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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是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性课程，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搞建
设，其理念、内容和形式都需要与
时俱进。如果思政课不积极改革创
新，而总是照本宣科、填鸭式满堂
灌的话，就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更难以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
唯有创新，思政课才能“活起来”，
进而“火起来”。

如何让原本枯燥的思想政治教
育直抵青年的心灵？宁波大学打出
了一套“组合拳”，从课堂内到课堂
外，从校内到校外，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教书育人各环节，构建相互
衔接、各有侧重、梯次推进的教育
体系，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统一
起来，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显性课堂：
把好人生方向盘

你知道宁波大学必修课中“到
课率、抬头率、接受率”最高的是
什么吗？回答之一是：思想政治课。

晚上6点，宁波大学8号楼105
教室里，医学院临床专业2017级的
同学们早早地等候着。今天的这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讲的是
“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
宁大思政课教师鲍展斌的课从古希
腊的泰勒斯以哲学家身份赚钱的故
事开始讲起。“很轻松就记住了泰勒
斯认为水是万物始基的观点。”听课
的丁敏燕对记者说。讲货币功能的
时候，身为资深收藏家的鲍展斌从
自己收藏的数万枚古钱币中随意拿
出几个。“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
的”“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
流通手段”——这些概念就这样印
在了学生的脑海里。古今中外的钱
币、马克思传记连环画、毛主席像
章、《矛盾论》和《实践论》早期单
行本……鲍展斌将自己的各种藏品
不断搬到课堂上，成为理论佐证的
绝佳道具，更成为提高学生“抬头
率”的利器。

“鲍老师的课不仅是有趣这么简
单，更多的是由浅入深地带着我们
思考。”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届毕业生、正在中国社科院攻
读博士学位的周文娟说。

在宁大，学生们可以用演讲

赛、拍视频、参观博物馆等多种方
式来完成思想政治作业，这些平时
课堂成绩占总成绩的50%。宁大学
生屠宁说出了大家对思想政治课的
感受：“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借我
们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内容，更容易
让我们入耳入脑入心。”

“思政课要把教学的主体性和主
导性统一起来。倡导问题引领、自
主参与、多维互动、科学评价的探
究式教学方式。”李小兰副教授说，
她的思政课堂是师生平等交流的课
堂，充满了热烈讨论和“欢声笑
语”。例如讲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共享的发展理念时，先由学生团队
探究学习，然后在课堂展示他们眼
中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怎么
了”团队作业，经过师生的讨论和
分析，李小兰以共享单车的发展为
例引导出“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全民
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及渐进
共享”，加深了学生对政治理论的理
解。课堂的最后，学生团队用吉他
弹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有关共享
理念的原创歌曲《共享单车你怎么
了》，引起了全体同学的共鸣，赢得
热烈的掌声。她的课堂还有学生分
享了自己行走老山前线、参观汶川
地震遗址后的感受，讲述了自己对
人生的思考，发出“要成为一个有
温度、有力量的人”的感慨，亲身
经历的思考和现场图片深深打动了
学生和老师。这些来自学生的鲜活
的课堂案例后来也被李小兰存入了
学校的思政课主干课案例库，在课
堂教学中加以运用。

除了主干课案例库，宁大还建
起了学生思想问题库、主干课教案
库等一批集纳集体智慧的资料库，
为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提供方便，
教师之间互教互学蔚然成风。宁大

的思想政治课还运用互联网“线上
线下、课内课外”的新型教学方法
进行改革，开展“慕课”式教学探
索，并获得了上海东西部高校共享
课程联盟多个奖项。

隐性教育：
潜移默化润无声

高校是各类知识与文化的汇聚
地，也是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宁
波大学党委书记薛维海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的过程。校园文化、各类讲座、各
种教学方式都蕴含着思政课的内
容。这是思政课教育的‘另一个课
堂’。”

宁波大学经过两年的初探实
践，推行“美育思政+X”的思政教
育模式。该模式中“X”包括戏剧、
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让学
生们在对艺术本体的学习、鉴赏与
实践中，感受美、感悟美，并在对
美的不断理解与接受过程中，提升
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增强呈现
美、创造美等综合能力，该模式促
进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的发展建设。原创音乐剧《初心晨
启·宣言》是“美育思政+X”的思
政教育模式的一次展示。该剧根据

“党章守护人”张人亚的感人事迹改
编创作而成，张人亚同志对共产主
义的坚定信念与精神品质是值得当
代大学生深入感悟与学习的。宁大
师生从“初心晨启”的角度创演了
该剧，该剧曾在宁波逸夫剧院为在
甬高校近 800 名共青团员专场演
出，也曾为鄞州区委区政府的干部
群众专场演出，师生们源于灵魂深
处对信仰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观
众。首轮演出后，参演该剧的28名

师生集体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作
为“海归”专家的制作人梁卿教
授，也同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现已是入党积极分子。

在宁波大学北门一角，有一座
感恩文化园。从“宁波帮”人士慷
慨助学建成宁波大学，到将“宁波
帮”感恩精神融入教育教学，成为
学生们认真学习、积极实践的精神
动力，感恩文化已然成为宁波大学
特有的精神底色，也成了宁大思政
教育的资源。据宁大校长沈满洪介
绍，借助文化的力量，涵养学生的
精神高地，让学生浸润在“爱国爱
乡、创新创业”的“宁波帮”文化
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认同
感、归属感，是该校思政教育的

“独门兵器”。该校已将“宁波帮”
精神纳入了课程教育体系，编制了
读本，激励教育学生学习“宁波
帮”的精神品格；每年一场的宁波
帮文化节，通过“宁波帮”人士回
校宣讲、征文、漫画创作、知识竞
赛、演讲比赛、文艺表演等形式，
向宁大学子们集中展示“宁波帮”
的精神品质。

在宁大还有一个持续了20多年
的“三做”讲座，获得了全国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目前已
有200多位名家登上这个讲台。虽
然他们的身份不同、工作领域不
同，但他们热爱生活、理想高远、
踏实勤奋、胸怀天下的精神是相通
的。聆听讲座的师生已经超过15万
人次，他们当中有不少成了“三
做”的“铁杆粉丝”，在校期间每场
必听。甚至有些学生毕业后还惦记
着，常常托老师带个票，重回母校
感受“三做”氛围。讲座如此有吸

引力的原因，就在于给同学们的人
生注入了养分。

三全育人：
让正能量更有力

“大学生可塑性强，正处于精神
世界的养成期，如果积极健康的思
想占上风，其成长就充满正能量。
思想政治教育，人人有责，必须发
动全员育人，才能众人拾柴火焰
高。”薛维海说。

4月25日，宁波大学将思政课
堂延伸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余姚
横坎头村。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思政课教师朱珂、郑善庆带领宁
波大学青年人才学院30余名大学生
思想政治骨干走进横坎头村，现场
了解红色历史，自觉传承红色基
因，发挥当代青年的重要作用。在
横坎头村村口、村委会、陈列室等
地，通过朱珂、郑善庆两位老师的
讲述，同学们深刻了解横坎头村的
光荣历史和发展现状，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生
动过程，振奋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现
实样板。在中共浙东区委旧址，“行
走的思政课”在师生齐唱《不忘初
心》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将思政课延伸到校外的活动来
自宁波大学宣传部、团委等相关部
门的共同推动。宁波大学党委委
员、宣传部长张真柱认为：“只有结
合思政课的教学实际，创新方式方
法，才能让思政课更有亲和力、吸
引力、感染力，让学生喜闻乐见、
受益无穷。要开门办课、多方借
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各类活
动、课程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形成
协同效应，实现全员、全程、全方
位育人。”

在宁大，每门课都是塑造青年
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场所。专业课教
师将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
融入专业课教学中，课堂上如果出
现有损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
成长的言论，处之有据，不给错误
言论以传播渠道。

宁大有一拨人专门对杂音噪音
亮剑。宁大的每个本科生都有一个

“导师”，每个导师“一对一”负责
了解结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聚焦聚
神聚力他们的关注点、兴奋点，研
判和回应他们的需求、诉求、渴
求。宁大法学院学生李平感受深
刻：“导师教我学会了如何做人。”

“00后”大学生逐渐成为现在
的校园主体，他们在互联网上获取
信息的能力很强，网络上各种舆论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思维
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宁大
有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由优秀教
师、骨干学生等70余人组成，专门
在网上引导学生正确思考，不随波
逐流。“高校不能回避反腐、贫富
差距等社会热点话题，但在立场、
观点和方法上，要及时传递正能
量。”宁大的网络评论员朱燕老师
说。

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并不枯燥
——宁波大学思政课改革创新记

通讯员 游玉增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流露出
他对高校书法课的付出与坚守；一
颗初心、一份革新，展现出他对传
统文化的敬畏与热忱。作为师者，
他学识渊博，坚守三尺讲台，立志
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
追求教学的完美境界——他就是安
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庄华
峰教授。

初心：一片赤诚，敬献芳华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庄华峰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日
日习字，庄华峰亦耳濡目染，从六
岁就开始了书法练习。不仅专注于
书法学习，庄华峰还跟着父亲学习
了许多诗词曲赋，家庭熏陶让庄华
峰在幼时便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这份热爱在心中不断生根发
芽，长大后发展成一个“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梦。

“学问为社会服务才有意义，这
是我始终坚持研究和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份初心！”庄华峰说
道。因此他在传承传统文化这条道
路上不断探索，未曾停止过丈量远
方的脚步。他先后出版《中国社会
生活史》等10余部著作，主讲的教
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安徽文化与
古代中国”荣获“国家精品课程”
称号。

在课堂上，他诲人不倦、循循
善诱，立足第一课堂、延伸第二课

堂，多角度、全方位地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学术中，他一丝不
苟、潜精研思，坚持教研结合，带
领学生勇攀科研高峰。面对在科研
和教学中获得的成绩，庄华峰淡然
处之。“学生的成长就是对我最大的
肯定”，这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投身于
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初心和坚守。

探寻：上下求索，砥砺革新

在庄华峰看来，“如何通过深入
浅出地讲解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传
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门学
问。更新教育观念、推进课程体系
改革、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教育的内
容和形式，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
始终在探索和创新。

庄华峰了解到当代大学生接触
和掌握传统文化的渠道深受现代信
息传播形式的影响，于是他“对症
下药”，讲授“安徽文化与古代中
国”视频公开课。

呈现一门精品课程不只需要扎
实的准备，还需要精巧的构思。庄华

峰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把抽象的理论
变成活生生的生活细节上，在公开课
中讲到徽派建筑时，把徽州深厚的文
化融入其中：“我的家乡在歙县，穿城
而过的新安江就像人行明镜中，鸟度
屏风里。”学生们犹如看到了新安江
的急滩缓流，沿岸的青瓦白墙，仿佛
置身于山水画廊之间游历一番。

庄华峰不仅将自己的课堂从线
下延伸至线上，还致力于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从课上延伸至课
下，他率先在师范生中开展“大学
书法”课程，并于2017年创建安徽
省高等学校书法家协会，主办安徽
省大学生书法大赛等系列活动，唤
起了青年学子对书法学习的热情。

传承：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甘为春蚕吐丝尽，桃李满枝溢馨
香。作为“安徽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
老师”之一，庄华峰所开设的书法课
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选修课也
获得学生的一致好评。经过书法课
的学习，很多师范生原本“龙飞凤舞”

的板书逐渐变得工整娟秀。
庄华峰常常为同学们现身说

法。他曾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自
己大学时候练字的经历，以此来教
育学生对待生活和学习要脚踏实
地、勤奋认真。庄华峰还用自己尊
敬长辈、孝顺父母的例子教导学生
们要拥有一颗感恩之心。

选修了庄华峰开设的校选课的
胡婧同学说道：“庄老师在课堂上传
递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化知识，还是
做人的道理。他向我们介绍了明清
徽商的诚信精神，让我们对明清徽
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明确了
诚信这一品质的重要性。”

植根传统、关照现实；释疑解
惑、坚定信仰。在庄华峰看来，这
些正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
义所在。从教近40年，他身体力行
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有温度、有深度的人文精神播种
在学生心坎里。星光不问赶路人，
行走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
路上，他探寻的脚步始终未曾停
歇，笃实且敢勇，坚定而有力……

庄华峰：星光不问赶路人
通讯员 任曼玉

教学人物

数字技术引领
声乐教学革新

尹国峰

聚焦思政

计算机技术与网络的迅速发展，使数字
化技术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引领人
类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为音乐教育
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发展方向，如何在声乐课
堂中利用数字化技术革新教学模式、提升教
学效果、推进声乐教学形成现代化模式，是
传统声乐课堂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数字技术的优势

数字化手段使声乐教学变得更直观、更
形象。歌唱犹如演奏“人体乐器”，是有其内
在的声学原理的。激活人体这件复杂的乐
器，传统声乐教学只能依赖教师的口传心授
与学生的理解能力，而利用数字化多媒体手
段可以辅助声乐教学，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
人体乐器的发声原理，避免由于抽象晦涩的
讲解造成技术误区。

数字化手段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模仿”是歌唱的第一步，传统声乐课堂中，学
生的模仿对象只有教师，而互联网与数字化
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学生能够
通过观摩网上众多的演唱视频进行初步的歌
唱模仿。这种模仿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能够培养其独立分析声音的能力，有助
于学生舞台表现力和驾驭能力的提升。

数字化手段有助于声乐课堂教学的延
续。一节声乐课短则几十分钟，长则一个小
时，学生在这短短时间内所达到的歌唱状态
通常是不稳定的，课下练习时很难达到课堂
上的歌唱状态。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对课堂教
学进行录音、录像，学生课下能够有针对性
地进行练习，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巩固课堂中
的歌唱状态，也是声乐课堂教学的延续。

混合式教学模式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必然伴随着传统教学
模式的革新，声乐由于其专业特殊性无法完
全做到“线上”的授课模式，但“线上”+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学生由
浅入深地进行深度学习。

线上资源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线上资源
主要指以视频形式发布给学生的学习资源，
学生在课下观看视频进行自主学习。视频内
容主要涉及声乐中的基础知识或对即将讲授
的作品时代背景、风格、情感的把握，也可
以是一段完整的歌唱视频。教师需要针对所
面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声音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视频筛选，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真正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声乐演唱水平。学生在
课前通过视频的学习，对作品有了风格、演
唱技巧上的初步思路，在课堂上能够与教师
进行良好互动，课下也能够对视频反复学
习。此外，利用数字化手段，如一些线上学
习交互软件，教师可以随时跟进学生的练习
状态，第一时间解决学生在练习时遇到的问
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

线下课堂提高专业学习深度。教师在对
线上视频进行筛选时，一般将讲授声乐演唱
中基础、共性知识的视频作为学生线上学习
的对象，而将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带到线下课
堂。这种做法一方面是由于每个学生声音特
点与演唱水平不同，需要教师对其进行个性
化的指导；另一方面，线上视频以基础性知识
为主，无法对专业学习深度进行提升，因此线
上与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线下学生自主学习基础性知识，并带着自主
学习所产生的问题进入课堂。教师由原来的
主导地位变为了引导者，为学生辅导答疑。同
时，这种做法也能够实现线上“一对多”、线下

“一对一”授课形式的有机结合。基础知识通
过视频形式进行“一对多”的教学，避免教师
重复讲授，教师将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化
学生学习深度的教学中。

多元化评价体系

教师可以通过线上交流平台了解学生日
常练习情况，要求每一名学生发布日常练习
视频或打卡；教师依据学生平时练习情况给
出平时成绩，将日常练习表现作为代替过去
考勤与课堂秩序的评价依据；教师搭建平台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以班级、小组为
单位定期举办音乐周、小型音乐会展示学生
学习成果，将学生的实践性表现作为期末总
成绩的一部分。声乐课堂无论讲授多少知识
与技巧，最终仍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只有给学
生尽可能地提供实践机会与平台，才能够促
进学生声乐演唱水平、舞台表现力等综合性
地进步。

注重实践、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一方
面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水平，另一
方面摒弃了过去以期末考查一首作品作为学
生一学期的最终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这种多元化的
评价机制能够更加全面地对学生的声乐学习
情况进行考核，多维度地展示学生在声乐学
习中取得的进步。

数字化时代的高校声乐教学，要充分利
用数字化的优质资源与便捷条件，采用线
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促进学生声乐理论与技巧的不
断提高，进而提升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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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一线

从课堂内到课堂
外，从校内到校外，
宁波大学将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教书育人各
环节，构建相互衔
接、各有侧重、梯次
推进的教育体系，把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统一起来，实现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

把思政课搬到家中。 宁波大学 供图

庄华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