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渐冻症”女博士



¢“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准，而应
该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来衡量。得了这个病，活着对我
是一种折磨和痛苦。我要有尊严地离开，爸爸和妈妈，
你们要坚强地、微笑着生活，不要为我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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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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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一：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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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二：消费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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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三：寄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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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辨别真假是非的判断能力
 缺乏辨别善恶好坏的道德能力
 缺乏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

现象四：理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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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五：诚信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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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各种实际
利益，踊跃参加党
课学习，主动申请
入党。面对中国的
腐败潮流，他们并
不痛心疾首，而一
旦有机会，则决不
放弃腐败的机会。

现象六：政治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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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七：道德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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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男生是大一新生，正在参加新生军训。
自杀直接原因是菜不合胃口。

现象八：身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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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责任心缺失

人生目的不明确 
人生态度不端正 
世界观人生观不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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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

   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

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

世界观
    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世
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
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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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关系

人生观

决定

世界观

巩固、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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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基本内容

人生目的 人为什么活着？

人生态度

人生价值

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活？

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人的本质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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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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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什么?
       ——破解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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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其它事物，
特别是动物相区别

的根本属性
人的类本质

人与人相区别
的根本属性 人的现实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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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目的，是指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
对“人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回
答，是人在人生实践中关于自身行为的根本指向和
人生追求。

       以下一组人生目标的词汇，选出三个你认为最重要

的目标，按其对你的重要程度排序，申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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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目的决定人生道路

 人生目的决定人生态度

  人生目的决定人生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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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态度是指人们通过生活实践
所形成的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
心理倾向和基本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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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

人生态度是人生观的表现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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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

    务实

       乐观

           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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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坚持，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责任，不
但对自己、对家庭，
还有对社会。只是默
默地走，不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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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人生观

¢换票的故事

    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

   北京人质朴，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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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含义

      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

            怎样评判价值、

               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

                    的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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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得失观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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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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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现在的年龄　  

Y: 你希望自己活到的年龄

 生命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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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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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数字是梦露
的胸围、腰围和臀
围的英寸数，缩写
字母的意思是在此
长眠。死者生前最
大的嗜好是爱美，
她用数字将自己十
分钟爱的形体永久
记录了下来。

“37，22，35，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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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
生。”——大文豪萧伯纳

莎拉休特1803~1840世人请记取教训，她死于喋喋不休
和过多的忧虑。” ——一个教会执事

“他来到这世上，四处看了看，不太满意，就回去了。”
——有对夫妻为出生两周便夭折的孩子

   趣味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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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将导致我们的毁灭，但
对死亡的察觉，又能拯救我们，
追寻生命的意义。能够存在于孤
独、并且必须面对死亡的世界上，
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挑战。

                               ——毕淑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摈弃几种消极的人生观

1、拜金主义人生观

2、享乐主义人生观

3、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



 两校友为何人生迥异

¢贺某2000年毕业于某大学化学系。为传承民族
音乐，全身心地投入经营民族音乐网站“华音网”，
赢得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与尊重。

¢谢某与贺某是同一所高校的学生。谢某为了牟取
暴力铤而走险经营色情网站，在网上传播色情电
影被警方抓获，成为浙江省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
项行动中被正式批捕“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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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人生观的成因

地位、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生活经历、人生境遇、认识
水平等不同

社会变革、利益关系调整、各种文化思潮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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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金钱观

应该承认金钱与人生有着密切联系，合法取得金钱是人
生幸福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物质保证；
要看到获得金钱的手段应该是正当的，合法的；更应该
看到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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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1）最高层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2）实践层次---为整个社会服务。 
（3）大学生具体实践方式---关心社会、关心学校、关心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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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
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
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
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
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
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
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
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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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决定活法

§ 定位决定地位

§ 企图决定版图

§ 格局决定结局

§ 态度决定高度

§ 思路决定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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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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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
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奥斯特洛夫斯基  

生命意义的探寻



雇佣人生:一部获得了全世界102个奖项的短片

           人性，或者叫做人之本性。 何为
人性？为之本心，则为人性。 人性随人的
本心改变而改变，亦好亦坏，人的行为是
为其本心所服务的，不同的行为代表了不
同的欲望与意愿。 如果问你站在什么位置，
倒不如问，你想在什么位置。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扮演
着不同阶层的人，不同岗位的人，我们在
享受别人创造的便宜，也为别人创造便宜,
这就是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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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人生最
大的价值就是懂得付出。被人需要的感觉才是人
生最大的快乐。”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
都有他自已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
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
色。长期以来重视生命价值的人，他们
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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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外甥、外甥女的对话

¢我问他们：“你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才觉得有价值？”
¢妹妹答道：“成为武则天那样的人，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权力，人
生就有价值。”
¢外甥回答：“成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那样的人，钱多，住超级
别墅，天天吃鲍鱼燕窝，人生才有价值。”
¢甥女是个书虫，她回答说：“本科读北大，研究生读牛津大学，
博士读哈佛大学，到清华大学做首席教授，知识渊博，受人尊
敬，人生就有价值。”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从我的妹妹、外甥、外甥女的发言中，我们清晰地看
到，人生在世，都有个价值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对
人生价值的理解不一样，直接导致每个人的价值观不
一样（妹妹可能从政，外甥可能经商，外甥女可能从
教）。由此可见，价值观对一个人的一生起决定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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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前提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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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价值， 
应看他贡献什么，
而不应看他取得什
么。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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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是否
可以用金钱

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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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与美琳达基金会

——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加大教育投资

——促进信息业发展

——改善太平洋西北地区
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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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

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

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愉快”；

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

可以买到“谄媚”，但买不到“尊敬”；

可以买到“伙伴”，但买不到“朋友”；

可以买到“权势”，但买不到“威望”；

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可以买到“躯壳”，但买不到“灵魂”；

可以买到“小人之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

  金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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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地位
是人的价值

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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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的高低与人生价值的大小并不是对应的

李素丽雷锋

于敏 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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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与爱同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人生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是看一个人的人生

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通过实

践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对社会

和他人作出的贡献，是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

普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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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价值的评价

坚持能力有大小与贡献须尽力相统一

坚持物质贡献与精神贡献相统一

坚持完善自身与贡献社会相统一



坠马后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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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抗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
¢耀洁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恐
惧，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
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
工程，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救助艾滋遗孤的行
为体现了非常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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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生价值的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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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人生价值要从社会客观条件出发

实现人生价值要从社会客观条件出发

一方面，社会客观条件为个人实现人生

价值提供了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个人实现人生价值所借助的

一切手段和工具都来源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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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人生价值目标要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相一致

贝尔、宝洁、通用等知名企业招聘人员
直言：“如果面试学生和企业的价值
取向不相合，我们肯定会拒绝他！”
考查学生的价值观是否和公司的理念
相符，是企业招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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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人生价值要从个体自身条件出发



要鱼还是要钓竿

¢他如果只要钓竿，那他一条鱼也吃不到。因为，他
不懂钓鱼的技巧，光有鱼竿是没用的，因为钓鱼重
要的不在钓竿，而是钓技。

¢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技能，而不是拥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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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 邓亚萍

没
有
人
认
为
我
是
乒

乓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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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增强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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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现实，坚守岗位作贡献

许振超一小时能吊运６０个标

准箱，他创造的“无声响操

作”让外国船员瞠目结舌 。

先后六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

纪录

许振超说：多去想，多去学，

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实现人生价值要有自强不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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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劳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 

“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成为
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
士。”

1854-1856 克里米亚战争

1856 陆军医院妇女部总监

1860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 
1907 功绩勋章



¢林祥雄：艺术家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两只老虎

¢有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野地里。

¢交换——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

¢从笼子中走出的老虎获得了自由，却没有同时获得捕
食的本领；走进笼子的老虎获得了安逸，却没有获得
在狭小空间生活的心境。

¢许多时候，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而觉得
别人的幸福很耀眼。想不到，别人的幸福也许不适合
自己，更想不到别人的幸福也是正是自己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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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一、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

要想完成金玉纯洁的品德 
一定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锻炼 
要想建立惊天地的功绩 
必须从那危险境地中闯过 





北大男生80余刀砍死情敌 



煮熟的鸭子飞了

¢李某、谭某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大学生，所学专业都是
市场营销。

¢“对不起，我们公司的电脑出了故障，参加面试的名单里
没有你，非常抱歉！”



身——人体的生理组织以及身体的机能

心——人的心理或称精神活动，通常用知、情、
意来概括

身心关系——身是心的物质基础，心为身的精神
机能，二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健 康

        一个健康的人，不仅要有健康的生理，还要有良好的
心理，即所谓“身心健康”。



健康的具体标准

1、有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紧
张。

2、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不论事情大小都不挑剔。

3、善于休息，睡眠良好。

4、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应变能力强。

5、能够抵抗一般性的感冒和传染病。

6、体重得当，身体均匀，站立时头、肩、臂的位置协调。

7、反应敏锐，眼睛明亮，眼睑不发炎。

8、牙齿清洁、无空洞、无痛感、无出血现象，齿龈颜色正常。

9、头发有光泽、无头屑。

10、肌肉和皮肤富有弹性，走路轻松匀称。

世界卫生组织



（1）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但易主观片面性。 
（2）情绪情感日益丰富但波动性较大。

（3）自我意识增强但发展还不成熟。 
（4）独立性、闭锁性与依赖性、归属感同时存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掌握应对心理问题
的科学方法 合理调控情绪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增进人际交往



正确对待挫折：画家伦勃朗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千手观音》



我爱我 5.25 
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节

自我激励法
自我暗示法
情感转移法
行为补偿法

掌握应对心理问题
的方法和知识



        养成快乐的习惯

１、每天练习至少微笑三次。

２、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喜悦，不让自己的观念给事实蒙上一层悲观或消极的
色彩。

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尽可能做到冷静和有理智，绝不轻易发火。

４、待人以宽，不要苛求别人，对他人的过失采取宽容的态度。

５、不要自寻烦恼，不要自责、后悔、懊丧，错误也是成功之母。

６、对于自己无力改变的事实，根本不予理睬，完全拒之于头脑之外。

７、培养幽默感，将自身置于一个快乐环境。

８、心胸要宽广，对烦恼的事要善于忘却。

合理调控情绪



各国流行的心理减压法

法国——运动消气。

英国——看恐怖片。

欧洲和日本——嗅香油。

美国——吃零食。



我院开展的心理健康活动——心理健
康教育周 

△心理普测

△朋辈心理培训班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心理情景剧比赛 
△公寓心理游园 
△心理主题班会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增进人际交往







二、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要友善相处 
不以理欺、不以势压 
对方也会因此走你的空间 
快乐由此而来 
友谊也会因此而成长 
真诚是这世间一切的法宝 
是世界和平的力量 



实验

（一）：美国心理学家沙赫曾做过这样一个“与世隔绝”
实验。

（二）：国外研究人员还曾对4000多名健康状况良好的男
女进行了长达12年的调查研究。（社群活跃 社群疏离）





（一）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应坚持的原则



1.平等原则
从两方面理解：
第一，平等地对待自我与他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与人。”《论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第二，平等地对待自我以外的其他人。一视同仁，
一碗水端平，不要搞双重标准。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成就, 对任何

人都应该平等相待 。要永远谦虚 ，
这就是苏联小姑娘给我的教训 ，我
一辈子也忘不了她！”

肖伯纳与苏联姑娘安妮娜



2.诚信原则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3.宽容原则

    



        把快乐告诉别
人，就等于你拥有
两份快乐，把忧郁
说给他人，就等于
忧郁减少了一半。

4.互助原则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
姓亲睦。”               ——《孟子·滕文公上》



△正确认识竞争

第一，要树立明确的竞争意识。 
第二、要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 



不正当竞争：潜规则

或许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现实好处，
不是长久之计，克服功利主义思
想。



不
正
当
竞
争—

—

谁

演
主
角



△正确认识合作

要“独善其身”，且要“兼济天下” 。   



△正确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竞争与合作形式上对立，本质上却是统一的。

竞争离不开合作，合作增强竞争的实力。

合作也离不开竞争，竞争促进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正确认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关系

个人需要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条件；

社会需要是个人需要的集中体现和反映。



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关系

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

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保障。



 正确认识享受个人权利

            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统一关系

权利：主体依法行使的权能和享有的利益。  
自由：主体在一定条件下依据自我意志支配行动的行为状态。
责任：主体依据法律、制度而应该承担的责任。
义务：是指主体依据法律或其他社会规范而应该承担的责任。
做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人。



事物如果发展到极点 
就要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就能使事物的发展得以通达 
事物发展通达 
才能保持长久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
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
界都报复了我们。

                           ——恩格斯



正确认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 

人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自然界

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科学把握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具有双重性: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掠夺自然资源，只考虑当前需要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
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等问题



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1、环境污染。

2、温室效应。

3、臭氧层空洞。

4、核污染。

5、森林毁坏。

自觉珍爱自然，保护生态





我国的废电池回收率不足2%

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

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

一粒纽扣电池

使600吨水受到污染

废电池包含的重金属对人体的威胁
汞      败坏中枢神经
镭      引起慢性中毒
铅  干扰肾、生殖功能



       

构建和谐校园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我们的明天不会
上演各种悲剧，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从小事做起，持之以
恒，为此我们倡议如下：

　　1、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2、绿色消费、环保选择。
　　3、讲究卫生、保护环境。
　　4、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项目四：创造诗意青春
¢利用所学的知识，撰写演讲稿

¢拍摄成视频形式

¢文档名为：项目四  16舞美xxx，
¢支持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