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
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
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
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
是……一万年…… 





        
       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
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
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
已经干了许多悔恨得让你感到锥心的蠢事。你
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
那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什么是爱情
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永恒主题。爱情，纯洁、甜美、幸福的象
征。



• 柏拉图式的爱，即精神恋爱。柏拉图赞美精神的爱，鄙
视世俗的爱欲，把人们引向抽象的爱情，片面强调爱的
因素。

• 常常把爱情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属性分开。



•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
为，性本能是一切本能中最
基本的内容，爱情不过是性
本能的一种表达或升华。



爱情是由“美貌”、
“性欲”和“好感”

这三种印象或情感
结合而发生的。

休谟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爱情里确实有一
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她不止停留在性欲上，
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
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
个人达到统一。 



•判断一个青年人对某个异性的好感
是否已发展成爱情，以下几个标准
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有没有捉摸不透的想要接近对方的冲动；

¡第二，是不是拼命地想在对方面前表现自己，希望自
己的言语、行为能引起对方的注意；

¡第三，是否在与对方接触时表现出一种激动、慌乱和
行为上的不自然；

¡第四，对方的人格是否已在自己的心灵中产生增值。



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



马克思与燕妮：美满的生活伴侣







（一）恋爱中的道德

尊重人格平等

自觉承担责任

文明相亲相爱



 爱情的特征

 1）.平等性：
 恩格斯说：“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
 尊重对方自愿选择的权利
 单相思不是爱情。
 尊重对方的人格。



  2）.专一性：
      恩格斯指出，爱情按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

  3）.依存性：
     恋爱的双方感情上相互眷恋，行动上相互支撑，生活

上相互关心。

  4）.自主性：
   爱情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





校园恋人亲昵被干预 









你们如此亲热，老头子我看不惯











 （2）伴侣型
 建立在信任和真诚的基础上的，温情多于激情，信

任多于嫉妒，是一种平淡而厚实的爱情。
 爱情是两根琴弦由于有了相同的频率而发生的共振。



• （3）占有型 

• 特征是对所爱之人有着极强的占有欲，要求对方不
能对其他的异性有一丝情感，常有猜妒和防备心理。



 （4）现实型

 但求彼此现实需求的满足，更多会考虑对方的现实条件，
以期让自己的酬赏增加，且减少付出的成本。



 指腹为婚，门当户对，父母包办，那不是爱情。
 拥有房子，拥有车子，拥有美女，那是交易之爱。 
 相信感觉，相信缘份，相信命运，那是肤浅之爱。
 寂寞无助，需要温暖，渴望关怀，那是幼稚之爱。 
 没有自信，不敢表白，害怕拒绝，那是懦夫之爱。 
 单向付出，忘我投入，默默奉献，那是爱的不得法。



 男生心中理想的女性：
         漂亮（端庄、风度、

气质）；温柔；情感专一；
有教养；宽容 

 女生心中理想的女性：
         自立、温柔、有良好

的人际关系、热心、健康 
 

¡女生心中理想的男性：

          乐观进取、有事
业心、幽默感、有责
任心（感情专一）、
有成就感  

¡男生心中理想的男性：

           乐观进取、有事
业心、幽默感、有责
任心（感情专一）、
有成就感 



•（5）奉献型

• 爱情是付出而不是索取的原则，甘愿为其所爱牺
牲、奉献一切，而不求回报。

爱
的
呼
唤



• （6）游戏型

• 视爱情如游戏，不能投入真情实感，只求个人需要的满足，
没有责任感。 

   

    

【大学恋爱----12345678910】
一见衷情爱上你，两天之内搞定你，
山盟海誓骗到你，死皮赖脸缠着你，
舞厅里面搂着你，溜冰场里牵着你，
漆黑夜里吻着你，八仙过海爱死你，
九朵玫瑰送给你，十天之后耍了你。 





    婚姻是指由法律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

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夫妻关系。

    



• 截至2017年，同性
婚姻与民事结合在
全球五大洲得到合
法化，全球范围内
实现同性婚姻合法
化的国家达到27个。

• 尼泊尔



• 家庭是指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由亲
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 



当代无子女的丁克家庭



   婚姻是家庭产生的重要

前提，家庭又是缔结婚姻

的必然结果。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婚姻家庭的和谐稳
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一封奇怪的公开信 

亲爱的儿子： 

       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是我的儿子。虽然，自
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之后，
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从扛着行李陪你去大学
报到，到挂蚊帐缝被子买饭菜票甚至教你挤牙膏，这一切，
在你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你甚至感 觉你这个不争气的老爸给 
你这位争气的大学生儿子服务，是一件特沾光特荣耀的事。
的确，你考上大学，你爸妈确实为你骄傲。虽然现今的大学
生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但这毕竟是你爸妈几十年的梦想。 　　



        我们那阵，上大学不是凭本事考的，要看手上的茧子和出身成分，
有些人还要用贞操和人格去换。这也就是我们以你为荣的原因。然而，
你的骄傲却是不可理喻的。在你读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们收到过你的
3封信，加起来比一份电报长不了多少，言简意赅，主题鲜明，通篇
字迹潦草，只一个“钱”字特别工整而且清晰。

        你说你学习很忙，没时间写信，但同院里你高中时代的女同学，
却能收到你洋洋洒洒几十页的信，而且每周一封。每次从收发室门口
过，我和你妈看着你熟悉的字却不能认领。那种痛苦是咋样的，你知
道吗?

        后来，随着你读二年级，这种痛苦煎熬逐渐少了，据你那位高中
同学说，是因为你谈恋爱了。



        其实，她不说我们也知道，从你一封接一封的催款信上我们能感
受到，言辞之急迫、语调之恳切，让人感觉你今后毕业大可以去当个
优秀的讨债人。
        当时，正值你妈下岗，而你爸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你出入卡拉
OK酒吧餐厅。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仅没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
来了一封长信，大谈别人的老爸老妈如何大方。你给我和你妈心上戳
了重重一刀，还撒了一把盐。最令我伤心的是，今年暑假你居然偷改
入学收费通知，虚报学费。这之前，我在报纸上已看到这种事情。没
想你也同时看到这则新闻，一时间相见恨晚，及时娴熟地运用这一招，
来对付生你养你爱你疼你的父亲母亲。
        虽然，得知真相后我并没发作，但从开学到今天两个月里，我一
想到这事就痛苦，就失眠。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病，病根就是你——我
亲手抚养大却又倍感陌生的大学生儿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
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家庭美德，是指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

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大学生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主题：大学生恋爱的利与弊

弊大于利？利大于弊？

（一）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1）大学生谈恋爱的利处：
    A  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了解对方。
    B  人的正常的生理需要。
    C  进一步认识自我，不断成熟。
    D  增加自信与乐观。
    E  宝贵的人生体验。



• 2）大学生谈恋爱的弊端：

• 首先，自由度下降，社交范围缩小。

• 其次，顾虑烦恼增多，影响学业和发展。

    恋爱分为三个时期：

        初恋的时候有顾虑的烦恼；

        稳定期之后有猜疑的烦恼

        进入热恋期有冲动的烦恼

    失恋后心理失衡



• （1）恋爱到底是否为了结婚？
（2）在乎曾经拥有还是天长地久？
（3）爱与被爱的痛苦。

•  (4) 选择的痛苦

再次，涉世不深，心理不成熟，成功率低。



网恋现象增多 

女大学生网恋魂牵梦绕 



最后，消费过度，加重家庭负担



3、摆正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

两人世界
与大世界

学业

事业

爱情



不能误把友谊当爱情：处之有度



不能错置爱情的位置



不能片面或功利化对待恋爱



功利化的恋爱表现在
（1）把爱情当作——一张表格 
（2）把爱情当作——一张饭票 
（3）把爱情当作——一个阶梯



不能只重过程
不顾后果



不能因失恋而迷失人生方向
 所有的恋爱不可能没有矛盾和摩擦，也不可能100

％成功。

 失恋了怎么办？



•（1）失恋不失德。

•（2）失恋不失态。

•（3）失恋不失学。

•（4）失恋不失命。



恋爱简单，真爱难求！ 
愿同学们付出真心，收获真爱，

爱情路上一路走好！



（二）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三、弘扬家庭美德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家风是什么？

• 家风：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一个家庭的风气

•           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是给家中后人们树立的价值准则。

• 家风载体：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家里的故事，一段家庭的记忆



• 古代家风：五常八德
•        五常：仁义礼智信
•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 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让梨
• 岳母刺字：精忠报国
• 吉鸿昌：做官不许发财
• 曾国藩：治家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江南第一家
• 在位于浙江浦江县城东郑宅镇镇中心

• 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自南宋至明代
中叶，十五世同居共食，和睦相处。

• 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
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的
家规，历宋、元、明三代，长达360多
年，出仕173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
无不勤政廉政。

•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太祖朱元璋赐
封其为“江南第一家 ”。时称义门郑氏，
故又名“郑义门”。



•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朱子家训





• 古代有云：有家规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之家

• 有家规家训的家庭，属于豪门贵族之家

• 有家规家训家风的家庭，属于王侯将相之家



第四节    个人品德



一、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特点：
     其一，实践性。
     其二，综合性。
     其三，稳定性。



LOREM IPSUM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个人品德的作用

个人品德对道德和法律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个人品德是个人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
个人品德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主体精神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
 学思并重
 省察克治
 慎独自律
 积善成德
 知行统一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道德模范学习

 道德模范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典范，反映了社会发展
进步的时代精神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数模范人物以自己高尚
的品德和先进事迹鼓舞和鞭策了一代又一代人

 大学生应当将道德模范人物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成长道路上
的良师、追求全面发展的榜样



案例： •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文花枝事迹

（原湖南省湘潭市新天地旅行社导游） 

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
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自觉远离低级趣味，
抵制歪风邪气

脚踏实地，敢于担当

持之以恒，善始善终





• 主动帮助他人

什么是道德行为？



所谓的“道德绑架” 可能是在用圣人或超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

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 

比如，要求一个军人舍身救人，否则就要谴责；

要求一个富人掏钱支持希望工程，如果不掏就要谴责......

什么是道德绑架 ？











道德绑架又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传统观念因素

制度缺陷

媒体舆论的介入



中国传统观念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讲究道德的社会，人们对道德力量的
恐惧有时候胜于对法的力量的恐惧。中国人向来有
“吃大户”的思想。
就拿马云被逼捐来讲，实际上马云赚的钱已经交税
已经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然而却屡屡出现强迫捐款
的事情。
富豪与捐款没有必然联系，逼出来的好人好事毫无
意义。



制度缺陷

在道德层面缺少法律规定。
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甚至有时是超
过法律的存在，因此律法中缺少明文规定，这使得
道德的遵守必须靠自觉，靠舆论。



媒体舆论的介入

在这个信息时代，有关道德的舆论其实具有夸大、扭曲、
捏造事实的“功能”，道德绑架之所以容易得手，在于
强调群体和统一价值观的社会中，大众较容易受此舆论
的引导而失去理性的判断力，有时候，盲目的批评、质
疑、呼吁一波带动一波，舆论的力量积蓄直至爆发，让
当事人难以招架。



    胡适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
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
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
国家。
    道德可以影响和感召他人，但不能绑架，绑架是更大的不道德。
    道德一旦被绑架，就会被许多炫耀崇高塞进个人卑劣念头的人利用。
由于打着道德的旗号，慷慨激昂得让人不易识破，这是应当警惕的。
    如果想用道德约束他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无疑是最大的不道德。
懂得尊重，才是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
各有各的三观和苦衷。其实，每个人做好三件事就够了：知道什么是对的；
去做；不强迫别人去做。



遵纪守法

保持善心
保持独
立思考
的能力

作为一名大学生   面对道德绑架



“

”

项目八：寻找“好家风”
• 围绕寻找一句好家训、记载一段好家规、讲述一代好家风

• 在传统文化中找寻素材，例如名言警句等，用书法（毛笔、硬笔）、画作

（国画、漫画、速写、海报）等形式表现出来，一人一副作品

 创作、演唱一首有关好家风的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