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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刘 燕

(安庆师范学院团委，安徽安庆246011)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两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青年学生成才报国的重要途径。

但目前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形势与政策>课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必修课。因此要在教、学、评三个环节

上下功夫，做到教学形式和目标“三结合”，使教学内容实现专题负责制，惯彻师资队伍的组合制、教学方式

的多样化、评价体制的多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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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五四前夕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

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

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

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

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

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

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温家宝总理在和清华大学毕

业生座谈中谈到：“每一个青年的前途离不开国家

的前途，没有国家的前途，也没有青年的前途。我们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将会给每个青年创造用

武之地。同时，国家的前途也离不开青年的前途，一

个国家的希望就寄托在青年身上．寄托在你们身

上。没有青年的牺牲和奋斗精神。没有整个民族素

质的提高，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是没有希望的。这两

点互相联系，归根到底，就是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

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青年报国，前提是要了解世情、国情、民情，理

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树立起努力学习、报效祖

国的坚定信念。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

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为一门课的

开设。中央专门下发通知，这在我国高教史中是前

所未有的．可见该课程对青年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

性。但由于该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查方式

等方面还缺乏科学的规范．使《形势与政策>课的实

际效果不太理想．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必修课。为此

进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增强教学实效

性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

1』币资问题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l：形势与政策>课本科学生

为2个学分、专科学生为1个学分，每学期必须开

设16课时。目前普通高校一般在校生均在l万人

以上，按照200个班级计算，一个班级一学期是16

课时，这就意味着每班每周开设l一2课时，即每周

有200个班级同时开课．平均每天有加个班级开

课，每天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需40位教9币，如合班

上课也需20位教师。一般一所高校形势政策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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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教师不会超过10人，如果不吸收其它力量，现

有师资远远满足不了教学需要。

2．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安排缺乏系统性。《形势与政策》课的

教学内容应包括该课程的学习目的、意义，学习的

方法、途径：观察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

点、方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

务、发展现状和趋势；当前国际关系的状况和发展

趋势，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

立场；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方面普遍关心的重要问

题；等等。但高校目前只下发课程大纲，主题内容由

教9币自己安排，教师之间不相互沟通，导致同一门

课程专题不一致、内容不统一，教学内容差异性大，

缺乏系统性。

3．教学方式

由于9币资少，听课人数多，每个教学班多达100

入左右。这种大课堂教学，学生与老师交流少，很难

开展课堂讨论等互动式教学．而且几乎没有答疑

课，教学形式单调，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深入学

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教学也变成了单纯的放录像、

看光碟，社会实践变成了完成任务的点缀，即使是

外出参观也只不过是对理论学习的简单验证。这样

的教学缺乏吸引力。无法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认

知能力。

4．学习评价

<形势与政策>课学习评价的内容应该是考察

学生是否关注并科学认识社会热点问题。是否能用

正确的方式处理工作、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

关键时刻能否体现较高的思想境界和奉献精神，这

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了解和考察。不是一场考试和

一篇文章就能解决的问题。目前高校还缺乏一套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或办法，无

法准确把握学生的这些思想状况并有针对性地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形势与政策>课目前存在的难点集中在教、

学、评三个问题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教学形式和目标的“三结合”，提升教育效果

在保证教育部规定的学分不变、课时不变的前

提下，把《形势与政策》课与班会、党课、团课结合起

来，把学生常规工作和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形势

政策教育与学生成长教育结合起来。目前学校的学

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势与政策>

课教学内容有相互交融的地方，如入学教育、安全

教育、法制教育、基础文明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

等。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形势

与政策》课课时的问题，又能达到“贴近实际、贴近

学生、贴近生活”的教学效果，更能调动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节约办学经费和成本。

．2．教学内容实行专题负责制，主讲队伍按需组合

《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专题性很强，在安排教

师授课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主讲人工作经验、专业

方向安排不同的专题。如一般形势介绍性专题由辅

导员、团干主讲，理论性强、专业性强的专题由专业

教师讲。政策性较强的专题由相关单位的党政领导

讲。同时，还可聘请校外知名专家讲学，拓宽学生视

野。为防止讲课的内容、进度、层次相差过大，教研

室还可组织专题研究小组．开展集体备课、集中交

流等活动。

3．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增加教学互动，体现学生

主体

<形势与政策》课最忌照本宣科、空洞说教，一

定要让学生进行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让学生

在参与中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实践

中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把理

论知识真正地内化为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及信

仰。如上海交通大学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在讲授完朝

核问题之后让学生模拟“六方会谈”，使学生变被动

接受为主动分析，进而让学生在全身心地投入中深

入、全面地感知相关政策，提高了学生关注国际时

事、关心国家大事的兴趣，提升了学生分析形势、把

握形势的能力，强化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授课目

的。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内容要与学生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帮助学

生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如在“科学发展

观”学习活动中．开展“世界一体化与大学生科学发

展”讨论．围绕经济社会生态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农村、企业、厂矿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大学生科

学发展观宣讲队，加深对《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

内容的理解，有力地促进学生的知行统一。

4．评价体制的多元性，注重过程管理，实行综合

评价

任何课程的评价原则都是考量对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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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程度。<形势与政策>课是应用性很强的课．

评判的依据在于个体在较长时段内动态的行为表

现。因此{：形势与政策>课评价不能依据一张试卷、

一篇论文，而要通过教学考察学生参与的程度、在

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对事件的认知水平和处理

能力，结合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组织评价等等．实

现评价方法的多样化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由于辅

导员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最能体现过程管理，因此辅

导员参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非常有必要。考评

内容包括(1)课堂活动：通过时事报告、演讲、辩论、

答辩等口头表述，从主题、语言、感情、小组合作、教

育效果等几个方面评定等级；(2)长作业：通过小论

文、调查报告、议案、宣传稿等写作活动，考察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3)项目研究评价：含参观访问、

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或研究性学习活动

及报告等项，可结合对学生参加活动的表现、体验

及活动成果加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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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ituation aad Policy in Colleges
IAU Yah

(Youth League Committee，Anqing Teachers’College，Anqin9246133，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wo course8(Marxism Theories&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COUI'∞，Situation and Policy is all important channel for educating students to

become well-educated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motherland．However,its present teaching effects are

not ideal，which makes it a m舢罾nalized required c伽rse．Therefore，the reform in the COUII地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aspects-how to teach．how to learn,锄well酗how to evaluate integrating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objectives．There also should be a responsibility system Oil special subjects and an

assembling system among the ranks of teachers．What's more，the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e and

the evaluating systems should be multivariant．

Key words：the teaching of Situation and Policy；teaching reform；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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