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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课0应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

黄柯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社会科学系, 江西 南昌  330034)

     [关键词]  / 两课0教学;网络道德;法制观念

     [摘  要]  / 两课0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学生的

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选择能力, 使其自

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和各种诱惑,用逐渐成熟的眼光看待网络社会的各种现象,是/ 两课0教育教学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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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for collage stu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wo Courses
Huang Ke

( Social Science Depar tment , Nanchang Institute of A eronautical echnology , Jiangx i , Nanchang, 330034)

Key words:Tw o Courses teaching; Internet morality; Legal idea

Abstract: Two courses ar e the main ways and key fronts to the education on Marx ist theo ry and ideology politics. In the new situa-

tion, the new tasks tw o courses teaching face are that we should streng then the internet moral and leg al education for collage stu-

dents, educate their subject and self-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improve their judgment inference and choosing capacity so that they

can conscientiously resist all sorts of unhealthy t houghts as w ell as temptation and develop rather mature view points on various phe-

nomena in internet society.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崛起和迅速普及,网络社会已基本形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 12次

5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6显示,截止到 2003年 6月 30日, 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总数已达 2572万台,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9. 5% ,是 1997年 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 29. 9万台的 86倍;网民数量已达到6800万,

其中 35岁以下者占 83. 7% , 18至 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 达到 39. 1%。可以肯定, 这些 18至 24岁

的年轻人中,在校大学生为数不少。在虚拟的网络社会里,人的自主性、独立性高度实现。由于网上的人和

物都是虚拟的, 摆脱了真实的环境,且具有一定隐蔽性,他们往往会因行为缺乏约束而趋于放任,极端者甚至

利用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大学阶段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自律意识, 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

和选择能力,使其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和各种诱惑, 用逐渐成熟的眼光看待网络社会的各种现象, 是当前

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而又艰巨工作。/两课0教育教学应有时代性,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不良行为, /两课0教

育教学应该把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两课0教育教学的新任务,也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

1  思想道德修养课应担负网络道德教育的重任

2003年 2月,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颁布的5普通高等学校/两课0教学基本要求6在思



想道德修养课的要点中指出: /大学生要在学校、家庭、社会各个领域中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 积极实践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自觉遵守科技道德、网络道德、环境道德等, 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0其中, /网络

道德0已经作为一个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网络道德0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网络道德就是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它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的,是现实社会及网络社会对网络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网络道德教育,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一定的方

式使人们接受和遵循网络道德规范体系要求的活动。网络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虽然/网络道德0这一词早就提出,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统一、普遍认同内
容。2001年 10月 2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其中明确提出/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

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 共同建设网络文明0。为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联

合向全社会发布了我国第一个网络道德自律的正式文件 ) ) ) 5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6, 公约重点强调了
/五要五不0,即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 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 不随

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虽然公约没有法律约束

力,但必将对广大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为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起了一定的指导

作用。笔者认为,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应立足于传统道德的教育,在保持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体系不变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网络多元文化的价值冲突中,信息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目前,国

际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 绝大多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以资本主义政治思想,诋毁、侵蚀着社会主义

的意识形态,利用所谓的/人权、民族、宗教0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这些恶意的政治宣传,冲击着大学生尚
未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易动摇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淡化民族意识。对此,我们除对网络信息把关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方向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引导大

学生以批判的精神对待网络信息,增强其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抗干扰力和自身免疫力,自觉抵御西方

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侵略。

第二,强化诚信教育。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目前还无法监控互联网的信息提供者绝对真实地传

递确切的、可靠的信息,所以网络信息并不全是真实的,其中有相当多的信息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有的甚至成

为一部分人获取财富和情感的欺骗的手段。固然人们出于各种考虑可以在网上不直接使用真名实姓,但绝

不能以虚假的信息欺骗交往对象,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感情,损害他人的人格。如果网民都传播虚假信息,那

么必将产生网络信任危机、丧失网络功能。面对信息不可完全相信的网络,我们应教育学生要树立高度的诚

信,而不应当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进行网上交际和传递信息;教育学生要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保持真诚不撒

谎,共同维护和提高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使网络生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

第三,培养大学生网络文明观念。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 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网络中存在双重

人格,他们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道德要求不一样,实行的是双重道德标准,网络言行随意放纵,极

度张扬个性,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启齿的庸俗、下流的脏话,在网上可以口无遮拦, 心无顾忌,肆意宣泄。

这些不文明语言侵蚀网民的思想, 冲击着人类文明, 影响恶劣。所以我们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

育,使其言谈举止都要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份,真正做到有知识、有修养、语言美、行为美;强化对网络和现实

两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共同促进网络社会清洁、有序、健康、向上发展。

第四,加强自律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是网络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网络道德教育的最

终目标。网络世界很精彩,但对浏览内容的选择是由主体意识决定的。防火墙和过滤软件等只是一种手段,

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对内容的选择、取舍,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们的教育的实效性。根据我国网

络的发展现状和已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大学生的自律教育。教育他们应当严格自

律,积极履行维护网络信用的责任,对自己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和传递的信息负责。对于自己不能准确判定的

事物、观点和现象,不在网上随意评论, 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浏览不健康网站, 不传递来路不明、是非模

糊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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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基础课应突出网络法制教育,培养大学生网络法制观念

法制观念是指人们关于法现象的思想、知识、心理的统称, 是人们认识、遵守和自觉维护法制的思想意

识,属于法律意识的范畴。法制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其特有的内在结构

是由法制认知、法制情感和法制评价三要素组合而成的。一般来说, 法制观念的形成有两种形式。首先,法

制观念是在法律规范与人们利益和需求的矛盾过程中产生的;其次, 法制观念是人们在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与

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制观念表达了人们对法制的理解和把握, 情感和评价, 意向和要求,信仰和追求。

加强法制,从根本上说,要从强化人的法制观念入手。人们的法律行为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支配下进行的。虽

然法律制度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但在实际生活中, 法律制度往往不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直接作用于人

的行为的是其法制观念。法律制度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形成法制观念,然后去指引人的行为。

作为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法律基础课,应该承担起培养大学生网络法

制观念的新任务。加强网络法制教育的前提是网络法制内容/进教材0, 即在教材中增加网络法律法规和预

防网络犯罪教育的内容;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总体介绍、各章渗透0的教学方法,向学生全面传授网络法律法
规的规定, 让学生了解在网络行为适用的法律法规, 以及任何触犯这些法律法规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

裁。

首先,作为法律基础课教师,应该关注网络立法动态, 把最新的网络法规、管理规定等及时向学生传达。

网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针对网络违法犯罪问题,我国

在信息技术方面制订了许多相关政策和法规,为有效地打击/涉网0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从 1994年至今,

我国制定的涉及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已达三十余部(件) , 1994 年通过了5计算机信息案例保护条例6,

1997年我国新修改的5刑法6增加了计算机犯罪的有关条款, 1997年 12月由公安部发布了5计算机信息网络
国际联网案例保护办法6, 2000年 12月 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19次会议通过了5关于维护网络安全和信

息安全的决定6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对于有效地控制网络信息发布,维护网络安全起到了一定的规范

作用。教师只有在政府加强立法管理的基础上牢固树立网络法律意识, 才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网络法制教

育。

其次, 在宪法、民法、刑法等章节的教学中渗透。如: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0,电子邮件是网络条件下的新的通信方式,同样受法律的保护,任何非法侵入他人计

算机的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讲授刑法时应结合网络诈骗、制造与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网络犯罪; 讲授民法

时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法学具有知识性、逻辑性强的特点,为了避免法律条文的枯燥,

要采取多种形式,力争使课讲得生动,注意运用案例教学。精选案例, 选择那些在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或是

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有关网络违法犯罪的案例,特别是发生在大学生中的典型案例,使大学生产生心灵的震憾

和刻骨铭心感受。经过分析讨论来加深印象,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

/网络无边、规则有限0。高等学校为防止大学生的网络不文明或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而采取禁止大

学生上网的做法,有悖于时代的发展,是/因噎废食0。只有加强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 不断提高学生的
辨别能力和抗诱惑能力, 使其充分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主观能动性, 自觉自愿地遵守网络社会规范,才

能真正成为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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