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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 万紫千红正是春
本报记者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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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好 思 政 教 育 ， 教 育 者 首 先 要
“实”起来。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
道。面对正处于“人生灌浆期”的青少
年，教师应该首先明白怎样当好老师的
道理，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学校要通
过师德师风建设，严把教师聘用培养考
核政治关，严格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等
措施，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教师要主动担负起学生健康
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使命，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
者、模范践行者，引导学生争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是教学要“活”起来。移动互联时
代，信息的海量、快捷，传播的互动、平等，课
堂教学的传统权威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首先是思政课教学要生活化，教师要
掌握年轻人的特点，把理论性、思想性和趣
味性结合起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
次是教师要鲜活表现形式，既要善于把身
边的小人物、微事件讲透彻，也要运
用“互联网+”思维，把深刻道理通过
创新的语言表达和新媒体手段讲鲜
活。再者就是邀请校内外名师大
家，让大家讲“家常话”、让经典
讲“百姓话”，“引爆”优质资源增
强内容吸引力 ，鲜活课堂。

（本报记者 王强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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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共培训思政课教

师20余万人次

有关部门每年组织培训

2000人次

全国现有思政课
教师近7万

高校思政工作成效显著

中青年教师已成
为思政课教学的

主干力量

2015年

全国高校有专职辅

导员13万多人

兼职辅导员

5万多人

“易班”共建高校成员

单位已达28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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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是能赋予人家国情怀的。它不是说教，不
是所谓洗脑，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
历史。我们说要培养最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即是学
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他要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在哪
里。你可以说是养家糊口，但是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高
度上来说，每个人尽职尽责地工作、每个人的小目标，
最后汇聚成一个大目标，就是中国梦。思政教育强调的
就是这一点。

做好思政教育，好老师是关键，学校也要想办法创
造条件予以支持，比如是不是可以就近去一些红色教育
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现场教学？以前有的地方
思政教育效果不明显，很大的原因就是把学生拴死在课
堂上了，老师也不注意发挥，照本宣科，把思政课上成
了满堂灌，谁会听得进去？所以要加强实践教学和第二
课堂活动的锻炼。实践出真知，学生从思政课中受益
了，才会真心喜爱，才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本报记者 高靓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峰：

2016年底，随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思政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
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如何上好思政课？如何搞好思政教育？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和思政工作者广泛探索，大胆尝试，在思政教育上取得累累硕果。

代表委员说代表委员说

你能想象在思政课的课堂上，
出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样专业的法律名词吗？

在复旦大学思政教师张晓燕的
课堂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不
是“思修”教材的内容。在讲教材中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时，为了让学生们从学理上理解法
律体系，张晓燕加入了相关概念。

对教材内容加以丰富和拓展，
是复旦思政课团队这些年着力进行
的工作。针对 4 门思政课，他们编
写了 4 本辅学读本，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教材精髓。

“过去的讲课方式太规矩，老师
照本宣科，而且很多内容都和中学
教材大同小异，经历过高考的大学

生对此都很熟悉，兴趣不大。”复旦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顾钰民已经上了快 40 年的思政课，
他说，老师再也不死拿着教材上课，
是思政课吸引学生的重要之举。

近来，一批“中国”系列课程在
上海高校涌现：大国方略、创新中
国、人文中国、智造中国、读懂中国、
中国道路⋯⋯这些课程不仅强化显
性思政，将传统的思政课上出新面
貌，而且细化隐性思政，深入发掘通
识课、专业课的育人资源，以活泼的
课堂组织形式、生动的案例和对于
国情的贴切把握，赢得大学生热捧。

在全国，教育部门大力推进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实现全
覆盖。教育部着力规范思政课国家
统编教材统一使用，指导有关专家
编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
列用书”，目前全套 14 种已出版（含
在印）13 种，全面覆盖本科 4 门思政
课。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
系创新计划》，修订完善了《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等文
件，对全面推进思政课综合改革创
新和建设发展作了全方位部署。

一门思政课，数种辅学书1

思政教育，正在改变过去一板
一眼、老气横秋的面貌。在一些学
校，思政课成为学生热捧的课，思政
教师成为学生心目中的“男神女神、
校园名嘴”。

2016 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
政教师徐川在微信上“火”了一把。
他的个人微信号“南航徐川”推送了
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文章，语言诙谐幽默，感情真
挚动人，理想信念坚定，阅读量很快
达到 10 万+，并陆续被 300 多个微
信号转载。

10：1，是徐川的党课大受欢迎
的秘诀。

每次上党课，徐川都认真对待，
按他自己的话说：“我永远都是以
10：1 的比例来备课，也就是说，1 个
小时的课堂内容需要 10 个小时的
课前准备。”

他的每一堂党课，没有说教，没
有照本宣科，用当代大学生所喜闻
乐见的故事、话语，讲述他们身边的
故事，结合大学生的需求讲道理。

如徐川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反思，“我们在这么多年
的教育中失去了对历史的兴趣和对
选择的敏感，其实历史全是细节，历
史全是故事，历史充满悬念，历史波
谲云诡”。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人们
逐渐达成共识，要提高高校思政课
的质量和水平，一方面，要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
新最新成果切实转化为各学科的学
理，转化为各学科的方法论，转化为
思政课教师的话语体系。另一方
面，要把握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的核心内涵，使思政课的内容和
方法从天上回到人间、从空中回到
地上、从文本进入学生心中，内化为
学生实践的方向和准则。

为拓宽思政教师队伍，各地也
在尝试引入校外智力资源。2015
年，山东开始尝试高校思政课特聘
教授制度。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
视员韩延明即是这样一位思政课特
聘教授。受聘后，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悄悄到大学里去听思政课”。
他发现，教师讲得很卖力、很激动，

一些学生却有的看小说，有的听音
乐，还有的玩手机。于是，韩延明花
费半月时间，为学生精心准备了数
万字的“论大学精神”系列讲座。整
个讲座没有一句说教，但是，每名学
生都听得有滋有味，效果奇佳。

2016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
推进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
教授制度的通知》，提出有条件的地
方和高校可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特
聘教授岗位，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
者、党政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等担任
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并要求校
领导要带头讲思想政治理论课。

多措并举之下，思政课教学的
主干力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据
统计，全国现有思政课教师近 7 万
人，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不断加大，自
2005 年以来，各部门共培训思政课
教师 20 余万人次。全国高校有专
职辅导员 13 万多人、兼职辅导员 5
万多人。无论是思政课教师队伍，
还是辅导员队伍，党员比例不断提
高，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
构不断优化。

高校思政教育改革轰轰烈烈的
同时，基础教育的思政教育也在不
断创新。业界早有共识，思想品德
教育不能割裂，不能时断时续，不
能超越学生年龄认知水平。各个年
龄段、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品德教
育应该一以贯之。要结合不同年龄
段的认知水平开展相应的教育，层
层深入，才能更好地入脑入心。

2016 年是长征胜利 70 周年。
这一年，各地中小学纷纷举行以长
征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向
红军纪念碑献花、重走长征路、唱
响长征组歌⋯⋯丰富多彩结合实际
的活动中，无数中小学生在先辈们

的一往无前中感悟到理想信念。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关

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
的意见》，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活动
形式，取得良好效果。各地开展的

“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我爱我的
祖国”“永远跟党走”等主题实践活
动，鼓舞激励了无数大中小学生。

互联网正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思政工作也不例外。借
助“互联网+”的春风，高校思政工作
方式愈发多样，愈发贴近年轻人心
理。教育部鼓励高校借助

“互联网+”开展富有特色

的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活动。目前，主
要提供教育教学、进行大学生思想教
育的学生网络互动社区“易班”，共建
高校成员单位已达282所，学生注册
用户达450万；实施中的“大学生在线
引领工程”，共建单位达538个，学生
注册会员485万。在此过程中，围绕
构建“一体两翼”网络阵地新格局，全
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组织机
构和工作机制也在不断
完善。

思政教师成为“校园名嘴”

全方位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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