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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隐藏于人类道德生活中的道德力量，道德记忆承载着集体道德承续的遗传基

因，提供着个体道德建构的生活原型。在道德记忆的视角下，道德教育是道德记忆承续、

建构与转化的过程，是人类道德具有持续生命力的重要保障，是个体形成道德认同、生成

道德智慧的关键。然而，当下道德教育正面临集体道德记忆承续式微、个体道德记忆建构

受阻、集体与个体道德记忆整合困难的危机。为此，道德教育应重塑道德记忆的教育价

值，通过萃取传统道德文化精华、回归个体道德生活世界、播种道德智慧的逻辑路径，充

分发挥道德记忆应有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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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得以接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一个集体或个人都离不开记忆，通过记

忆，集体或个人可以对抗遗忘，将已经发生的“过去”和正在发生的“现在”联系起来，

传承历史，启示当下，滋养未来。“道德记忆是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人类运用其记忆

能力对自身特有的道德生活经历进行记忆刻写的产物。”
①
 因此，道德记忆与记忆有着相似

的功能，是人类道德赖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按记忆的主体划分，道德记忆可分为集

体道德记忆和个体道德记忆。“集体道德记忆是在集体层面展开的，可以通过家庭、种族、

宗教、组织、团体、军队、阶级、国家等‘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体道德记忆是关于个

人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是一个人的私人性记忆活动。”
②
 道德记忆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

值，是道德教育的内生力量。基于道德承续、道德建构与道德整合的需要，我们应构建关

注道德记忆的道德教育，引领道德教育承续集体道德记忆、扎根个体道德记忆、促进集体

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和整合，从而实现伦理教化在时空中的传递，实现个体与群体的有

机统一，实现道德认同而达致道德信仰。 

 

一、道德教育:道德记忆承续、建构与转化的过程 

 

“德育过程的本质是在活动和交往中，教育者借助一定的教育手段，把一定的社会思

想、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思想品德的过程;也就是说，德育主要是道德的社会继承过

程，或道德的社会传递过程。”
③ 由此，道德教育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在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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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道德教育应实现社会道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承续和传播，从而推动社会的伦理教化;

在微观层面，道德教育应促使个体完成自我道德建构和自我道德发展。道德记忆作为人

类道德生活刻画在人大脑中的印记或印象，自然承载着宏观层面集体道德承续的遗传基

因，也提供着微观层面个体道德构建的生活原型，彰显着其不容忽视的道德价值和德育

作用。由此，从德育心理学层面看，道德教育是集体道德记忆承续的过程，也是个体道德

记忆建构的过程，更是在两者互动中实现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转化的过程。 

（一）道德教育是集体道德记忆承续的过程 

人类道德的发展建立在道德承续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道德文化的承续是道德教育的

重要目标。“所谓道德承续指的是在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人们立足于当下，以所处时代的

需求和价值取向为标准，对历史上或前人留下来的伦理道德精神、价值、理念、规范等资源

进行评估、选择并以批判继承的方式进行创造性转换，以为人的发展和完善服务的过

程。”
①
 古往今来，有人类群居生活的地方必有道德的产生和延续，道德文化的时空承续使

人类道德不断向前发展，并随着时代的更迭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此过程中，道德教育承

担着不可缺失的作用，它以其对道德文化的选择和重构能力，为道德承续提供着渠道和载

体，并以道德承续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培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人类的集体道德记忆承载着实现道德承续的遗传基因。理查德·道金斯仿照生物基

因“gene”创造了“meme”一词，来表达文化传播和复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就像生物体

的遗传一样，人类文化的“遗传信息”可以通过模仿的过程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递。
② 

由此，道德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够发生承续，其中一定具有“基因”信息，为道德

承续提供着条件和基础。道德记忆正是这种“基因”的重要载体，因为有了道德记忆的

存在，才使得人类过去的道德生活得以留存并持续发展。一方面，道德记忆利用其保持

和再现的功能，为捕捉与复制道德基因、承接与传递道德传统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撑，为

保持道德基因的活性提供了载体与通道。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的重要道德思想、道德

理论、道德实践模式等道德文化，正是通过道德记忆的刻画才得以实现分享与保留的。

另一方面，道德记忆具有选择的能力，它能够将道德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批判继承，与时代

发展同步的信息会被保留;与时代道德精神和道德实践相脱节的内容则被逐渐淡化与忘

却。正如有学者提出:“批判继承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继承，就没有道德的承

接，道德的历史就会中断;没有批判，就没有道德的创新，道德就会失去发展而止步不

前。”
③
 由此，集体道德记忆通过对“基因”的复制、传递以及选择性重构，实现着道德承

续，使道德发展同人类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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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道德记忆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和资源，道德教育也通过对集体道德记忆的承

续实现着促进集体道德认同的使命。集体道德记忆包含着人类在丰富的道德实践中经过

反复检验和证明的集体道德规范和要求，其中一些早已成为我们道德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存

在;同时，集体道德记忆更是一种承载着集体成员共同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它蕴含着能

够引起群体内成员产生情感共鸣的源泉，是构建群体向心力、构筑道德共识和道德认同的

精神家园。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集体道德记忆，传递集体道德

记忆承载的道德规范与要求，提升群体成员在心理上的归属感，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这是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方向。道德教育作为传递价值观念的主要途

径，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发展至今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正是通过代代相传的道

德教育，推动着优秀的集体道德规范得以延续，促使着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精神关联，使

得集体成员能够建立起感情和价值观上的共生关系，从而增强群体归属感，实现道德认

同。而倘若集体道德记忆在时空传递中出现中断，亦或集体道德记忆在传递中出现与事实

不符甚或扭曲的境况，则有可能使群体内成员失去向心力，出现离散危机。 

（二）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记忆建构的过程 

道德教育不仅是实现集体道德记忆的承续过程，同时也是促进道德个体进行道德建

构的过程。“个体道德的建构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内化社会道德规范，生成道德智慧，

促进道德人格发展的心理活动过程。”
① 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生成，是主体与社会道德

规范不断协调，在大脑中不断建构，并最终达成平衡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个体道德建构

的过程，也是个体道德经验根据社会标准进行重构的过程。道德教育正是促进个体按照

社会道德标准重构自身的过程，是一个双向性的赋有创造性的教育活动。在道德教育的

过程中，一方面，个体会利用直接或间接的道德经验、道德知识作为大脑中对道德的最初

理解，来迎接新的道德教育知识，从而在大脑中进行建构;另一方面，这些被利用的、存在

于大脑中最初对于道德的理解，也会因为新的道德知识的涌入重新发生调整和改变。由

此，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的这一双向性的互动过程中完成个体的道德建构与重构。 

作为人的道德生活在大脑中的刻画，道德记忆为受教育者进行个体道德建构提供生

活原型。一切的道德教育都会指向人的道德生活，而人的道德生活经历只有进入记忆领

域，才能参与个体的道德建构。道德记忆作为个体的长期道德生活在大脑中的沉淀和积

累，包括个体道德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的道德经验、道德知识、道德情感等内容。道德记

忆构成了个体在未来进行道德建构的原型材料，参与个体道德建构的每一阶段，影响个体

道德认知水平，干预个体道德情感的形成和表达，对个体道德生活和实践产生着重要影

响。此外，个体道德记忆还具有人际之间的差异性，每个人的道德生活在性别、年龄、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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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等方面存在人际差异，因此会建立起不同性质的道德记忆。由于记忆具有选择性，

每个人会依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亦或价值追求而对道德生活经历进行选择性的记忆或

遗忘，所以，即使道德生活经历相似的两个人，道德记忆的内容也会出现差异性，道德建

构的起点也会不同。道德学习并不是从零开始的，道德记忆以它独有的方式提供着影响

主体道德生长的知情意行的先型世界，而道德建构的实质，恰是个体在整理脑海中原有

道德记忆的基础上获得转化、生长与发展的过程。 

道德教育通过个体道德记忆的刻画与重构而彰显其质量，并真正回归于人。个体道

德记忆的建构是道德教育的起点，也是道德教育的归宿。道德教育对个体道德记忆进行

刻画与重构的水平以及完整性程度都影响着道德教育的效果。首先，道德记忆所反映的

个体道德发展水平制约着道德教育，反之，道德教育是否以个体道德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

刻画与重构也彰显着道德教育的水平。道德教育只有站在道德记忆所反映的个体需要、个

体心性、个体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才能深入人心，推动个体逐渐向公德美德靠

拢，最终实现道德进化。其次，道德教育对个体道德记忆进行刻画与重构的完整性影响

着道德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岩曾指出，“人内部的道德环境是一个人道德认知、道德信

念和道德情感的综合体，内部道德环境越完善，人的思想道德的进步和提高就越明显。”
①
 

完整的道德建构，应关注三者在个体道德结构中的融合。如果道德建构只关注个体的道

德认知，忽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在道德学习中的支撑作用，忽视个体道德行为如何进行

生成和转化，而使德育变成单一的知识灌输，那么，道德建构就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以

致于个体在道德抉择和道德实践中可能会陷入迷茫和无措的困境。因此，道德教育质量的

达成，应注重对道德个体生命的凸显，注重对个体道德记忆刻画与重构的完整性。 

（三）道德教育是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转化的过程 

道德教育是实现社会共同道德思想个体化和个体道德思想社会化的统一过程。道德

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规范，自然地包含着个体根据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进行自主建

构的过程。唐凯麟、龙兴海指出:“个体道德实际上是社会规范影响和个人自主选择的结

晶，是社会共同意志和个人自由、社会道德必然和个体内在道德要求的辩证统一。”
② 在道

德教育中，当教育者所带来的社会公共道德信息传入个体大脑，与个体大脑已有的道德

信息发生作用时，如若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教育者带来的社会公共道德信息会被个体

所吸收和内化，这是个体内部道德信息发生量变的过程;如若两者不同质，抑或是不被个

体所理解，那么，教育者带来的道德信息便不能被个体所吸收。这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互动中实现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层级性转化的过程，就是个体道德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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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道德个体化的过程。个体正是经由这种不断内化、不断转化的过程，最终达至平衡。 

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是实现社会道德思想个体化和个体道德思想社

会化的必由途径。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

面，每个个体自出生之日起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逐渐社会化的生活使得个体产生的道德

记忆都来自于社会或集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记忆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集体道德记忆

也不仅是集体记忆的内容，还是人们用来回忆和认识事物的框架。由此，集体道德记忆为

个体道德记忆提供着“知识库”和背景意义，它使得个体能够从集体中获取、分享和重构

道德记忆。同时，个体道德记忆又受到集体道德记忆框架的制约和塑造，集体道德记忆

必须在与个体道德记忆相互联动的前提下，才能内化至个体的道德架构中，使得个体能够

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选择和运用集体道德记忆。另一方面，从记忆的本义而言，道德记忆

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道德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道德记忆的刻画与

重构为载体才能存在和承继。
① 因此，实现社会道德思想个体化和个体道德思想社会化既

要坚定集体道德的方向性指导，又要尊重个体的记忆选择，并促进二者之间的转化和整

合。 

道德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整合与转化。综上可

知，道德教育的过程是集体道德记忆承续的过程，也是个体道德记忆建构的过程，同时，

两者又统一在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过程中。道德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形成

道德认同，达成德育成效，就不能缺少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人道德记忆的转化和整合。一方

面，集体道德记忆为道德教育提供方向性意义，道德教育坚持集体道德记忆中传递的社

会和时代价值导向，可以促使个体在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互动中完成集体道

德记忆的承续，使受教育者能够在集体道德记忆的影响下进行道德实践，并最终达成民

族与国家的道德认同。另一方面，个体道德记忆为道德教育提供立足根本的依据，道德

教育关注道德个体的现状、关注个体道德记忆的人际间差异，可以促使个体在集体道德记

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互动中完成集体道德记忆的个体转化，提升应对道德困境的道德智

慧与道德能力。如若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出现集体道德记忆和个体道德记忆的错位或割

裂，则有可能引发道德认同危机，并直接影响道德教育效果的实现。 

 

二、危机解读:道德教育中道德记忆的承续式微、建构受阻与整合困难 

 

综上，道德记忆是道德教育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而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社会转型

等背景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道德教育呈现出集体道德记忆承续式微、个体道德记忆建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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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集体与个体道德记忆转化中断等危机。而这些危机，都将影响道德教育目标和质量

的达成。 

（一）集体道德记忆的放任自流:道德承续式微 

如上所述，集体道德记忆是人类道德能够保持传承性与连续性的保障。中华道德文

化正是在华夏各族人民道德记忆不断整合和重构中沉淀下来的结晶，对集体道德记忆的

承续是民族和社会通往道德认同的必由之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

加速，大量新兴道德文化观念与传统道德不断融合与交锋，国家和民族的集体道德记忆正

在经历着解构和重组，这将对社会道德秩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对集体道德记

忆的时代性承续显得十分重要，对国民集体道德记忆认同的建设也十分迫切。 

受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影响，许多西方价值观念不断涌入中国。市场经

济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多元的文化、价值、利益主体也正经历着冲突与碰撞，中华传

统道德文化面临挑战。集体道德记忆的放任自流导致许多存留于其中的优秀道德文化传

统观念或被传承，或被误解，或被中断，或被抛弃，集体道德记忆无法完整准确地被复述与

传递。如此，个体原本依赖的集体精神家园支离破碎，个体缺失归属感与信仰，从而引发

各类社会问题。加之新媒体的发展，颠覆了信息传播的途径与方式，其凭借自身的传播力

度和影响力，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集体道德记忆建构的规则，并通过选

择和重构信息的方式来消解民族的集体记忆，从而导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被削弱。正如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

的特性 /身份。”
① 因此，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道德教育如若不作为，集体道德记忆放

任自流，那么国家和人民将可能陷入离散的危机之中。 

（二）个体道德记忆的残缺迷失:道德建构受阻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对个体道德记忆进行刻画的过程。有效的

道德教育应该关注个体道德记忆，并基于个体道德记忆的内容、水平、结构和深刻程度采

取合理的道德教育方式和手段，而道德教育也将最终通过个体道德记忆的刻画与重构实现

自身水平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只有充分认识个体道德记忆唤醒、刻画与重构的规律，才

能将这些规律加以利用而实现最佳德育效果。人作为主体的需要是道德得以产生的根源，

道德功能也直接作用于人。道德实践作为一种精神实践，同样是出于人的自觉自愿的选

择。一切道德需要以人的掌握为中心，而个体又是掌握道德的最小单位。所以，道德教

育应以蕴含着丰富道德生活与体验的个体道德记忆为起点，不断促进受教育者由内而外

的自我发展、自我建构，并形成道德自觉。 

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道德教育呈现出对个体已有道德记忆缺乏关注、使个体道德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2 



 

记忆出现残缺迷失的状况。“长于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日益将道德看成是单纯的道德规范，

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的工具和手段;德行和价值的培养哺育正在日益让位于形式化的道德

说教。”
① 而这种说教式、形式化的教育方式，既缺乏对个体道德建构规律的有效关注，

又缺乏与个体道德生活的有效联系。这就使得道德教育无视“自我”早已存留于记忆中

的道德生活经历和道德体验，呈现出与道德“自我”相偏离、与“自我”道德诉求和道德需

要相疏离的图景，从而成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想当然”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压制

道德自我内在的自由自主，使道德自我发展所需的记忆内生受到阻碍，这对于拥有道德记

忆的受教育者而言并不适用，其结果只能是受教育者对规约的服从流于表面，无法形成内

在的道德自觉，无法实现自我内心世界的道德化。因此，外部道德规范的说教与灌输、形

式化的道德教育是不科学的，忽视个体道德记忆及其反映的自我的需要和诉求甚至与自

我背道而驰的道德教育是不合理的。在此情况下，再次对个体道德记忆进行刻画与重构

也是残缺的，会导致受教育者个体形成“片面的道德认知、疏离的道德情感、迟疑的道德

行为”，在面对道德现实问题时缺乏道德信仰、希望和能力。 

（三）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冲突:道德整合困难 

“道德整合是关于道德系统生成、延续和演化过程中的整体契合以及道德主体与时代

精神相呼应的活动与过程，以不断改善道德系统现实活力为根本目标，而其直接作用目的

是提高道德系统对内部要素和对外部环境的整合效力。”
② 因此，道德整合既是道德主体

大脑内部进行整理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背景下结合自身的道德生活经

历和道德需要做出的价值追求。道德教育要完成社会公共集体道德的有效传递、促进社会

公共集体道德的个体化，完成培养受教育者多方面道德能力的任务、实现受教育者形成自

主道德追求的目标，就要实施道德整合教育策略，将受教育者如何进行道德整合的问题放

在突出位置，促进受教育者的集体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与整合，实现集体道德记忆承续

和个体道德记忆重构的辩证统一。 

在多元化、信息化时代，多种价值观念充斥社会，加上个体自主性张扬，集体道德记

忆与个体道德记忆不断发生融合与对抗，道德整合出现困难。一方面，开放化、多元化的

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奇和机遇，但另一方面，因此而导致的大量具有差异性的道德观

念出现，又会致使社会道德分歧和矛盾的出现。在此背景下，集体道德记忆素材库快速膨

胀化与多元化，稀释了道德教育对集体道德记忆承继的影响，加之个体参与建构集体道德

记忆的意愿越来越强，导致集体与个体之间容易出现冲突与矛盾。由此，道德教育无论

是凭借“蛮力”还是“巧力”，自说自话、单向灌输的道德教育模式已然实效低下。此外，

 
① 陈亚平.道德的记忆[J].读书,2001(08) 
②
 孙小民.道德整合释义[J].齐鲁学刊,2015(01) 



 

道德教育中集体道德记忆的混乱与迷失，个体道德记忆的忽视与残缺，也使得集体道德记

忆与个体道德记忆产生冲突，从而导致道德转化受阻，道德整合陷入困境。而这种整合

的困难，一方面表现在个体身上，会使个体在面临道德抉择时陷入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的

冲突困境中，从而出现对集体道德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表现在教化关系上，这种冲突

和不一致会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引发受教育者道德智慧和道德信仰的缺失，使受教育者面

临道德行为失范等风险。 

 

三、路径寻求:重塑道德记忆的教育价值 

 

面对集体道德记忆的放任自流、个体道德记忆的残缺迷失、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

德记忆的转化受阻而导致的道德教育危机，我们应重新审视道德记忆的教育价值，唤醒

中华民族优秀的集体道德记忆，关注道德主体的个体道德记忆，促进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

道德记忆的转化和联通，从而使道德记忆这一内生力量得以显现。 

（一）记忆承继:道德教育应萃取传统道德文化精华 

基于集体道德记忆的功能和承续道德文化传统的时代需求，道德教育应注重对我国优

秀集体道德记忆的传承和弘扬，萃取蕴含于其中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国家和民族的优

秀集体道德记忆面临冲击和重构的多元时代面前，我们应倡导通力合作，认识到任何一种

道德体系都不可能在割裂道德传统的情况下凭空产生和持续发展。道德教育应运用符合

时代特征和受教育者心理特点的方式，来达成对优秀集体道德记忆的承续，从而培育出主

流的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层面，可以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来传播正向、正确的集体

道德观念，从而应对多元价值的矛盾;家庭、学校、社区应形成道德教育合力，共同促进良

好道德文化环境的建设。否则，如果集体道德记忆的框架在不健全的道德生态中搭建，并

且被大量低劣信息所侵占，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集体道德记忆的承续，要基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时代性选择与重构。在全球化、信息

化时代，培养兼备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与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是当代道德教育的时代

使命。因此，承续传统道德文化，并对之进行时代性选择和重构尤为重要。道德教育对传

统道德文化的承续，要突出“挖掘和传承”“选择和重构”的理念定位，保持高度的道德

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坚持古为今用，萃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取长补短，兼容

并蓄，并彰显主流集体道德记忆的地位和作用，重构道德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使道德承续

最终为人的发展和完善服务。具体而言，道德教育可通过道德文化课程的开设或利用校

园、教室、走廊等物理空间进行隐性的道德文化渗透，从而达到显性和隐性道德教育的双

重融合以及对传统道德文化选择性承续的功能。 



 

集体道德记忆的选择性重构，要坚持记忆的连贯性、真实性与共识性的统一。在主

流集体道德记忆的选择性重构中，我们应避免被重构的信息代入“记忆中断、记忆失真、记

忆割裂”的“歧途”之中。因此，道德教育应注意集体道德记忆传递的连贯性，从而避免

因“断章取义”等问题带来的文化误解;应保证集体道德记忆传递的真实性，从而使道德

教育中传递的主流观念进一步与个体在非主流媒介中获得的信息形成对照和印证，有利

于个体与集体产生道德记忆的良性互动;应确保传递的集体道德记忆具有共识性，那么道

德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更容易产生信息的共享，受教育者就会更加容易内化教育

者所带来的外部信息，使自身发生量变和质变。 

（二）记忆建构:道德教育应回归个体道德生活世界 

基于上述个体道德记忆的功能与作用，以及道德教育的人学取向，道德教育应基于

对个体道德记忆的关注回归至个体的道德生活世界，通过生活德育重构道德记忆并使之

由残缺走向完整。要实现受教育者个体道德记忆的准确、深刻、完整的构建，道德教育应

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摆脱单一的灌输式和说教式的德育方法，真正回归道德记忆产生

的根源——道德生活世界，使得道德教育从外在规范走向内在生成，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接

受教育的过程中贴合自身理解与实践，将正确的道德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回归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要以道德个体为核心，依据个体道德记忆所反映的道德生

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建立指向实现道德生活目标的道德教育模式。首先，道德教育的内

容应以个体的道德生活为核心，通过道德叙事等方法帮助受教育者说出自己的道德生活故

事和经历;其次，道德叙事方法的利用离不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对话，教育者应以

真实的、完整的、灵动的人格面对受教育者，并与之进行真诚地交往，引导其分享自身的生

活经验、成长经历，分享对道德知识、道德价值、道德理想等的理解。由此，教育者可根据

受教育者的不同个性、不同思想、不同需要、不同经验与不同情感给出指导性的关怀和帮

助;最后，模拟生活情境，使受教育者分别进行不同角色的情境体验，从而在其中自然地获

得道德认知，并学会道德模拟情境和真实情境的迁移。由此，按照“道德叙事－对话回应－

创造情境”的思路，通过受教育者对个体道德生活记忆的自然释放与阐明，真正推动道德

教育回归自我、回归生活。 

回归个体道德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更加注重个体完整道德能力的培养。完整的道

德记忆包括认知记忆、情感记忆和行为记忆，因此，道德教育要培养道德个体完整的道德

能力，应注重三者的融合和统一。以综合性道德实践活动为依托的道德教育，可以使受

教育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劳动以及与他人的合作沟通、人际交往等，获得道德认知、构筑道

德情感、养成行为习惯，并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这一载体使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情感和行

为相互贯通，融为一体，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完整道德能力的培养。而仅关注个体道德生活



 

世界的道德教育，可能会异化为浮于受教育者生活浅表的教育，形成受教育之间的“道

德态度”表演秀，
① 即一种在教育者的领导和管理下，受教育者按照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

进行的道德表演活动。个体完整道德能力的培养，是个体完整道德记忆的培养，是帮助受

教育者能够独立解决问题、自觉践行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回归个体道德生活

世界的道德教育，更应注重个体完整道德能力的完整性。 

（三）记忆整合:道德教育应播种道德智慧 

在多元而复杂的道德环境下，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冲突凸显。道德教育应

该维持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之间的平衡与张力，促进道德记忆的转化与整合，培

养道德个体在多元而复杂的道德生活中应对种种道德冲突与困境的道德智慧。“所谓道

德智慧，是道德主体运用道德知识、道德经验和能力对自己和他人、社会、自然关系的积极

的道德审视、道德觉解、道德洞见，并对他人、社会、自然给予历史的、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关系的明智、果敢的判断和选择。”
② 道德教育对个体道德智慧的培养，是促进个体走向

理性与自由、拥有智慧人生的重要保障，同时，道德智慧的获得，可以帮助个体道德敏感性

得到提升，使个体拥有睿智的眼光和脑力实现集体与个体道德记忆的有效整合，并运用自

身的道德能力灵活应对各种道德危机和道德困境。 

指向道德智慧的道德教育应该注重道德思维的培养。有学者曾提出:“在道德实践

中，受教育者只有通过道德思维的作用，才能够把‘死’的道德知识转化为‘活’的道德智

慧，以获得应有的道德能力。”
③ 因此，道德教育应关注道德能力对受教育者道德实践的

重要性，使之学会运用道德思维进行道德记忆的整合。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思维的训

练，一方面可以通过道德辩论法的运用，使受教育者置身于道德两难问题之中，参与

思考，参与决策，并在与他人进行价值观点的碰撞中学会化道德知识为道德智慧，学

会反思个体道德记忆与集体道德记忆之间的差异，从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

择;另一方面，运用换位思考法，促使受教育者通过人际间的相互交往和理解达到提高

自身的道德转化利用能力、道德敏感性、思维灵活性的效果，从而推动受教育者道德

整合能力的提高。 

指向道德智慧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个体道德情感记忆与集体道德情感记忆产生

共鸣的基础之上。道德情感是道德智慧生成的基础，也是一切道德形成、转化和发生的动

力因素。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转化需要道德智慧的参与，而道德智慧的激发

需要以道德情感的激发为基础，需要集体道德情感与个体道德情感产生共鸣。因此，道德

教育可以通过节日活动、仪式庆典或参观古迹等蕴含集体道德记忆、能够激发集体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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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治洋.从道德态度到道德能力——兼论道德教育实践的改进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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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茂聪.道德智慧:生命的激扬与飞跃[J].教育研究,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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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媒介形式，促使受教育者亲身体验、思考和感悟其中蕴含的集体道德记忆，并通过教

育者的情感渗透唤醒个体道德记忆，建立起个体道德情感和集体道德情感的连接点，使个

体道德情感与集体道德情感产生交互、整合，进而形成正当的情感反应和情感认同，最终

为集体道德记忆与个体道德记忆的整合提供情感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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