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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教改革背景下思政教育路径探索
随着高教改革的深入，国家提

出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战略和引导性
政策，不断推动着全国高校在教
学、育人上的协同创新。华南理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高教改革
的要求，以思政教育学科教学和学
科发展要求推动多学科共同发展，
并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构建社会
教育型的思政教育新形态。华南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断深化思
政教育的社会实践价值，这不仅有
利于推动思政教育在高教改革下的
创新，同时也能够不断提升学生的
综合水平。

构建多学科框架
下的思政教育教学
体系

开展高教改革背景下思政教育
路径的探索研究，高校应该主动推
进思政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育人内涵
上的创新，在思政教学中不断增添
新的学科教学内容，以多学科开展
共同的思政教学实践和育人实践。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思
政教育学科发展上以多元学科知识
理论为思政教育的创新研究助力，
在思政教育框架下不断强化相关学
科的整合，并且以思政教育的教学
目标和育人目标统领多学科的创新
发展，不断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内
涵，促进思政教育学科的发展。

学院将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作
为思政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维度，
开展具有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价值的
学科教学，并且不断引导学生开展
相关的理论研究，推动学生将思政
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从而
发挥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华南理
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多学科发
展共同促进思政教育教学在内容和
实践上的创新，有利于实现以思政
教育为指导的多元学科的融合创
新，而且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要求也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和实
践带来新的内涵。

高校开展多学科框架下的思政
教育创新，适应了当前社会多元文
化的需求。多元文化的空前发展需
要思政教育作为思想上的指导和主
流，引导学生在学习多元学科知识
理论以及开展学科背景下的专业实
践时，重视以思政教育不断强化自
身道德品格，推动自身开展具有社
会价值的专业学科实践，并且以社
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为自己的专业学
科学习提供动力。高校开展思政教
育教学和实践，应当不断吸收各学
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以专业
学科教学和实践为基础，不断深化
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社会实践中
的具体价值，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
建立全面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能够
引导学生以思政教育理论为指导，
不断发掘学科学习和社会实践中的
价值，强化学生在专业能力和个人
品格上的综合发展。

高校构建多元文化下的校园文
化，应当以多学科知识体系为基
础，引导学生开展具有学科教育价
值和应用价值属性的校园文化实
践，这样不仅能够优化校内的多元
文化环境，引导学生以正确的价值
观去看待网络生活中的多元文化，
同时也能够以专业学科的文化活动
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指
导，推动学生开展有价值、有意
义、有内涵的文化实践。

以人才培养为核
心，构建社会教育型
的思政教育制度

开展高教改革背景下思政教育路
径的探索研究，高校应该积极促进思
政教育在育人和实践上的创新。通过
将社会现实发展需求纳入到高校思政
教育实践和育人规划中，以社会教育
型思政教育制度，不断深化思政教育

的理论价值和育人价值，为学生提供
具有社会应用价值和服务价值的思政
教育实践，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
思政教育上重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不断深化思政教育的社会实践特性和
价值，引导学生以社会现实为参考，
不断提升自身道德素养和精神素养。
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廉洁教育融入到学
生毕业从业教育中，以社会现实中的
典型案例作为就业教育指导，引导学
生重视从业廉洁，不断提升自律能
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于高校思政教
育的重要要求。高校开展高教改革背
景下的思政教育创新，应当深化思政
教育社会实践对于学生发展的价值，
不断强化思政教育的社会教育功能，
以具体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现实案例
为学生的思政教育提供重要的现实指
导，推动学生更加重视思政教育对于
自身道德发展和人格发展的现实作
用，引导学生以现实法律案件作为警
醒，以思政教育理论内涵不断提升自
身道德素养。

高校要实现思政教育社会教育与
学生发展的同步性，以科学化的社会
教育案例和思政教育社会实践方法满
足不同学科、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需
求，以学生就业、社会实践等为契
机，为学生提供具有明确教育目的的
思政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以高尚道德
和社会所需能力为要求，不断提升自
身综合素养。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积
极引导学生主动转变角色，让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对于道德实
践和道德教育的认知，教师应当对学
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体验情况予以合
理的评价，帮助学生矫正不正确的价
值观，并且鼓励学生以人格完善、道
德发展为基础，开展具有社会价值的
专业实践，这不仅能够充分发挥思政
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帮
助学生正视思政教育对于自身发展的
社会作用，推动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充
分发挥自身道德价值和精神素养价值。

推动思政教育社
会化改革，深化思政
教育实践效果

开展高教改革背景下思政教育
路径的探索研究，高校应当借助本
地社会资源优势并且结合自身的教
育资源优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
供充足的思政教育学习和实践条
件，引导学生在社会化的思政教育
环境中不断践行思政学习效果，促
进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的社会化应
用，从而充分发挥高校社会化思政
教育的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积
极贯彻高教改革政策，以思政教育的
教学要求和育人要求为指导，不断推
进思政教育的社会化改革，将社会要
素纳入到思政教育的教学和实践中，
这不仅推动了思政教学和实践的不断
创新，同时也能够集结全社会的力量
共同推动人才的全面培养，从而充分
发挥思政教育的功能和优势。学院还
积极推动社会知名企业前来访问考
察，将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与学
科开展紧密结合。例如华为公司
RAMS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访问哲学与
科技高等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可靠
性的技术与哲学研讨会”，从而将现
实的技术需求同哲学联系起来，这样
不仅能够为本校哲学学科发展提供现
实材料，同时也能够推动相关专业学
科根据自身专业特性开展具有现实价
值的学习和实践，从而促进人才全面
发展。

高校推进思政教育的教学和实
践创新，应当将思政教育由校内扩
展至校外，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
求不断为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育
人内涵提供新的养分，引导高校思
政教育在教学、实践、育人方面更
加具有现实指导性，推动学生专业
学科价值和综合素养的提升。高校
推动思政教育的社会化创新发展，

应当充分利用高校所在地的社会和
经济资源，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发展
要求为基准，衡量高校思政教育社
会实践和育人效果，将思政教育实
践和育人落实到学生具体的专业实
践、就业创业等方面，这样才能够
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
直接作用，也能够更加适应地方发
展对于高校学科教育、思政教育、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要求。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根据地方企业的发展需求，构建定
制化的思政教育共同体，一方面思
政教育共同体是以学生发展为核
心，培养能够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
高质量人才，保证学生在专业能力
和综合素养上共同发展；另一方
面，思政教育定制化人才培养方案
能够推动高校充分利用地方企业的
资源优势，引导学生在企业中获得
相关实习机会和培训机会，增强高
校思政教育的应用价值，引导学生
根据企业的招聘岗位开展不同侧重
点的学习和培训，使应用型学科和
学术型学科的学生都能够各尽其才。

促进专业学科课
程思政发展，提升思
政教育学科价值

开展高教改革背景下思政教育
路径的探索研究，高校需要进一步
强化思政教育学科在各专业学科课
程思政中的地位，以思政教育育人
内涵引领各学科课程思政的教学实
践和育人实践。这不仅能够促进思
政教育和专业学科课程思政的创新
发展，同时也能够推动思政教育和
专业学科在育人实践上的统一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借
助自身的思政教育资源，积极推动全
校各个专业学科课程思政的发展，在
哲学、政治学、历史学、计算机科
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
中，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思想理论价

值和实践价值，促进各专业学科课程
思政的有效发展，推动专业学科人才
培养的全面化和科学化。

高校积极推动专业学科课程思
政发展，应当强化思政教育人才培
养的核心价值，在专业学科教学与
实践中强调学生的专业发展和综合
发展，将显性的学科教学和学习转
化为具有道德培养、人格培养、综
合素养培养的隐性价值，以专业学
科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引导学生充
分发挥自身创造性，以专业学科学
习带动自身思维发展、能动实践发
展等，从而为学生开展专业社会实
践、实现自身专业能力的社会价值
打下基础。高校开展专业学科的课
程思政创新化，应当以专业学科教
学和实践的应用特性为核心，不断
实现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社会化价
值，将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实践
落实到社会化人才发展的要求上，
不断强化学生在专业学科和思政教
育综合课程思政体系下的综合能力
发展，这样才能使专业课程思政既
不脱离专业学科教学与实践的初
衷，又能以学科特色深化学生的综
合发展，从而保证学生培养的有效
性，推动学生的就业创业实践。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不断创新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形式，使专业学科课程思政在开
展道德教育、素质教育等方面具有
学科特性，引导学生在专业学科知
识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学习中潜移默
化地接受思政教育，使学生更加愿
意接受相对理论化的思政教育内
容。思政教育应当进一步强化专业
学科教学的育人特性，实现不同学
科下的综合育人，并且不断深化专
业学科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研究，使专业学科课程思政在教学
内容和育人实践方面更加科学化、
全面化，从而真正发挥专业学科课
程思政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和适应社
会的作用。

（刘亚敏）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港小学

不忘初心 奏响“诚劳”新篇章
一百多年前，在国难当头之际，

很多国人仍在坚守教育救国的阵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桂馨与
老师周家禄开启了南通兴办小学的历
史首页，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港小
学（以下简称“川小”）的前身——
白华学塾建立。

百年历史，积淀白华文化

作为百年老校，川小南与磅礴的
长江鼓乐应和，北同繁华的南通家纺
城灯火相邀。“回到第一”，这是川小
在不断摸索中形成的发展理念。不
过，这里的“第一”没有比较之意，
而是指专、纯，正如《管子》所言：
能专乎？能一乎？此外，“回到第
一”还有延伸之意：初心，即办学要
回到教育的原点，回归教育的本质，
回到儿童立场。如今的川小，已跻身

江苏省实验小学的行列，秉承白华学
塾的“诚劳”校训，川小将时代的篇
章融入沧桑历史，结合川姜家纺特
色、“五育并举”等，提出了白华文
化、“诚劳”教育、馨劳课程、巧手
师生的全新发展理念。

先人有云：白华菅兮，白茅束
兮。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象征纯洁
与和谐的爱情，白华文化，正是暗喻
全体师生要在一种纯洁与和谐的氛围
中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因此，如此
文化之下的学校教育，是以纯净的理
念为魂。

“诚劳”教育，深挖劳育潜能

校训“诚劳”，原指回到诚信，
回到劳动上来，夯实专心致志做教育
的决心。在“五育并举”的要求下，
学校创新“诚劳”，走出了一条专属

川小的劳动教育之路——“诚劳教
育”。川小的“诚劳教育”，并非只聚
焦于动动手、动动眼、动动腿，而是
专注于学生养成良好品格和踏实品
行，每一个川小人，都要成为一个

“诚劳”美娃，长大成为诚信经营、
具有脚踏实地工作作风的人。

川小的“诚劳教育”，并非只是
机械地让学生去学洗衣、做饭等基本
技能，学校专门研发了“诚劳”美娃
少年品格课程，将新劳动教育与学校
的白华特色文化、教学常规活动、学
生社团活动、德育活动、家校联动、
教师的专业成长等有机结合起来，形
成让学生从会劳动到有能力到高品格
的层次分明的育人体系。因此，川小
的校园里，劳动教育的场所无处不
在，可以在传授知识的课堂上，比如
语文课的大声朗读、英语课的单词背
诵、体育课的四肢运动、音乐课的学

歌吟唱；也可以在展示风采的社团
中，比如象棋、书法、排笛、朗诵、
手工等多个校内社团以及与校外能人
合作，开展了跆拳道、武术、非洲鼓
等社团活动。

馨劳课程，编织学生人生

对于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之一课
程，川小有着响亮的金字招牌——馨
劳课程。“馨”字取“心”的谐音，
指的是做任何事一定要用心，“劳”
指的就是全力以赴的积极动作。作为
品牌课程，馨劳课程包含着三层含
义：第一，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广义
上的馨劳课程；第二，指的是狭义上
的课程品牌，即丰富多彩的校本课
程；第三，指广义上的课程品牌，即
学校未来要继续扩充的特色课程，比
如劳育课程——“编经织纬的馨劳生

活课程”。
“通俗地说，馨劳课程指向的是

学校要为学生开齐开足各类必修课程
和为学生终身发展开设的各种选修社
团所构建的经纬课程。”川小人这样
说。经纬一词，就像川姜镇的——编
经织纬，一代代川姜人，通过自己的
勤奋努力，脚踏实地，不断编织着自
己的美好生活。而从川小走出的孩子
们，也将在川小学习编经织纬，成为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巧手师生，书写平凡中的伟大

巧手，在字典中的解释为：技
艺高明的人或者高手艺。川小提出
的“巧手师生”，意指有高超教学技
艺的教师以及为学生全面发展所开
设的各种社团活动的教师。“巧手师
生最终指向的还是学校的发展理

念，要回到儿童立场，为了学生的
终身发展上来”，在这样的教育理念
之下，川小的教师队伍书写着一个
个平凡中的伟大：

有骨折后依然坚持上课、有业精
于勤的“多面手”、有勇于“亮剑”
的金牌教练、有走进学生心灵的良
师、有充满诗意的“领路人”、有朴
实无华的“守望者”、有勤恳踏实的

“海子牛”……为了给学生上好每一
节课，有的教师说：“为了使教学效
果更佳，我努力向办公室中其他同事
多学一点，以形成自己的课堂风
格。”还有教师表示：“教师只有不被
功利主义所左右，他的良知才能发出
熠熠的光芒。”……

百余年前，“诚劳”这一校训响
亮地在白华学塾诞生，激励着白华学
子追求光明的报国之志；百余年后的
今天，每一个川小娃都深信“优秀是
努力出来的”，每一个川小教育者都
躬行“在劳力上劳心”；成就一所学
校的学习成绩并不难，难的是成就一
所学校的文化、特色以及让每一名师
生的生命出彩，肩负着百年重担，川
小始终在努力。

（王丽华 王益锋 单林）

践行美的教育 奠基美好人生
——山东省临清市京华附属小学“美的教育”的探索实践

办学思想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
立校之本、育人之基。山东省临清市
京华附属小学创办于2012年，创立
之初就确立了“践行美的教育，奠基
美好人生”的办学理念，致力于“让
每名师生都成为美好生活的缔造
者”。近10年来，学校围绕“美的教
育”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校园文化
美、特色活动美、童心课程美、家校
沟通美的“四美”特色育人模式，坚
持用美的方式去陶冶、激励、唤醒学
生，培养出一批批“乐学、善思、尚
美、能群”的“乐美少年”，成为当
地有口皆碑的特色品牌学校。

创建环境美，以美正心

校园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地，还有
着守正创新的功用，所以学校特别注重

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当然，美不是千
篇一律，而是百花齐放。学校每学期都
会评选出“最美教室”和“最美办公
室”。鼓励师生根据年级、班风、学科
等特点，对每间教室和办公室自行设
计，营造出既积极向上又独具风采的校
园氛围。

此外，学校还会根据不同的教育
主题，进行环境创设，对学校相关布
置进行定期调整，以充分发挥环境育
人的功效。例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学校精心打造了红色
文化长廊——“重走长征路”，让学
生在一幅幅血与火的图画中、在一个
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在一段段悲壮
的历史中感受长征精神的伟大，感悟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怕流
血牺牲、长期艰苦奋斗才建立了新中
国的不易，所以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正是师生对学校的那份归属
感和荣誉感，让学校的一草一木皆说
话，一景一物均传情，悄无声息地陶
冶着学生美的情操，孕育着学生美的
心灵。

特色活动美，以美凝心

丰富的校园活动是学校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隐藏着很大的育人潜
能。学校非常注重把握一些特殊的时
间节点，开展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充分认识自我，
塑造美好人格。如，在开学时精心策
划开学典礼，激发学生对新学期的向
往；六一儿童节期间，组织学生排练
盛大的庆祝活动；每学期开展朗诵、
讲故事、拔河等比赛，让学生在活动
中获得成就感，学会相互协作；“七

一”前后，组织学生开展合唱红色歌
曲、演红色课本剧、党史知识竞赛等
活动，引导他们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多
维、立体、全面”的活动，让学生在
丰富的体验中，确立了美的信念，坚
定了美的信仰。

创新课程美，以美润心

学校在落实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
围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对课程进行
了有机整合，努力让学生感受成长的快
乐。学校不断挖掘社区、家长及志愿者
等资源，发挥教师的科学思维潜力，研
发出一系列“童心课程”，具体包括布
艺、舞蹈、棋类、篮球、京剧、太极拳
等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

修。每周三下午走进京华附属小学时，
映入眼帘的都是这样一幅生机勃勃的景
象：不同年级的学生兴奋地涨红了小
脸，在自己选择的课程中“自由翱
翔”——舞蹈课上，学生身影摇曳，柔
美多姿；武术课上，学生生龙活虎，英
姿飒爽；京剧课上，学生活灵活现，字
正腔圆；棋类课上，学生沉思默念，你
争我抢……丰富多彩的童心课程，培养
了兴趣，发现了闪光，放松了身心，愉
悦了心情，让每名学生都充分感受到了
童年的美好。

营造合作美，以美暖心

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和没有学校
教育的家庭，是很难完成造就全面发
展的人这一项极其细致艰苦的工作
的。唯有家校密切协作，让家长真正

成为学校教育的合伙人，才能有效促
进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对此，学校
一方面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校
长接待日等活动，促进家校沟通；另
一方面，通过设立家委会、开展家长
进课堂等活动，引导家长参与学校管
理，双管齐下，打造家校互动的良好
局面。此外，学校还特别注重发挥对
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通过家庭教育
讲座、家长学校等渠道，传播学校

“美的教育”理念以及科学教育方
法，与家长达成教育共识，形成了携
手共育的“家校命运共同体”。

三千日夜丹心聚，十年汗水谱华
章。转眼间将近10年过去了，在不断
的实践探索中，京华附属小学“美的
教育”之路越走越宽广、越扎实，“美
的种子”在一批批学生心中生根发
芽，为他们未来的幸福人生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放眼明天，继往开来的京
华附属小学，必将以勇立潮头的自
信、开放包容的胸襟、创新求实的精
神，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以“美的教
育”为核心的内涵发展之路，在不断
奋斗中书写新的辉煌。

（刘玉莉 张志霄 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