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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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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教育者扫受教育者的角度分析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的成因和基本特点：加强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必须应切实抓好教与学的改革，提高教学效果；积极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优

势，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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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已经引起国家、社会、院校的高度重视，中共

中央为此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呦Ⅱ强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地方高校在师资结构和学生构成等方面

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学校，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所显现出的困境，既有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

性问题，也有地方高校自身特有的难题。地方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真正发挥好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必须直面思政课教学的重重困

境，并拿出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

一、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困境

地方高校大多是2000年以后由专科学校升格为

本科的普通高等学校。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所面临的困境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大体相似。学校

管理层在思想意识上能够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

要性，但制度和措施总是难以落到实处；大多数学生和

家长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就业及未来的发

展没有多大用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社会价值取向被严重边缘化。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问题除上述

共性问题外，还有地方高校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在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方面均有反映。

(一)从受教育者方面来看，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思

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甚至抵触。部分学生对思想政

治理论课不感兴趣。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

生到课率不高，并呈下降趋势；学生学习态度消极、被

动，各班只有少数学生能始终认真听课，部分学生只在

教师讲到生动有趣的案例时才抬头听听。还有部分学

生无论教师讲什么内容岿然不动。至始至终千自己的

事情，看课外书、背英语单词、聊天甚至睡觉。造成这一

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1．社会环境存在负面影响

当今的大学生已不是单纯的学校学生，而是置身

于纷繁复杂社会中的一分子，信息渠道快而广。活动范

围大而杂，已经无法“稳坐书斋”，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各种思潮的撞击，如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西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拜金

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等。我

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其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

对学生产生了很多困扰。这些对于政治敏锐性不强、鉴

别力不高的大学生而言，很容易导致他们的政治信念

淡化、思想观念错位，从而严重影响着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接受。 ．。

2．学科接受消化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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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普遍反映思政课难学。事实上大部分学生本

身就对政治理论知识掌握得不多，即使在中学学过，也

是为了高考，并且掌握的知识主要是机械化的记忆，很

少应用于实践。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系

统有多学科知识，理论性强。这对于他们来说，思想政

治理论课学习本身就成为一个难点，更谈不上接受、理

解和践行。加上当代大学生更易于接受网络思想文化．

因为网络思想文化丰富、信息量大，这更使他们增加了

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度和深度。因此他们无法接

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知识，必然产生恐学的情绪。可

以说，恩政课学习存在的难度是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育教学知识的主要障碍之一。

3．学习意义不明确

当前，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学习就是为了今后

能够在社会中取得满意的经济或者政治地位，在价值

取向中实用主义已经变得理所当然，精神不如物质，学

问不如学历，读书不如证书的思想十分普遍。这对学生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兴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加之

价值取向中早巳对思政课边缘化。必然形成“学之无

用”的思想，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内容说教多，离自己很远，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就业

前途没有多大关系。而当前的就业环境中，也确实普遍

存在思想政治边缘化的问题。用人单位更多的是关心

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否对口．很少有单位会关心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水平如何。这一现实状况给学生明确学习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义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和困惑。

(--)从教育者方面来看，存在着教育内容空泛、针

对性不强、教育方式和手段单一、教学质量不高等问

题。由于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在思想观念、心理状

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并正在继续

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在充分了解问题复杂性、严峻

性的基础上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并以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教育和引导。多年

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课教师在改进教学内容和手

段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和尝试，教育效果也有所提高，

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讲，仍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这是因

为：

1．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学

内容缺乏针对性，效果不够理想。这是当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一个不争的事实。学校领导没有真正把思想政

治理论课放在首位，真抓实做，在教师配备、课时安排、

经费投入、设备购置等方面没有落实到实处，而是放在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虚性位置

上，即使有时重视一下，也是虚的多。形式主义多。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已陷入领导忽视、学生无视、教师轻视

的困境。这样的状况抑制了教师教学及科研积极性的

发挥。

2．教师素质有待加强

教师素质不够高表现在：一是综合素质不高，形成

不了“师者”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没有感染力；二是基本

功不扎实，理论分析能力弱，单纯说教，对学生没有感

召力；三是知识面窄，甚至不如学生了解的社会热点焦

点多，对其中的问题更无法正面准确回答，对学生没有

说服力。

3．教学改革有待深入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现状看。尽管在不

断进行教学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积累了一些经

验，但改革的力度不够，仍然存在着传统教学的痕迹和

弊端。一是在教育理念上片面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上

的主动性，忽视了大学生接受的主体地位，造成教与学

的矛盾；二是教学方法不当，整个课堂满堂灌，更谈不

上“活”的教学形式和具有吸引力的实践活动，造成理

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很容易引发大学

生接受障碍。

二、切实抓好教与学的改革。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仅要关注受

教育者的政治方向、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且要关注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问题：不仅要

注重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思维培养。而且要十分重

视受教育者的情感、意志、兴趣、需要、信念等个性素

质，即既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重视学生的主体作

用。

(一)深入学生实际，加强教学针对性，调动学习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

作为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教与学的矛盾是无法

解决，但可调和的，实现教与学的更加贴近是调和这一

矛盾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因此教师应该主动地深人了解学生在思考什么、关心

什么，有哪些困惑，有哪些障碍，并将学生的所恩所虑

与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此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认

可和尊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学之无用”的心理，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比如就业问题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教师可以通

过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为学生解析当前国内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形势，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形势

和就业政策，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帮助大学

生养成科学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就

业心理素质，纠正不良的就业倾向。‘

(二)强化队伍建设，注重提高能力，增强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二

一是提倡学历进修．提高基本素质。倡导教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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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进修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完善自身的人

格塑造，为教书育入打好坚实的素质基础。二是加强专

业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应坚持派遣教师参加各类专业

培训，尤其是教育部及相关高校举办的涉及思想政治

理论课专业及相关知识的各类研讨会和培训班。这些

研讨会和培训班针对性强，专业水平高，对提高教师的

专业素质将会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三是强化实践锻

炼，提高实战能力。对教师素质的培养，必然要以教学

实战为最终落点，要将自身素质最大程度的转化为实

战能力，可定期组织集体备课，由教案人手，以老带新。

新老结合。交流经验。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听课，组织青

年教师旁听骨干教师的讲课，学习教学技能和经验；安

排骨干教师旁听青年教师讲课，提出建议，纠偏正误。

组织各类教学比赛，以赛带训，提高实战能力。四是鼓

励教学研究，提高科研能力。科研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环

节，应坚持从早从实从严培养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

科研能力。应一方面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引导，强调

科研的重要性，提高青年教9币参与科研的意识；一方面

安排青年教师跟随骨干教师参与具体课题研究。在实

践中提高科研能力。

(三)创新教学方法，拓宽教学手段，提高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

学方法死板。教学手段单一，多数思政课的教学仍然是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无味，因

此．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人手改革原有的教学形式势在

，必行。一是抓住学生思维活跃，关心时政的特点，开展

专门的社会热点问题解析教学．引导学生发表不同的

观点，并开展讨论，以此激发学生由理论到实际，再由

实际到理论的理性思维模式。从而实现教学的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达到“入脑人心”的效果；二是利用学生活

泼猎奇的特点，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牢牢地吸

引住学生的感官．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枯燥

的理论以图片、视频、音乐等动态新鲜的课件形式展现

出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

理解和吸收；三是顺应学生的娱乐天性，将优秀的主题

性影视作品和商业性影视作品都引入教学之中，将其

中的思想政治元素提取出来。与基本理论相联系相结

合，引导学生由表及里的思考问题。教学方法和手段的

改革一方面有赖于教学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更需

要教师改变固有的教学习惯和提高自身对基础理论的

理解，从而使得语言更加生动，观点更加透彻，解析更

加具有穿刺力。最终实现教学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三、强化实践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方高校应积极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创新地

方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困境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

平，提高教学效果，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出台了

多个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实践教学

与管理。国务院2004年9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坚持政治理论思想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

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教育的

长效机制”。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制定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

“高等学校要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区别不同学科对实

践教学的要求，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

体系。”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对培育合格大

学生和可靠接班人意义重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得到了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认可，都能够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整体出发。将实践教学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体系。实践教学能够促使大学生深入实际，体验社会

变革与变化，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和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信仰。但是，地方高校在实施实践

教学的过程中，普通存在形式老套、内容单一的问题。

大多采用演讲、歌咏比赛、暑期社会调查等传统形式，

几乎谈不上实践教学形式的创新。即使是走入基层的

实践活动。其内容、计划等都没有进行认真的设计，实

践教学的过程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缺乏教师的具体

指导和师生的互动。往往使下基层的实践活动流于形

式，出现了走马观花，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地方高校实

践教学所遇到的问题。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模式。地方高校

应该积极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模式。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创新“两课”实践教学模式

地方高校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创新“两

课”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切实可行的条件。

首先，地方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价值，是地

方高校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先决条件。所

谓地方文化资源，是指地方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由于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资源形式。它经历了多种形

态的社会制度变迁，体现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习俗等方面，既有文字资料，也有实物遗存。例如安

徽省，由于独特的地理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江淮大地

上遗存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典型的文化资源大省。这

些地域性文化主要有徽州文化、皖江文化、大别山红色

文化、两淮文化等。而地方文化资源又蕴涵着十分丰富

的思想内涵，贯穿着地方社会的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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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乡村和城市发展、地方历史变迁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等基本线索，这些内容可以发掘成为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成为深化、细化与拓展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的依托。

其次。地方高校的地域优势。每一所地方高校都建

立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这些区域社会都拥有丰富的

地方文化资源。地方高校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实践

教学，具有人、财、物的便利，具有切实可行的条件。正

是从这个角度看，地方高校利用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形成地方特色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存在得天独厚的条件。思

想政治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积极地发掘、利用地方文化

资源，使地方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上升到理论教学的高

度，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素材，使之成为实践教学

的内容。进而达到深化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基于上述的思考和认识，选取黄山学院作为试点，

进行徽州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实

验。之所以选取黄山学院为试点单位。是因为黄山学院

地处黄山脚下，古徽州之地，拥有徽州文化资源，有多

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历史遗址、古代村落以及多种

形式的学习、考察基地。因此。黄山学院具备作为地方

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条件．

也具备检验实践教学效果的条件。2007年l 1月组织

学生深入到徽州文化吉村落呈坎村。开展了以乡村政

治为主题的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学活动强调三大环

节。一是下乡之前一定要阅读与乡村社会有关的经典

著作，要求写出阅读笔记。二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豁须拟定具体的实践学习方案和内容。三是强调

活动结束后要写出实践教学的体会和总结报告。活动

结束后展开总结大会，学生在大会上纷纷发言，畅谈此

次活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感悟。更深刻地认识到乡村

政治与时代变迁的规律。

通过这次试验，进而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作

为全国高校公共课程。在教材的编写体例、材料利用上

更多地强调统一性。而教学中的地方性和地方特色则

有赖于各校教学人员主观能动性地发挥。地方高校的

教9币应该积极利用高校所处地域的地方文化资源，深

化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积极利用鲜活的

地方素材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增加教学过程的地方

性因素。使地方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

学相衔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具有时代感和

地域感，形成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

系。

总之。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牢固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不断实现自身综合素

质和教育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摈弃脱离实际空谈理论

的做法。在教学过程中想学生之所想，忧学生之所忧，

积极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教

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和调动学生的主体精神，让

学生抛却一切功利目的，切实成为自觉、自主的学习主

体。这样思想政冶理论课会焕发出应有的实效性和吸

引力，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和目标。

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16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致治理论课的意

见)(教社政[200515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破

1200519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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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Local Colleges
Yang Rong，Ma Yongh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basic features of predicam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in loc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ucators and the educated．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local colleges，teaching and learning reforms

must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What's more，local cultural

l屯gOUl'Cea must be taken full advantage to innovat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80 as to enhance the actua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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