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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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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是社会主义大学本质要求的体现，有着鲜明的政治性，提高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迫在眉睫。因此，要创新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心灵和社会现实；创新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实效性；创新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6-0093-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传授给大学生的课程。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年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会议》上强调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

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

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所以，该课程的设置是社会

主义大学本质要求的体现，有着鲜明的政治性，也

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保证。

在我国改革面临攻坚战、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

天。社会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在高校学生

的面前，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提高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迫在眉睫。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

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

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切实

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

一、创新教学内容。使其贴近学生心灵和社会现实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

信息时代。由于思想政治理论教材是对教学内容的

基本规范，教材发展规律决定了教材在教学内容上

要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变化。如果仅仅采取照本宣科

和政治说教式的讲授断然不能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用敏锐的眼光来看待这

些变化，要跟上理论和实践的时代步伐，对教学内容

进行及时的改革和创新，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

材，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具体要做

到四个“紧密结合”，即要紧密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变

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结合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

究，增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结

合大学生思想认识和学习、生活实际中产生的新问

题，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总体来说，教学内容的创新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创新要“贴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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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展开。

将学生的需求当作教学的出发点，从学生的思想实

际和理论需求出发，从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和

迫切需要理解和解答的思想政治问题人手。针对学

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和自身成长、学

习过程中的一系列迷惘和困惑，给予及时、准确地

解疑答惑，在书本知识与学生个人生活之间建立一

种认识联系，这样的教学生动形象，育人无痕，润物

无声，真正起到帮助学生认识社会、提高社会适应

能力的作用，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创新要“贴近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是我们党倡导的马克思主

义学风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原则，也是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当今是政治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代，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与经典作家

笔下的描述差别很大。教材的理论内容与学生可以

直接观察和体验到的社会现实有差距。面对新情

况、新问题、新实际的不断涌现，教师必须加强教学

的针对性。在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清楚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观点，还要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

问题、新实际，回答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和实际

问题，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观点

要有针对性地给予批判。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解要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用实际案例来论证理论，同时

又用理论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研究新现象，解决新

问题。不仅让学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

使他们掌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大

学生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实效性才能得到提高。

3．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创新要“贴近最前沿”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

与时俱进的品质，“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

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恻这也就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必须要与时俱进，

突显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结构

和内在逻辑联系，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

学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向当今社会，把

握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和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并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穿于课堂教学之

中。如当前就应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教学内容充

实到教学中去，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

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

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

化的根本指针，要让学生明白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

题，但各国有着不同的国情。所以有不同的社会发

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但教师在创新教学内容时要注

意不能迷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的目的，遴选的

知识点要把握其意义和价值；所选材料要符合学生

的心理特点．超过他们的理解维度或对学习毫无意

义的材料，即使再新再独特，也不便拿到课堂之上。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性

良好的教学艺术应是一种教起来准有把握。因

而准有结果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起来使人感

到愉快的艺术，郾良好的教学方法是到达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成功彼岸的桥梁。实效性是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命，而要提高教学实效性。

前提是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因此，不仅要有教

学内容的创新，还要有教学方法的创新，以适应教

学对象的要求和变化。除了继承传统的优秀教学方

法之外，还应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教学手段和方

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性。

1．设置问题，组织讨论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在于采用灌输的方法让

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而在于用引导的办法为学生

创设符合他们学习的情境。让他们带着愉快和自由

的心情去接受和掌握知识。为此，教师可以将教材

中的重难点转化为问题的形式，不是以定论的形式

将知识呈现给学生，也不是告知学生现成的结论。

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体验和探讨，让学生从被动

的接受变为课堂的主人，在问题中促进教学相长。

大学生的思想理论认知是与问题关联在一起的，问

题成为思考的开始，t31通过问题的探讨使学生对理

论更加明析，最后将理论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体验，达

到培养能力的目的。但教师首先在课前需认真设计

好问题．通过问题的设计使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

点、疑点和热点全部呈现在学生前面；在学生探讨

和辩论时，教师要做好舵手，把握好自己的主导地

位；要注意学生讨论的方向、深度和价值度；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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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要进行总结，未能解决的问题要重点讲解，让学

生掌握好每个知识点。最后。合适的评价是不可缺

少的，教师要把握评价时机的及时性、评价方式的

多样性。及时的评价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强化，因

为对学生回答的肯定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错误回答也要通过

适当方式进行评价．使其一方面知道自己的缺陷，

另一方面又不失学习的积极性。

2．关注时事，作专题报告

俗话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天之骄子，

当然要时刻关注着那些国内外要事。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由于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与时事政

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针对不同的热点问题让学生

作专题报告，谈谈自己的理解，说说自身的看法，如

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解读这个问题。这样就培

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

力，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如在

今年的“两会”期间，可以将“关注民生，共建和谐”

作为主题，让每位学生谈谈民生的建设和社会和谐

的关系。让他们从不同方面、多角度来寻找“两会”

中关于民生的足迹，从而了解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

的高度重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

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3．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进行实践

荀子说过：“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

不知地之厚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于

科学的实践观，从社会实践与科学理论的辩证关系

角度提出科学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且也只有经

过社会实践，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对已有理论

的理解和掌握，进而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该是教给学生

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仅是纯理论的传授。不是授

他们一餐之“鱼”，而是授给他们终身享用之“渔”，

不仅仅掌握今天课堂上应该掌握的知识，而且掌握

与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相关的知识。如果掌握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不能运用．那就失去了学

习的意义。“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

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的

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I骝毛泽东指出：

“看一个学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

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

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秀，分好坏”，【邛话因此，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必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毛泽

东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入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

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

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

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实际，行动上又不联系实

际。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I聊理论联系实际
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它以学生的活动为载体。以学生的经验和生活为背

景，在探究和活动中，发现教材内容，补充和生成超

越教材知识的内容。走进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主要途径，通过这

条途径。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的意

识，独立思考解决身边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加

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一步提高自身

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4．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多

方利用教学资源

传统的教学基本是靠教师的一张嘴和一支粉

笔完成的，不仅严重影响了教学资源利用的效率，

也使学生感到课堂教学方式单调，打不起精神，大

大削弱了教学的实际效果。而在信息化的今天。将

网络与多媒体应用于教学已是伸手可及的事情，通

过网络可给学生提供多种学习资料。在网络上就社

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力求把比较生硬和刻

板的理论传授变成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为

学生喜闻乐见的生动讲解，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

教于乐的教育效果。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可提高

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增加课堂的教学容量，进而提

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实效性得到提高。

三、创新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

是在“知识本位”思想影响下进行的，一般采用“满

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

一种单向的知识授受过程，师生之间是一种“我说

你听”、“我讲你记”、“我问你答”的依附关系，课堂

表现为“三个一”，即“教师的一张嘴”、“一支粉笔”

和“一群听课的机器”，教学气氛沉闷，学生感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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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几乎没有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主体地位基本没

有体现出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大打

折扣。05方案确立了新型教学的学习观，要求教师

从“以知识为本”的观念转向“以生为本”的科学教

学理念，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教育都是通过

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网1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应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

的过程。教9币和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两者在

人格上完全平等，教师要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单

一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合作者

的多维角色。

学生作为教育实践的对象，并不是消极的，等

待被改造的“物”，而是积极的、有理智、有情感、有

独立人格的入。他们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自

我塑造的过程．受教育的结果取决于发展过程中主

体在构建过程中对于反应什么和如何反应等做出

的所有选择。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主体对客体的

影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客体的刺激，同时也取决

于主体自身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因此。在进行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改变

教9币一言堂的现象，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以主人翁的心情去获得知识。知识的获

得在于教师的传授，但更在于自我的探索，只有通

过自身的努力追求，才会有那种“募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之感。

当然，在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要注

重教师的指导地位，要保证指导地位的有效发挥，

首先教师要注意自身的理论学习，学高为师，艺精

才能超群，不仅要彻底掌握教材的理论内容，还要

追踪理论发展的前沿；其次要积极地参与科学研

究，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因为教学水平决定

于科研水平；再次，教师要注意为人师表、身正为

范，坚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信仰，不能有丝毫的含

糊。只有如此，当代大学生才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

义的坚定信念。才能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成长；最

后．教师要注意教学过程中引导的度。过度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使教师退到教学的边缘，就会使正

规课堂教学变为“放羊式”教学。过犹不及，教师主

导地位过度了，又会削弱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同样影响教学的有效性。

只有教9币主导作用的正确发挥。才能带领学生进入

一定的知识深度，走向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提高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提高教学实效性，也非一日之功，这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工作者们长期坚持不懈的

努力，只有不断创新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

把握最新教学理念，加强自身素养，走进学生的生

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才能得到切

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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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W粕Xiaoyu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With a distinct political nature，the setting of Theoretical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university．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is imminent．Therefore．the teaching contents should be innovated 80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s and social reality．The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innovated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In addition．the teaching ideas should be innovated to show respect for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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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健康有益的情感传递、影响、共鸣,可称之为"情感唤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与"情感唤醒"这一功能的运用关系极大.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所需要的教学情感表现在不仅要爱学生,而且更要爱所传授的科学理论.应该积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情感养成的规律.

9.期刊论文 陈彩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元教学评价的实践探索 -学理论2009(26)
    教学评价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持续有效改革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体系的若干思考苦于.

10.期刊论文 王小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音乐融入式教学模式的探索 -教育探索2009(4)
    根据大学生在音乐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和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的分析,可以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音乐融入式教学模式是可行的,且

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德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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