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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围绕着习总书记“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指导思想，林林总总
的思政教育改革如同雨后春笋在高校中蓬勃发展。本文基于对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郑州大学三所双一
流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学生代表的实地访谈，分析思政教育改革施行以来各校在教学与管理上
取得的创新成果，总结可以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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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hel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has mushroom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entering on general Secretary Xi’s guiding ideology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putting
moral education first”. Based on on-the-spot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arxist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and Zhengzhou Un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that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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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政教育改革背景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内容强调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指导思想，我国内地高校无论办学层次，培养方向均大力推
动思政教育改革。改革的内容形式各色各样，包括但不限于以思政课程改革为核心的“翻转课堂”“经
典阅读”“思政融媒体”“案例式教学”等创新课程设计。通过网络共享平台课程建设进行了教学改革
探索和实践，充分调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在保持课程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和
形式构建适合当代大学生成长的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2] [3]。另外，以课程思政改革
为核心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以专业知识为支撑，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条红线，贯穿
于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内容之中，促进对大学生知识和品行同育同哺教学局面的形成，做到专业课与思
政课携手同行，形成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共振效应。
各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和财力。主要措施有设置思政教育改革的课题基金，
通过集中教育或外出轮训学习强化青年思政课教师队伍，增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岗位和管理岗位编制
等。

2. 三所双一流高校思政课教学与管理上的经验
2.1. 课程安排
浙江大学依据本科生的年级安排思政课。所有本科新生第一学期必须选择思修，其余的三门课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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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全年开课，各学院专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进行选课。郑州大学的本科生第一学期学习思修，第二学
期上史纲，第三学期上毛中特和马原，形势与政策分四个学期进行。
南京大学除了依据学生所在的年级排课，还综合考虑学生的专业属性，分文科和理科两类。文科学
生的文史素养基础较好所以从难度较大的马原开始学习，理科从思修开始，之后进行毛中特和史纲的学
习。

2.2. 课堂教学亮点和教学质量提高举措
浙江大学以实施四位一体的整体思政课教学为亮点。四位一体指的是专家大报告(邀请具有社会影响
力的特聘专家教授作报告、国内优秀师资共享)、教师重点专题、学生研学(志愿服务活动、调研、阅读经
典、辩论等)、现场教学。
南京大学的课堂教学亮点体现在理论加实践的 2 + 1 学分。实践课上，学生们集中在一起表演话剧、
历史剧，或者走出校园去拍摄微视频、微电影。例如采访革命先辈听他们讲抗战故事或者是对马上要被
拆迁的老建筑进行拍摄记录。
郑州大学也十分注重学生的实践和实习。学生获得实践成绩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以调研报告的形式
来进行，第二种是学生实习，第三种是在全校思政课中选拔学习态度积极的、成绩优异的、有演讲能力
的、有一定思政理论基础的同学参加社会实践考察团队。
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举措，浙江大学采用提高平时成绩比例，增加师生互动的方法。南京大学思政
课教研组将各班学生实践课的优秀作品印成册子在集中备课上向所有教师展示，相互学习。郑州大学积
极建设“名师示范课堂”，2018 年，学院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积极推动“名
师示范课堂”的建设，目前已建设 23 项名师示范课堂，资助金是 12 万元。

2.3. 教师激励制度与教学管理经验
浙江大学在教学评价和反馈方面颇有特色。评价分四部分，70%的是来自任课教师班上学生的评价。
为了防止学生利用评教机制胁迫老师，评教在期末考试前两周就进行。剩余部分 10%来自于督导的评分，
10%来自学院领导的评分，10%来自于教学科研管理的评分。评教与年底考核、聘岗津贴、评奖评优相勾
连，前 30%为优秀、60%良好、10%为合格。因此学校和教师对评教部分都非常重视。
南京大学实行教育改革政策激励教师，学校拨付一部分启动资金(3~5 万元不等)主要面向年轻教师和
年纪较大的教师。在教学管理方面，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展。
郑州大学主要以教育教学项目改革为依托调动教师的积极性。2018 年，围绕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学院在全校范围内设立郑州大学思政课教学改革专项课题 60 项，其中
有 6 个重大项目、12 个重点项目、42 个一般项目，资助金额 80 余万元，稳步推动了“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衔接，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切实强化和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
工作的实效。关于教学管理经验，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点是理清教师队伍中每个人的情况，合理的安
排各年级老师任课。第二点是组织中青年教师参加“思政课教育教学大赛”。

2.4. 受邀访谈学生(非随机抽样)评价总结
三所学校的学生都认为课程的上座率和课堂的抬头率与授课教师有直接关系。有些老师授课生动活
泼，时时引经据典，这样的课几乎没人缺席，有的老师上课枯燥乏味，照本宣科，学生碍于考核制度勉
强到课，也都是忙自己的事情。另外，同学们对于实践课的兴趣较高，都能积极地参与进去。而在理论
课中，即使分组讨论，也有部分组员存在“划水”的心理。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一部分同学也表达了
不一样的观点，实践课虽然参与度高，但知识的内化效率低，有“看热闹”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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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背景下高校在思政课教学与管理上的启示
3.1. 推进思政课课程体系与示范课堂建设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思想政治必修课，要逐步全面开设，同时注意各
门思政课程的开设梯度和时间。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不同高校的课程开设和管理
体系，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统一谋划，进而帮助大学生更加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
界，坚定“四个自信”。同时可以考虑设置部分思政课选修课程，重点围绕“三个为什么”、“四史”、
“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宪法法律”等模块，做好与已开设的思政课必修课的衔接与补充，完
善思政课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加大思政课示范课堂的建设力度，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加大
对示范课堂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教学团队优势，鼓励课程中心负责人、各类名师、教学骨干带头，打
造一批示范课堂。发挥好示范课堂的教学示范与引领作用，发挥好教学名师的传帮带作用。聚焦课堂教
学这一中心环节，通过多种方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邀请校内外相关专家、各领域
模范人物、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学生等，通过座谈、沙龙、读书会等形式，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
力，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术研究的理论
成果，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同时要注重不同专业与思政课的有机结合，形成“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的良性互动。例如公共管理类学生，可注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教育；
政治学类学生，可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关教育。

3.2. 增强思政课教学形式的创新性与吸引力
思政课建设应始终立足于满足学生需求，注重学生评价，鼓励最优师资从事思政课教学。在“互联
网+”的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学要不断将传统教学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相结合，探索思政课
教学的新载体、新形式、新方法，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不断打造思政课新品牌。要
进一步强化在线开放课程品牌效应，思政课慕课已成为实体课堂的有益补充，精品慕课课程的选课人数、
覆盖面也十分可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思政课慕课更是发挥了优质教学资源的服务与示范作用。要不
断创新思政课内容生产方式和传播载体，孵化思政课新品牌。例如武汉大学的“马上见”互联网思政课
创意产品项目，从 2019 年下半年运营以来，已推出 7 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抗击新冠疫
情等重要时刻，用微视频、直播等形式，在大学生中开展生动鲜活的思想引领活动，“学习强国”等平
台的浏览量已突破 500 万人次。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开展思政课实践
教学，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和途径。丰富校外实践基地资源，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反哺理论。在实践
中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内化，增强学生的知识获得感。

3.3. 提高思政课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学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应始终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学院的基础工作和重点工作，
就思政课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组织保障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推进思政课质
量提升工程。
学院推进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思政课教学有机结合，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
动方案”，调整优化思政课基层教学组织结构，完善思政课教师全员培训与集体备课制度，启动思政课
在线课程建设等重大教学改革项目。完善学院层面的教师考核方案和分配细则，注重体现优课优酬、业
绩导向、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通过设立思政课教学质量奖制度和“申报–审核–建设–评估–奖励”
的程序，探索把公共基础课奖励课酬制度与示范课堂建设结合起来，以课酬激励为杠杆，建设一批精品
课程和示范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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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访谈提纲
 对于教学管理人员的访谈：
1. 贵院本科分几个专业，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在哪一年修订的？(若可在相关学院网站上
查询到，则无需问)
2. 全校本科生的思政课是如何分学期开设的，各门课程的学分设置是怎么样的？(若可在相关学院网
站上查询到，则无需问)
3. 贵院在课堂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有哪些改革和创新？
4. 在协调安排全校的思政课时，主要采用设么样的方案？
5. 在提高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方面，贵院有哪些举措？
6. 慕课的使用
7. 贵院在调动教师与教学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方面，有哪些举措？
8. 贵院教学管理理念的核心是什么？
9. 贵院在学生实习实践方面是如何要求的？
10. 目前贵院本科教学管理服务团队有几人？具体分工如何？
 对于学院学生的访谈：
1. 什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你知道吗？
2. 你如何看待思政课？总体看法和态度是什么？
3. 对于这四门课，分别有什么评价？比如课时方面？讲述方式方面？课程内容方面？你有何建议？
4. 你觉得大家上课是否认真，抬头率如何？具体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5. 你们思政课有实践教学吗？主要是怎么开展的？你觉得效果如何？
6. 你们有慕课吗？怎么学习的？你对慕课怎么看？
7. 对于思政课的考核，比如期末考试，实践教学考核等，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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