，是新时期教育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撑 ，
［3］
是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政治宣誓 。 因此，

难以取得相应荣誉身份的学生发展的绊脚石，尤其
是当差异承认是无法抗拒的外力所赋予的时候 。 也

荣誉的价值主要不在获得者本人，而是授予者的合
法性证明方式。 个人如果想获得相应荣誉，就必须

正是因为荣誉的上述功能及其对学生发展的不完整
意义，教育界虽然经常使用荣誉来进行行为管理和

承认现 存 秩 序 并 遵 循 组 织 结 构 中 所 蕴 含 的 价 值
规则。

政治宣誓，但却从未将其作为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

其二是荣誉的制度管理功能，即认为荣誉制度
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治能力，也反映了教
育机构对诚信与公正精神的认同和坚守 。 如金维才
认为，荣誉制度起始于弗吉尼亚大学，它之所以能够
沿用至今，除了精神贵族们荣誉思想的支持之外 ，与
［4］
其制度规范的合理及日臻完善的发展不无关系 。

上述荣誉在教育中的功能定位是传统社会荣誉
存在形式的直观反映。 在传统社会中，荣誉与等级
制和贵族制相辅相成。在一个相对固化的社会秩序
中，个人因为其权力、权威、声望、财富上的地位而拥
有荣誉。“荣誉的话语让人联想到特权和排斥 ，固定
［8］
的社会角色和轻浮愚蠢的决斗。” 所以，虽然“决
斗”和“缠脚 ”等习俗为现代社会所不耻，但在传统

张爱芳则认为，荣誉制度是美国大学生对学校的承
诺制度，也是一种独特的学生自治制度，其实质是信

社会中只有社会地位对等的绅士之间才可能发生决
斗，也只有上流社会的女子才有条件缠脚。 荣誉在

任学生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让学生在学术事务或其
［5］
他生活事务方面进行自我管理 。 因此，荣誉不只

传统社会中以其特有的形式稳固了制度角色和社会
地位，形成了以诚实、贞洁、尊严等为核心的价值体

是简单的誓词和约定，而是一套结构完善、内容丰富
的制度体系，让学生在考试、课外作业、校园生活等

系和制度安排。当前教育延续了传统社会的荣誉思
想，将其作为政治宣誓、学生自治和精英培养的主要

各方面进行自我管理。

方式之一。

其三是荣誉的差异承认功能，即认为荣誉是一
种身份地位差异的承认方式。 张康之等认为，荣誉

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荣誉的性质和功能也在
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扩展和转型。阿皮亚曾经将荣誉

标示着人的价值的差异承认。当得到社会承认并授
予某种荣誉时，其实是把人的价值还原成了人的社

区分为“伙伴间的荣誉 （ peer honor） ”和竞争性荣誉
两种类型。“伙伴间的荣誉 ”是一种承认性的尊重，

会贡献。就此而言，荣誉并不真正构成人的价值标
而是社会承认的标识，所标识的是社会对某人的
识，

它适用于同等社会阶层的人士，你要么拥有，要么根
本没有。竞争性荣誉得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做

［6］
价值差异化承认的状况 。 张放指出，“少年先锋
队”这一名称暗示少先队应是一个精英组织 ，将儿童

出了或常人难以做到的，或超乎职责要求以及分外
［9］
之事，从而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 。 两种荣誉之间

组织以“先锋 ”命名，符合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也
有利于荣誉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少先队员鉴于自己

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依靠身份地位，后者依靠个人
努力； 前者是应得，后者是赢得； 前者靠维护，后者靠

的“身 份 权 威 ”，在 其 他 学 生 面 前 存 在 一 种 优 越
［7］
感 。差异化承认营建了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氛围，

争取； 前者是特定阶层之间的，后者适用于所有人
群。如果说伙伴间的荣誉是传统荣誉的固有形式，

它把所有人都置于“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之中。
一直以来，教育界都在广泛地使用荣誉的上述

那么竞争性荣誉则是现代荣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三种功能。教育部门和社会组织每年都通过各类形

现代社会对世袭制社会角色以及固定等级地位的抛
弃肃清了“伙伴间的荣誉 ”，但并不意味着荣誉的完

式的表彰和颁奖来宣告其在学生发展问题上的价值
主导地位； 当荣誉学生出现违规行为时，老师会提醒

全消解。恰恰相反的是，现代荣誉不受固化的社会
秩序的安排，它承认了每个人的竞争“野心 ”，并赞

其珍惜荣誉直到剥夺其荣誉称号； 学生也往往通过
成绩、职务、获奖等作出互相之间的差异区分。 然

美其所体现的价值追求。 至此，现代荣誉彻底扬弃

而，这三种类型的功能定位使荣誉处于不完满的状
态。荣誉的政治价值功能更看重的是荣誉的政治属
性和社会属性，而非面向所有学生的发展动力； 荣誉
的制度管理功能所主张的虽然是学生自我的承诺，
但这种承诺更像是道德上的而非整全价值上的，且
16

了传统荣誉源于其历史文化背景而难以避免的缺憾
和局限，打通了个体创造自身价值的重重关隘 ，以其
开放性和内在蕴含的无限可能性，使之作为个体实
现自我发展的动力达到完满的状态 。
现代荣誉以其完满的内涵赋予了学生发展的内
在动力。所谓内在动力，指个体有意的、自我发起的

荣誉： 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

行动的能力。 它意味着自身作为能动者的一种觉
悟： 自己有能力去行动，而不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

值引导。比如： 一些同学热衷于竞选班干部，任职后
却无职责担当，只追逐有等差的社会地位，却放弃了

自己有能力去塑造生活中的事件和环境，而不只是
忍受着发生的一切。荣誉之所以能成为学生发展的

应有的义务和责任，似乎班级职务和群体荣誉是一
种选择的应得而非通过行动的赢得，误读了自由的

内在动力，是由其时代内涵决定的： 一是它对自身充
满着义务感，从未放弃对自我的关切。 荣誉如同利

价值。一些班级采用轮流坐庄的方式担任班干部，
将班干部应有的能力、努力和荣誉庸俗化和利益化，

益，
都是以自我为导向，都赋予了个体关切和个体判
断的优先地位，而这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

把成就的标准降低到了每位同学都能自动满足的地
机会的平均分配和职务的轮流置
步。更为严重的是，

二是荣誉内在地蕴含着对原则的依附 。 利益的动机
归根结底是工具主义的。 与利益不同，荣誉尽管在

换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刻钟的名望”，
却并没有使每
位同学变得同等杰出，反倒使他们变得平庸无能，亵

某些维度可以从工具性角度加以解释，但荣誉却和
非工具性的原则不可分割。 作为原则问题，有些事

渎了平等的价值。还有些同学一旦失去了班级和社
会职务后，也同样失去了个人的发展动力和价值追

情是有荣誉感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 或无论如
何都不会去做的） ，而不管这么做的后果如何。 也就

似乎普通同学就没有个体发展和价
求。在他们看来，
值实现的动力需求，
只有特定的角色和地位才可能有

是说，现代荣誉是公共荣誉、自我意识和自觉行动的
统一体，这实现了“自利 ”与“自我牺牲 ”的完美统

才有灵魂升华和价值追求的热爱和愉悦。
荣誉目标，
现代荣誉是公共荣誉，是对学生自我发展的外

一、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高贵目的的完美结合。 这
也正是将荣誉引入教育体系、促使其成为培育学生

在确认，它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找到自我价值之所在 。
在现代荣誉面前，学生的价值追求与荣誉为内外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 。

一的关系，学生自我发展是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人之
卓越与高贵的体现，荣誉是自我发展的应得奖赏和

二、荣誉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在动力

价值的外在表征。只要自身的价值追求能够配得上
荣誉，荣誉就会随之而至。 这意味着荣誉是对所有

转型后的现代荣誉是实现价值观主体认同、精
神追求和行动自觉的可靠保证。现代荣誉无等差地

的行为主体的学生开放的，只要有体现价值追求的
行为，就可以配享相应的荣誉。 行为及其价值有大

覆盖所有学生，在深入其内在自我意识的同时，外化
为相应的自觉行动，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

有小，与此相应的荣誉也有大小之分。“正如在索取
和给予财富方面有适度、过度和不及一样，在对待荣

泛且深刻地融入学生的生命历程 。
1． 无等差的全体性

誉的欲求上也有过度、不及和适度。” 我们既然可
以比应该的更多或更少地欲求荣誉，我们也就可以

荣誉在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异性的身份认同，是
对一个人的特殊社会角色和固定等级秩序中所处位
置的定位，是每个人要求获得和维持与其身份相应
的评价和尊敬的需求。在对远古神话的记载与描绘
中，
荣誉是古代希腊英雄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也只有
英雄才能获得的目标。 正如 M． I． 芬莱所说： “社会
的基本价值是既存的、先定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
置以及随其地位而来的特权与义务也是既存的、先
［10］
定的。” 古希腊的英雄们为了荣誉而在行动中展
现和成就自己的德性，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是自
由选择而非世袭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荣誉这种
差异性的人格利益已经让位于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
［11］
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 现代社会对世袭制社会
角色以及固定等级地位的抛弃消解了伙伴间的荣
誉，孵化了竞争性荣誉。
然而，当前教育却往往追逐和立足于差异性的
身份认同，忽视了建立在学生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价

［12］

从应该的来源和以应该的方式欲求荣誉。 也就是
说，只要是体现自身价值追求的行为 ，哪怕其价值只
配得到小的荣誉，这也是值得赞扬的。
公共荣誉是靠赢得的，这一点保证了荣誉可以
属于全体学生，只要他为赢得荣誉作出自己的努力 。
靠赢得的荣誉并不排斥他人的努力与获得，不挤占
他人的荣誉资源。 或者说，现代荣誉本身就是共享
性的，而非像地位、权力、财富一样具备排他性。 有
荣誉感的学生努力追逐个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而
非追逐统治、掠夺他人的特权。恰恰相反的是，荣誉
所展示的是个体的尊严，而非高人一等。 有荣誉感
的学生可能会藐视某些人，但只是那些在他看来正
在堕落、失去了自身发展动力和价值追求的人。 有
荣誉感的学生鄙视所有低下、庸俗的考量，但并不蔑
视起点低微却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同学 。 有荣誉感
的学生时常表现出骄傲，但这种骄傲依存于自己的
非凡举动之中，它能让别人在仰慕的同时，感受到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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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灵魂升华的愉悦、一种乐于向善的冲动，而非嫉妒
和抵制。也正是如此，作为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身以及他人身上经常呈现的那些将个人野心与有原
则的高贵目的相结合的动机。正常人都不会否认对

价值观的内在动力，荣誉不仅在发生之初无等差，运
行过程中也是属于全体学生的。

他人负责的重要性，对他人的义务感为自利的狭隘
性提供了关键的纠错机制，若无这种纠正，共同生活

现代人对公共荣誉的赢得过程即是个人荣誉感
和价值观的生成过程。现代人身上自带无等差的荣

将变得十分困难。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一
种性格品质的荣誉的自我控制特性，荣誉与个体尊

誉感，学生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经常抱怨个别学生
在学业学习和自身发展上难以见到主动性，但不可

严和自决能力密切联系。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荣

否认的是，每一种发展状态下的学生，都能让我们看
到特别用心的投入。即便是那些学业学习上难见成
效的学生，我们依然能看到他在某个特殊领域的钻
研和锲而不舍。既然任何学习和发展都要付出辛勤
劳动和精力的投入，并且结果往往很难预测，那为什
么又有众多的学生争先恐后地辛苦付出呢 ？ 原因有
二： 一是价值实现的荣誉感，二是对自己才能的自
信。这正如张康之所认识到的： “人通过扮演一定的
社会角色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生命，并在社会生命的
实现过程中获得荣誉，即使他在社会生命实现过程
中所获得的荣誉没有得到社会承认 ，在他内心之中，
［6］
也会生成荣誉感，达到一种自足的状态。” 也就是
说，
荣誉成了承认人的价值的一种形式 ，是每位学生
都能达到的自我价值实现。
2． 选择的平衡性

誉带来的愉悦超越了仅由嗜欲的满足而获得的愉
悦。如果说公民德性依凭的是外部塑造，那荣誉依
凭的就是内部自制，两者浑然一体，化解了学生发展
的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 。
即便是在运转良好的学校和班集体内，也总会
有意外和错误发生。 比如校园暴力或同伴排斥、教
育作假或形式主义、教师冷暴力或体罚学生等等，更
不必说日常生活中偶尔发生的对个人自由的冒犯。
这些行为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不仅伤害了学生的
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规范和共同价值体系。
这些事情一旦发生，除了需要教育部门会同相关方
面多措并举，也需要学生个体表现出比通常所期待
的更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得呼唤学生个体的能动
性超乎寻常的发挥。 然而，在罗尔斯的自由民主政
体中，一个有公民德性和正义感的公民并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与人们对其期待相比，既不更好也不更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
关键期，一个更加现代的中国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

坏，但内在于荣誉的性格组合恰恰能支持英雄主义
的行动。以勇气、自尊以及公共声誉的渴望等为核

和公共参与能力的现代公民。当今的政治哲学家们
常常将公民德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标配。“城邦的善

心要素的性格组合，拒绝人类心灵中“就这么着吧 ”
那种静态自满或躲避麻烦的情绪，呼唤“要变得不

良却与命运无关，而是在于知识与意愿。 要想成为
一个善良之邦，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

同”的奋发努力———要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要变
成回归良好秩序中的一股不平常的力量 ———从而承

［13］

的。” 尽管不同的政治哲学家由于共同体的理念
差异而对公民应具有哪些德性有着很大的分歧，但

担起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主体责任 。 有荣誉感的
学生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兑现自己的社会义务，倾

是需要适当的公民德性以适应共同体，并促进共同
体的发展，乃是所有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条件。 公民

注自己的社会关怀，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有荣誉
感的学生拒绝逆来顺受，能够勇敢面对和利用可能

德性强调的是公民相互间的义务及其对共同体的义
务，而非对公民自身的义务。“如此理解下，公民德

的方法 来 抵 制 各 类 侵 蚀 公 正 法 治 等 价 值 取 向 的
现象。

性意味着为了整体的缘故而将自我放在一边，为了
共同善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或将共同善认同为

荣誉同时兼具“以准则为中心 ”与“以德性为中
心”两种元素，在敬畏准则的同时，又充满自我意识。

［8］

自己的利益所在。” 而与此相反的是，遵守荣誉准
则的动机并非出于别人的利益或共同善，而是自身

“荣誉是有它自己的最高规律的，教育不得不适应这
［14］
些规律。” 这意味着荣誉体现在凝聚社会共识的

所得的好处———自尊的需要。公民德性强调对他人
和群体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无疑非常重

“最大公约数”、众所周知和共享的价值观之中。 与
之共契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个体自由选

要，但却并非激励个体维护共同体的唯一因素。 与
此相对的是，荣誉强调的是对自己的义务感和对自

择的，也不是自然的秩序安排，而是中国共产党“经
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 ”才提出来的，是

我的关切，但又并非最低等的自利。 我们不应该将
“自利”与“利他”之间截然分开，以至于忽视了在自

全国各族人民当前的价值共识，是民族特色、时代内
［15］
涵、制度 属 性 和 实 践 要 求 的 有 机 统 一 。 与 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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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荣誉总是充满自我意识，它得追问“自己是谁、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有荣誉感的学生是为自己考虑
的、
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者。“这个奇怪的荣誉便按
照它的意思规定了什么是品德。它所命令要我们做
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它自己的意思设立了种种规
则。它按照自己的癖好扩大或限制我们的义务，不
［14］
管这些义务是渊源于宗教、政治或道德。” “学校
建立习俗准则的合法权威受限于孩子们的观点 ———

以凭着某个价值标准而尊重自我。 与此同时，荣誉
的能见度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根据同样的价值标准来
判断该生是否确实有资格值得尊重。 然而，时至今
日，学生的荣誉往往只能来自外在授予和认可。 这
种荣誉的多少受投放指标的控制，荣誉的大小受支
撑材料的影响，荣誉的价值取决于管理者的重视程
度。学生能不能获得荣誉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
度，而取决于同伴表现的能见度是否超过本人。 现

这些规范是否侵犯了孩子们所认知的个人领域的活
［16］
动。” 外在准则和自我意识的并存是荣誉的内在

代教育不应以这种等差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声望与地
位，恰恰相反，应该是以“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

悖论，也是荣誉确保成为学生价值追求动力的根本
特征。如果学生过于敬畏准则，那他的行动也就仅

求”来作为学生自我实现的外在标识 ，让所有的学生
都能通过行动来获得各自的荣誉 。 随着荣誉外在能

仅是在服从而已； 但如果学生的行动是彻底自主的，
那么无法将其行为与任性和冲动区分开来 。 学生的

见度的变化，学生需要通过他们的行动来赢取其同
学的尊重，他们必须紧盯价值标准而行动。 学生的

身份关系、价值认同以及社会职责等，在约束着学生
选择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选择一种行动方式而非

荣誉与其价值标准和自尊密切相连，“他的荣誉准则
为他提供了可以向之看齐的一贯标准，从而为他的

另一种行动方式的理由。荣誉将选择和对选择的限
制加以平衡，从而使由荣誉催发的价值追求变得谨

自尊提供了一致的基础，而不论其他人对他怎么想，
［8］
甚至不论是否有人对他表示认可 ” 。 可见，现代

慎而有社会意义。
3． 价值追求的能动性

荣誉赋予了荣誉相对于外在舆论的某种独立性，从
而为学生价值追求的能动性扫除了外在障碍 。

荣誉之于现代学生来说，具有寻求自我突破的
可能性。现代教育赋予了学生一些基本的权利，权

荣誉之于现代学生来说，是一种教导和鼓舞，而
非命令或强迫。 我们出于对自身的尊重而追逐荣

利的享有独立于该学生的具体状况和行动之外 。 一

誉。一个有荣誉感的学生之所以尊重自身，并不仅
仅是因为自身的存在，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被接受，

个学生不需要靠做什么事情来保持或主张其有权
利。权利所需要的仅仅是别人的认可，而别人恰恰
有义务提供这种认可。 可见，权利的理念是一个规
范标准，但不是一个动机，不是能动性的源泉。 虽然
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义务，但义务过分
依赖于公共舆论和法律制裁，很难为学生的自觉行
动提供持续动力。 与之相应的是，挺身而出捍卫自
由、
民主等价值的行动，反倒与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

而是因为其良好行为符合既有的荣誉准则 。 荣誉准
则阐明了一定的价值理念和行动规则，是一种责任
而非奖赏。有荣誉感的学生之所以遵循荣誉准则，
乃是出于自尊，而非出于害怕而遭到惩罚或者贪图
公共赞扬。这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独立性，而非受其
低级冲动、他人意见、恐惧所役使。 荣誉准则不是随
随便便就能遵守的，它在实践中更多指向为了实现
荣誉而付出过努力的学生，尽管它向任何学生都是

有更多共同点。 也就是说，荣誉相对于权利和义务
而言，更突出了学生行动的主动性。 有荣誉感的学

敞开的。这样的荣誉让受誉者感到愉悦，并向其他

生对自己总是高看一眼，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向更高
的标准看齐，做出那些“棒的”“伟大的”“非凡的 ”行

同学展示了更高的标准并提供了追求高标准的动
力。现代荣誉实实在在是鼓舞性的，它通过吸引而

动。正如孟德斯鸠所示，在荣誉这所学校里，“人们
看见并且经常听说三件东西： ‘品德，应该高尚些； 处

非强制的办法使得克服困难具有可行性，它唤醒了
学生心中的热忱，撩动学生作出非凡努力的决心。

［14］
世，应该坦率些； 举止，应该礼貌些。’” 在荣誉的
引导下，践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学

荣誉之于现代学生来说，是自动自为自决的，学
生在实现荣誉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德性。“对英雄

生自己对自己的义务，而非对他人所负的义务。
荣誉之于现代学生来说，既受到外在舆论的影

而言，荣誉才是追逐的最终目标，但要成功地达到这
一目标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德性，这些德性是多种

响，同时具有相对于外在舆论的某种独立性。 学生
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他不但想要成为那种向其价

多样的，如勇敢、友爱、忠诚、力量、智慧等，不管是哪
一种德性，它都必然表现在行动当中，英雄们就是通

值目标看齐的人，而且还想让人看到他们的确是那
种向其价值目标看齐的人。 有了荣誉感，学生就可

过行为把自己的德性完全展示出来，也正是在行为
［17］
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德性。” 荣誉对学生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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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是连续的、整全意义上理性设计的，而是在具
体的学生生活中的一种“插曲式激情 ”。 学生每天

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主观能动性
的杰出体现，它天然地背负着抵抗现代社会负面因

的生活既是在扮演着孩子、学生、同伴等不同角色，
也是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也有

素影响、弘扬新时代新精神的理性自觉和崇高使命 。
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怀抱这一理想 ，

可能是个体内部不同意义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些角

承接这一使命，那就是激发与维护学生的现代荣誉
感，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发挥其在价值观教育中

色扮演和行为冲突需要公民德性的整体覆盖和排列
组合。对比来说，荣誉提供了学生德性发展的动力，

的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现代功能。 惟其如此，社会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是学生德性发展的整全
内容。前者需要激情推动，后者要有理性评估。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能成为对抗现代社会侵蚀荣
誉的中流砥柱，一方面避免荣誉随着主观主义而风

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
发挥荣誉的现代功能

流云散，另一方面防止荣誉在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
中降格或堕落。

如前所述，荣誉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现代转型 ，

2．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激发与维护学
生的荣誉感

然而现如今的教育依然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荣誉的政
治宣誓功能、学生管理功能和差异化分层功能，没有

由自尊激发的荣誉感与生俱来，但在教育现场，
往往有恨铁不成钢的老师质问某学生： “你怎么没有

如影随形地正视这种变化。这不仅是荣誉资源的扭
曲和浪费，也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所包含的价值

羞耻感？”“你的荣誉感去哪了？”其实，这个时候老
师更应该问的是自己： 我怎么就没发现学生的荣誉

观念相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正视荣
誉的现代功能转型，实现荣誉在学生价值观培育中

感？ 谁挡住了其荣誉感的呈现？ 有一本儿童文学读
本《鼓掌员 的 荣 誉 》比 较 生 动 地 揭 示 了 这 个 道 理。

的动力价值。
1．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抵制现代社

故事中的李大米表现平平，既没优点也没缺点。 因
为在校长讲话的时候连续打喷嚏而被校长发现，并

会对荣誉的侵蚀为前提

委任他担任鼓掌员。 在担任鼓掌员期间，李大米不
是没有领掌的机会，而是有了机会却为该不该为这

现代社会的三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 1） 所有公
民都在流动，社会每天都在变迁，家乡、故乡等概念
正在逐渐消失，我们可以同在一个学区和学校，但却
完全可能不在一个社区和生活小区。 共同生活、依
附关系和社会习俗都被削弱，从而使荣誉所附带的
公共价值标准很难被精确地固定下来。（ 2） 随着公
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愈加明显，个人的封闭也
愈加明显。每位学生每天都来到同一个教室，但却
难有集体目标和生活。 群体对个人的影响、个体互
相之间的影响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强烈。（ 3） 人变得

不真实的事件鼓掌而犯愁。 他错过了领掌的机会，
但却用诚信赢得了荣誉。李大米坚守诚信是建立在
自我认识和价值反思的基础上的。 调查发现，学生
的自我检讨和反思领域至少有： （ 1） 一次考试考砸
了，自我检讨后重新燃起了学好功课的希望之火 ；
（ 2） 玩的时候闪出抓紧学习的念头，重新回归学习
的状态； （ 3） 老 师 多 给 了 分 数，发 现 后 经 过 思 想 斗
争，终于鼓起勇气向老师说明了真情； （ 4） 撒谎后心

越来越相似，无法通过任何显著的特征相互区分。

中忐忑不安，认错解脱的愿望很强烈； （ 5） 偷东西给
他人带来了不便和痛苦，自己心里后悔，决定从此洗

学生越来越等同的权利与自由并没有使大家同等杰
出，
反倒使他们变得平庸。在上述特征的侵蚀下，荣

手不干； （ 6） 自己心情不好时和父母说话总是“凶 ”，
冷静下来一想，还是自己太武断了，于是鼓起勇气向

誉的内外维度开始变得模糊，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不定。一些学生要么喊出“我就要这么做 ”的口号，

父母赔罪

沉迷于自说自话的主观主义，要么拿出“他们都这么
做”的理由，陷入了奴性十足的随大流之中。
可见，虽然现代社会需要现代荣誉，但却并不必
然支持现代荣誉的产生，甚至正在侵蚀现代荣誉的
内涵。所以，如果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历
史的自然路径，那传统荣誉向现代荣誉的转型却必
须是理性的自觉选择。虽然历史的自然路径我们无
法左右，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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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生活经验的限制，学生的价值

反思和荣誉维护更多地局限在个人生活和学习领
域，但这些案例也在证明，反思和争取荣誉的意识是
每位学生都可能有的状态，教师需要善于捕捉这些
状态，激发与维护学生的荣誉感，使其获得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持续动力。
3．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引导学生发出
基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理性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一种价值理念，其
次才是一种行动目标、行动特征、实现方式和实践要

荣誉： 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动力

求。这不仅是理解高度的问题，也是培育的可能性
问题。也就是说，教育引导学生的行动方式必须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内涵出发。 比如，当前
学校除了有班级、小组等正规群体之外，学生还在交
往过程中自然组成了很多非正规群体，有些群体的
行为表现往往难以为主流社会和正统认识所接纳。
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往往想到的是解散这些非正规
群体，以彻底肃清这些影响学生价值发展的负面因
素。现代荣誉的社会属性告诉我们，每种社会组织
都会有其荣誉，每次当人们聚集在某个特定群体中
时，
他们之间马上就会建立某种荣誉 ，亦即适合于他
们的关于什么该被赞扬、什么该被责备的价值的集
合。这种自然群体让个人具有更高的可见度，从而
使个体变得更为活跃和富有责任。 荣誉有关社会认
同，
我们与相同社会认同的人共同承担荣誉与耻辱 ，
［9］
共享着同样的荣誉规则和行为方式 。 同时，更大
群体和组织的社会荣誉感对小群体成员的角色行为
［19］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引导这些群体成员共
享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共同价值，从而为其主观
行为提供有原则的限制和导向，比盲目解散非正规
群体的行为更具有教育和发展意义 。 引导学生发出
基于核心价值理念的自觉行动，需要引入理性的力
量。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需要不偏不倚的理性能
以此来评估自身是否配得上自尊 、配得上他们所
力，
赢得的公共认可。 缺少理性，一个人的举动只能是
对冲动、嗜欲或者外在力量的反应，而无法上升到有
意图的、自我发起的行为的层次。 理性是生活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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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the Intrinsic Power to Cultivate Students’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XIN Zhiyang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ng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needs to focus on the intrinsic power of students．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honor have also been quietly expanding and transforming． Modern honor has no discrimination for all students． When going deep into its inner self－consciousness，it externalizes to a corresponding conscious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students the intrinsic power to cultivat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Modern education mus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function of honor． It must face up to the erosion of honor by modern society，inspire and maintain students’sense of
honor． It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issue rational actions based on core values，so a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honor in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modern honor； modern society； intrins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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