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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5.71% 有 15字相似

一、理想信念在人生中的具
体含义不同于物质上看得见、
摸得一、理想信念在人生中
的具体含义 不同于物质上看
得见、摸得着的需求，理想
是我们精神上不可
2

73.08% 有 56字相似

上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
理想是我们精神上不可或缺
的一种思想。在我们的人生
当中，理想更倾向于是对自
己未来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是我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在奋斗目标中的具体表
现。它仿佛是指引我们在大
海中航行的导航标，让我们
清醒的航行在“人
3

77.27% 有 23字相似

引用出处 / 出处片段
真、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 王伟;- 2013

引用
否

环城路中队 王伟 通过教育,使全体官兵了解掌握理想信念 的基本含义，人
生价值观的正确含义， 认清理想信念在人生历程中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问题研究 范成功

否

理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
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社会转型背景下民办高校学生理想信念状况透析 唐秋香;-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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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标，让我们清醒的航行在
“人生”这一片汪洋当中，
不会迷失。而信念同样与理
想一般是人们特有的一种精
神现象。信念是人们在一定
的认知上形成对某种思想或
事物坚信不疑的精神态
4

93.55% 有 32字相似

中，不会迷失。而信念同样
与理想一般是人们特有的一
种精神现象。信念是人们在
一定的认知上形成对某种思
想或事物坚信不疑的精神态
度。拥有信念后，我们为理
想目标打拼的过程中会产生
巨大的精神动力。
5

65.52% 有 61字相似

的成功彼岸。 二、作为当代
青年的我们应该树立什么理
想与信念 在当今已彻底迈入
科技创新的时代，我们大学
生应当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坚定的理想信念，
需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
6

94.74% 有 41字相似

科学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坚定的理想信
念，需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
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上。马
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
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近代以
来中国历史
7

63.89% 有 38字相似

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
解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
深刻把握上。马克思主义作
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
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
人民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
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科
学体
8

98.00% 有 53字相似

“理想，是与奋 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可能的信念;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 精神
现象，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是

简述理想、信念的含义和理想信念在人生中的作用？_百度知道

否

信念的含义： 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
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时代主题 李东坡;- 2012

否

一、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时代主题 大学生
信仰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结合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基础--大河网

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_百度文库

否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
章 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这是中国社会

2018年教材+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p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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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民长
期探索的历史选择，也是由
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科学体系、
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巨大的实
践指导作用决定的。大学生
只有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信仰的前提之下，才能真
正确立
9

90.54% 有 80字相似

义严密的科学体系、鲜明的
阶级立场和巨大的实践指导
作用决定的。大学生只有在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确立
崇高的理想信念，在错综复
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
明确方向，更好的为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作出更大的贡
献。尽管马克思主义听起来
十分深奥，可实际上却也并
非如此。我们的一
10

55.20% 有 136字相似

知求真的过程中，马克思主
义思想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帮助着我们。我们学习科学
知识，了解历史科学痕迹，
掌握科学观点，而这些却是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
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
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
验的科学总结”与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建立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基础上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而实现的。而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正好体
现在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国家层
11

61.05% 有 102字相似

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
础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而实现的。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正好体现在特
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
层面的民主上，国家施行的
一系列民主的政策，正是是
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一切为人民，一切相信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谋利益的最好体现。 当
然，我们能树立大层面的理
想固然可贵，但是也不能缺
少一些近
12

76.56% 有 75字相似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历史

2018年教材+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ppt-m...

否

大学生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才能真正确立崇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_百度知道

否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_百度知道

否

（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
足点和出发点，即始终站在人民

联系历史与现实。浅谈当代大学生对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认识-豆
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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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可以是强烈的目的性能
让我们在理想这条路上不至
于迷失道路。理想是多方面
和多类型的，根据我们不同
的定义标准，可以细分为几
大类——个人理想、社会理
想、近期理想、远期理想、
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
理想和政治理想等。这些不
同类型的理想其实彼此间相
互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人
一生的
13

72.73% 有 23字相似

型的理想其实彼此间相互联
系，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一生
的目标追求。我们应该选择
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想
加以实现。相对于理想，信
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
机统一体。如果信念扭曲
14

90.48% 有 24字相似

生的目标追求。我们应该选
择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
想加以实现。相对于理想，
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
有机统一体。如果信念扭曲，
则理想可能也会十分灰暗，
又或者毫无理想可言。所
15

55.56% 有 19字相似

们的理想道路上将充满阳光
和温暖，更好的实现我们的
人生价值。 三、如何理解理
想信念在我们人生中的作用
理想信念简单来说可以分为
以下作用：明确奋斗目标、
提供前进动
16

60.00% 有 11字相似

下作用：明确奋斗目标、提
供前进动力、升华精神境界
三大方面。 理想信念明确奋
斗目标。人生是一个在实践
中奋斗的过程，要使我们的
生命富有意义，就要依
17

83.67% 有 53字相似

提供前进动力、升华精神境
界三大方面。 理想信念明确
奋斗目标。人生是一个在实
践中奋斗的过程，要使我们
的生命富有意义，就要依靠
科学理想信念的引导，沿着
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理想
信念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定
向器，一旦确立就能让我们
精神振奋

从不 同的角度，可以把理想划分为许多类型：从理想的时序上划分，理想
有长远理想和近期理想； 从理想的内容上划分，理想大体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 于学燕

否

我们应该坚信，世界历史最终必定走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的基本思想，时刻以马
克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心理机制 张俊;王永丽;- 2010

否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建立在一定的 认识体系的基础上,是
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张露

否

“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科学含义，对于我们在新
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种意识\"谈谈什么是合格的党员_百度知道

否

同学们在大学期间，不仅要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实践才干，更要坚定，科
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明确作人的根本。

树立远大理想对军事人才的成长有何意义_百度知道

否

人生是一个在实践中奋斗的过程.要使生命富有意义,就必须在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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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9.14% 有 88字相似

有意义，就要依靠科学理想
信念的引导，沿着正确的人
生道路前进。理想信念是人
的思想和行为的定向器，一
旦确立就能让我们精神振奋，
方向明确，不管前面的道路
有多么曲折，会遇到多么复
杂的人生境遇，也能让我们
看到未来的方向和曙光，永
不迷失前进的方向。只有理
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
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
雨打，
19

88.89% 有 51字相似

生境遇，也能让我们看到未
来的方向和曙光，永不迷失
前进的方向。只有理想信念
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
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
也能排除万难，坚定不移的
为实现目标而奋斗。人的理
想信念，反映的是对社会和
人自身发展的期望。因此，
有什么
20

100.00% 有 24字相似

挠，不论风吹雨打，也能排
除万难，坚定不移的为实现
目标而奋斗。人的理想信念，
反映的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发
展的期望。因此，有什么样
的理想信念，就意味着以什
么样的期望和方式去改造
21

100.00% 有 44字相似

目标而奋斗。人的理想信念，
反映的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发
展的期望。因此，有什么样
的理想信念，就意味着以什
么样的期望和方式去改造自
然和社会，塑造和成就自身。
只有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
才能够正确阐释人生的意义、
奋斗的价
22

100.00% 有 11字相似

意义、奋斗的价值以及做什
么样的人等人一生中不可避
免的问题。 理想信念提供前
进动力。有志者事竟成，如
果我们能有一个崇高坚定的
理想信念，才会以惊人
23

71.43% 有 62字相似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是对还是错_百度知道

否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可以 使人的方向明确，精神振奋，不论前进的道路
多么

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

否

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
千难万险，<...

谈谈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豆丁网

否

人的理想信念，反映的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 期望。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_中华文本库

否

因此，有什 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意味着以什么样期望和方式去

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的意义有哪些？_百度知道

否

（二）理想信念提供前进动力 理想信念是激励人们向既定人生目标奋斗前
进的动力。

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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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才
会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
力成就事业。而相反的，如
果我们没有崇高坚定的理想
信念，就有可能浑浑噩噩，
在人生本就不多的时间里虚
度一生，甚至腐化堕落，走
上人生的不归路。无数杰出
人物之所以能在平凡的岗位
中作出不平凡的成绩，在艰
苦卓
24

77.38% 有 89字相似

生本就不多的时间里虚度一
生，甚至腐化堕落，走上人
生的不归路。无数杰出人物
之所以能在平凡的岗位中作
出不平凡的成绩，在艰苦卓
绝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创造奇
迹，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他们具有崇高坚定
的理想信念，从而具有锲而
不舍，源源不断的动力。 理
想信念升华精神境界。理想
信念作为我们构筑精神世界
的一部分
25

100.00% 有 11字相似

具有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
从而具有锲而不舍，源源不
断的动力。 理想信念升华精
神境界。理想信念作为我们
构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重
要性可想而知。崇高的
26

90.00% 有 32字相似

境界。理想信念作为我们构
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重要
性可想而知。崇高的理想信
念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升
华，从而得到更高的精神境
界。换句话说，理想信念是
我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也可
以是我们精神世界
27

66.67% 有 44字相似

华精神境界的力量，来克服
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座困
难大山吧！我曾经在一本名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
中看见过一句十分经典的名
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
首往事的时候
28

100.00% 有 56字相似

与此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有可能浑浑噩噩，庸
庸碌碌，虚度一生，甚至

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否

无数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在极其困难的
条件

理想信念与人生境界超越性的辩证思考-豆丁网

否

科学信仰的 精神力量可以说是目前人类具备的最稳定的精神力量，这是从
理想 信念升华出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也是人生境界培养的主要目标。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效性研究 李志刚

否

在崇高的精神世界里，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得到净化和升华，由此产生强烈
的归属感和驱动力，从而不断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俄苏文学“红色经典”在中国 陈钰

否

他们也知道雷锋， 知道张思德， 甚至也会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 他
们在课本里也学过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在老师的督促下会背诵保
尔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那一段话是怎样的。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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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www.copycheck.com

一句十分经典的名言——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
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
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
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
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
整个的生命和全部
29

100.00% 有 57字相似

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
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
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
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
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
奋斗。这个名言至今仍是我
的座右铭。这本书中的主角
保尔.柯察金一生为
30

61.54% 有 14字相似

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
解放而奋斗。这个名言至今
仍是我的座右铭。这本书中
的主角保尔.柯察金一生为自
己的理想信念而奋斗，甚至
不
31

56.52% 有 28字相似

我们最终成功的价值意义。
四、如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
酷的”，对于这句话我并不
太认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确存在着差距，但却并非如
此夸大。理想是需要建
32

60.00% 有 27字相似

身实现理想所要具备的能力
和知识，制定一份只属于自
己的计划表。计划就是明确
的方向，让自己充分了解到
自己的不足和所需。制定一
份良好的计划，也就定下了
接下来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
摆脱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那一段话是怎样的。_百度知道

否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

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的一句座右铭，然...

否

这句名言是我的座右铭，它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也让我受到了许多的启发。

青春电影社会建构的认同度研究 梁静艺

否

整体上，他们非常认同电影中展示的梦想世界的种种场景：无论是否有目
标有梦想，只要不断地努力，总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现实是残酷
的，青年人在寻找梦想Ｗ及创业过程中会遭遇十分多的艰辛，但正是现实
的逼迫才促使人们发奋向上

律师工作计划范文800字-豆丁网

否

人要学会常常总结自己，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反省不断进步的过程，计划和
总结也一样，有利于及时找到自己的不足并改正，有利于对自 己的计划进
行规划，给了人努力工作的动力，以下是律师工作计划范作为在校大学生，
大家都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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