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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内容的思考

孙海霞
(黄山学院社科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实效，要重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训练。“思政”课青年教师在

基本功训练中，思想上要明确学科性质与特点，增强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自觉塑造良好教学气质；教学实

践中要明确教学宗旨，确定科学的教学方法，也要处理好传统技能与现代教学手段之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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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

课)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是“思政”课教学队伍的

新生力量，他们往往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热

爱教育事业，但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思想认识模糊。

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着忽视教学基本功训练、基本功

不扎实的问题，影响了教学的质量与实效。重视“思

政”课青年教9币教学基本功的训练．根据“思政”课

学科特点，探讨青年教9币基本功训练的基本内容，

不仅是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提

升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维护‘‘思政”课思想政治

教育主渠道地位的必然要求。

基本功指从事某种工作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l芦修教学基本功则应是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需

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就教学基本知识而言。

教学基本功应当包括对所教课程的学科性质、学科

教学宗旨与教学方法的认知；就教学技能而言。教

学基本功则应当包括对各种教学环节的处理和对

教学手段的应用。正是基于对这些教学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与应用，教师实现了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的教学过程。根据青年教师基本功训练中存在的问

题，“思政”课青年教师的教学基本功训练首先要明

确对自身学科性质的认知。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其次，要明确对课程教学宗旨的认知，确定科

学的教学方法；第三，明确对现代教育发展需要的

认知，掌握现代教学技能与手段。

一、明确“思政”课学科性质与特点．增强

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自觉塑造良好教学气质

明确“恩政”课学科性质与特点，增强职业使命

感和责任感，是青年教师基本功训练的思想保证．

是青年教师提升自身教学技能和水平的内在动力。

决定青年教师教学的基本态度和气质。

高校“恩政”课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

渠道，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为导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因此，

就学科性质与特点而言，“思政”课既具有严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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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知识性，又具有严肃的思想导向性，是知识性

与思想导向性的统一。相应地，“思政”课教师就既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党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还是大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担任“思政”课教学工作的青

年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在价值多元和多样化的全球

化时代背景中，“思政”课教学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增强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

青年教师增强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思想上

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清并克服当前在教

育中存在的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益

驱动机制的影响，当代教育在培养的目标上也有实

利趋向，较少关注入自身发展，是背离了教育本质

的。当代社会精神道德危机的蔓延，种种社会问题

的滋生不能不说与当前教育目标的这种实利性偏

向有密切关系。唯经济至上、唯科学至上的教育观

正受到社会普遍的反思与批评。马克思说：“人类全

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自身”．I辅人自身的发

展是教育的最高宗旨。而其中个体人的思想道德品

质的提升始终应当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广大的“思

政”课青年教师在教学基本功的训练中。要自觉克

服不良思想的影响。认清自身承载的时代使命与责

任，以课堂为主要阵地，在国家人才培养和大学生

健康成长的道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增强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青年教师还要在思

想上自觉塑造符合学科性质与特征的教学气质。教

学气质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经历中逐步形成的，是

教师个体人格魅力的表现。实践表明．教师个体的

教学气质常常影响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大学生常常

会因为欣赏任课教9币的教学气质而喜欢上“思政”

课。一位拥有优秀教学气质的“恩政”课教师既应当

具有丰富广博的专业知识与智慧。擅于应用各种教

学技能与手段，也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胸

怀远大理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学生充满关爱，擅

于与学生沟通，具有亲和力，并能始终保持积极健

康、乐观自信的教学情绪。青年教师秉持高度的职

业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教学基本功训练中要注意结

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对塑造自身良好的教学气质形

成自觉的认知，并予以实践。

二、明确教学宗旨。确定科学的教学方法

正确的学科意识和高度的职业使命感将推动

青年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提高教学水平。具体

的教学实践是青年教师展示教学基本功的阵地。在

教学实践中，青年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指导思想，

确定“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明确教学宗旨，

确定科学的教学方法。

1．明确教学宗旨和任务，注重“求真”品质和反

思精神的培养

明确教学宗旨和任务才能确定教学的方法以

及具体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

丰富，涵盖面广，但始终是以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真理的兴趣和信仰作为最高宗旨的。无论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立者及其继承发展者，都展现出热爱真理、追求

真理和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在教学中注重把知

识本身蕴含的“求真”品质和精神传达给大学生。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才能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头脑。

令大学生信服。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教导我

们：“教人求真，学做真入”，嗍“求真”也是教育本身
的宗旨所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尤其要注重以合理

的方式向大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真

理品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与方法，帮助大

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探讨人生真谛。

“求真”的品质总是和反思的精神相伴随。高校

“思政”课与一般知识性课程不同，它所具有的突出

的思想教育性和行为导向性特征决定了它是一门

现实感很强的课程。这要求青年教师在教学中一方

面要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带着学生在生活和学习

中可能遭遇到的困惑和疑问去教学。增强教学的现

实感、生活感，以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收获感；另一

方面要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其积极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并解决问题。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知识的学习和品质的培养都要伴随主体自身

自觉的反思，才能深化内心，并转化到行为中。现代

社会是一个价值多样性的社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的能力和习惯，提升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一定的反思精神。

有利于青年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

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健康成长。

2．发挥课堂多极主体性特征，以开放性视域开

展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主导的教育理念．

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启发诱导下．主动获取知

识，发展潜能，陶冶个性、形成完满人格的过程”。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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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启发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重视

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与思考。具体到“恩政”课教学中，就是要求教师注

意向学生讲清“问题产生的背景”、“问题的性质”以

及“怎么解决问题”等内容，拓展问题视野。所谓“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式教学方法通过激发学生

的学习需要，帮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的能力和习

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以增强课堂教学的实

效性。调查显示，现代大学生越来越强调自己在教

学中的主体地位。对那种孤立的、单向的、单一的注

入式教学方式很不满意。

现代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过程不是孤立个

体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过程，而强调个体认知是一个

与他人、社会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认知主体因

而具有“多极性”，而与“孤立”、“单级”的个体相对。郾乃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课堂教学实践过程就是一个由

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参考资料等要素共同参与教

学对话与沟通的过程，学生与教师共同成为课堂的

主体，学生是课堂积极的参与者，通过多层面的交

流、沟通、互动，主动获取知识，得到思想的教育和

提升。“思政”课教师只有将大学生思想品质的塑造

与培养置于这样一个立体开放、交互式的教学视域

下进行，面向生活来设计教学，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多角度地启发和引导学生，建构一种开放的、互动

的教学关系。才能更符合学生主体的认知规律，提

高教学的实效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青年教师在教

学基本功训练中．要从思想上有意识地将启发式教

学置于开放性的视域中进行，这也是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的时代性要求。

三、继承和发展传统教学

技能．熟练应用现代教学基本手段

“教学是教育者机敏处事的能力。是教师的实

践经验”．瞬掌握基本的教学技能是教学基本功的

基本内容。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口流利的普通话

是传统意义上一个好教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随

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学基本功中教学技能的内容

也发生了一定的革新。除了书写能力、表达能力外，

今天青年教师在教学中显然还需要熟练掌握一些

新的技术和手段，如课件的制作、多媒体的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互动课堂的开展能力，等

等。联系到调查中发现的青年教师在教学技能应用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尤其应当注意处理好传统教学技能与现代教学

手段之间的关系，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技能与手段。

1．处理好传统讲授法与现代教学手段应用的关

系。推进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的运用

传统讲授法的模式是教师“讲”、学生“听”，往

往被理解为“满堂灌”．这是一种片面理解。所谓“满

堂灌”是指教师课堂中教学方式单一，只顾自己“滔

滔不绝”．却不注意学生主体性发挥的教学方式。传

统讲授法不应当简单地被看作就是“满堂灌”、“填

鸭式”的教学方法。在知识的传授中，教师“精彩地

讲授”和学生“认真地听讲”仍是教与学中最基本的

模式。调查表明，学生对教师“精彩地讲授”是欢迎

的，排斥的只是枯燥单一的讲授方式，而不是讲授

法本身。现代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和手段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放弃和排斥传统的讲授

法。实际上，多样化的现代教学方法不仅包含传统

讲授法，而且应当被理解为对传统讲授法的发展。

讲授法有利于大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它在大

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就

“恩政”课的思想导向性而言。要让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与信念扎实地进入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也还必须

做到“以理服人”。只有积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与方法对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地分

析、讲解，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先进性与

真理性，才能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信仰。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和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践。因此．“思政”

课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应当重视自身讲授技能的训

练与提升。

2．处理好传统板书与多媒体课件展示的关系，

重视传统黑板板书的作用

随着多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课堂教学的

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课堂教学的信息

量、直观性和趣味性明显增强。但是，因此忽视甚至

否定传统黑板板书的运用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多

媒体课件的展示往往是一个流水式的单向过程，不

利于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对教学的

重点、难点也难以留下深刻印象。而传统黑板板书

可以克服多媒体课件的这些不足。黑板正板书可以

展示课堂内容的整体框架和重难点。而副板书往往

可以起到提高学生注意力、强调教学内容的作用。

而当教师通过板书对学生一些好的想法进行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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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录和展示时，学生课堂参与的兴趣与热情也会

迅速被激发。概而言之，传统板书和现代多媒体课

件展示各有优缺点，青年教师应当扬长避短，结合

使用两种教学手段，重视黑板这一传统教学工具的

运用。

3．把握好新型课堂师生关系，积极营造和谐的

课堂气氛

传统教育观念认为“师生如父子”、“严师出高

徒”。因而，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高高在上。

学生往往处于被动的受众地位，其主体性得不到体

现。现代教育理念则充分重视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

体地位，倡导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就“思政”

课而言，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建立的意义不

仅仅在于对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发挥，还在于只有在

这样一种师生关系中，才能营造合适的课堂气氛，

使得“思政”课获得更高的教学实效。思想政治教育

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教育的过程．它更是一个思

想教育和价值教育的过程，触及的是学生融知、情、

意为一体的内在心灵。“人们通过交往来提高思想

品德”，唧平等、民主的新型9币生关系，有利于形成
和谐的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从而有利于实现

对学生心灵的熏陶与教导。因此，把握新型师生关

系，根据教学内容营造适宜的课堂气氛，在张弛有

度的课堂情境中进行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项重要

技能，也是对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的考验。

总而言之．教师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值得

我们为之奉献一生。但是，对具体的教师个体来说，

其教学权威性是否得到承认和尊重则取决于其自

身的努力。个体教9币的教学权威一定是通过自身的

努力取得的．而不会是被人们无故赋予的。处于职

业发展初期阶段的广大“思政”课青年教师，只有认

清学科特点，增强职业使命感与责任感，苦练教学

基本功，精益求精，努力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与实

效。才能树立良好的教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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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Basic Teaching Skills for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Ideological
’ and Political Theory

Sun Haixia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 1，China)

Abstract：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actual courg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basic teaching skills for young teache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To improve basic skills,

ideologically，young teachers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 discipline attribute and peculiarity，enhance their

8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and develop their own appropriate teaching temperament．And then in

the practical field of teaching，young teachem should not only be clear abou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determine the teaching methods,but als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skiHs and the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basic teaching skills；teaching temperament；quality of pursuing truth；spirit of∞lf一渺

flection；open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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