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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思政课要打好“组合拳”*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3·18”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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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

了方向，为教师上好思政课提供了根本遵循。思政课要想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就要在促进师生情感交流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在真信和真情中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感染

力，在直面和分析问题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在创新教学内容方式中增加思政课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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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大力推进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下，教师上好思政课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学生爱上思政课的主动性普遍增强，社会支持

思政课建设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思政课改革创新

稳步推进，教学效果显著提升，社会认可度持续改

善。2020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 17 期

以《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为题，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3 月 18 日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讲话内容公开发表意义重大，有助于广大思政课教

师全面准确深入领会讲话精神和要求，再一次极大

提振了全体思政课教师的信心、干劲，激发了他们

把讲话精神和要求贯彻到日常教学工作之中的积

极性、主动性。 

习近平在讲话中胸怀“两个大局”，站在历史

和时代的高度，以宽广的战略眼光、深邃的战略思

维，深刻阐释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办

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上好思政课要做到八个“统

一”以及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等重要思想，

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教师上

好思政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强调指出：“只

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好思政课，但无论组合拳怎

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

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

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1]这段重要论述高屋建瓴、

内涵深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本文就如何

使“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谈些心得体会，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在促进师生情感交流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 

“亲和力”原本是一个化学概念，意指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后

被借用到人际交往领域，用来比喻使人亲近、愿意

接触的力量。思政课教师的亲和力，其作用对象当

然是青年学生，表现为教师对于学生所具有的吸引

力、亲近感和接纳度。教师通过言传身教赢得学生

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喜爱，从而成为学生愿意亲近、

接触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处在关键位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以习近平回信精神引领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FRF-DF-20-46）和教

育部网络教育名师培养支持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580/j.sxlljydk.2021.01.016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90 2021 年第 1 期 / 总第 265 期 

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教师要有亲和力，首先得有吸引力。所谓吸引

力是指能引导人们沿着一定方向前进的力量，引用

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应指教师对于学生所具有的

影响力、引领力。教师靠自己的言行，吸引学生的

注意，得到学生的认同，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

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示范带动作用，形成潜移

默化的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有时会伴随学生一

生。习近平指出：“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1]所谓人格是个人带有倾向性的、本

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兴趣、爱好、能力、

气质、性格等）的总和，表现在知、情、意、行等

心理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人格魅力不是先

天就有的，主要靠后天的努力逐渐形成，靠自觉修

身修为养成。教师要形成人格魅力，需要反复锤炼

自己的品行，靠学识魅力、语言魅力，靠思想境界、

行为世范，形成堂堂正正的人格，做为学为人的表

率，树立在学生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思政课教师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

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需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

精神状态，乐观豁达，积极作为，不懈怠，不气馁，

不怨天尤人，不装腔作势；需要脚踏实地，勤奋努

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以“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的态度对待每一节课，以“板凳须坐

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写好每一篇文章，

不蜻蜓点水、敷衍塞责，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需要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不能

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能躲避崇高，远离是非；

需要严于律己，表里如一，善始善终，不能做“夜

间人”“两面人”，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课上

一套、课下一套；需要有赤子情怀、仁爱之心，甘于

献身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勇于奉献，关

爱学生，帮助学生，努力成为学生敬仰信赖的人。 

教师要有亲和力，还需要架起沟通师生情感的

桥梁纽带。亲和力仅靠人格魅力是远远不够的。教

师要避免留给学生高高在上、敬而远之的形象，需

要主动探寻各种有效途径，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互

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此过程中

提升影响力、亲和力。比如利用创设问题、课题研

讨、课堂辩论等有效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到课率、抬头率，努力克服教

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课堂气氛沉闷等问题。要

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内容，更新教学

手段，通过创设智慧课堂、建立班组微信群、成立

学习小组等途径，推动课上课下的交流与互动，拉

近师生距离，增进师生情感。还可以结合课程的特

点和要求，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通过公众

号、微信、微博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教师的率先

垂范、身体力行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归属

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播融于一体，把思

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课程时，尝试了“小组研学、课堂展示、学

生互评”等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方法，取得较为明显的

效果。具体做法是，开学初按自愿原则，一个班级一

学期安排 8 组到 10 组同学，围绕教师布置的任务进

行自学、研讨。每组一般由 4 名同学组成，自学、研

讨的任务由教师依据教学目标提前一到两周确定。届

时，各组同学登上讲台，面向全班同学展示分享自己

学习、研讨的成果。一次课可安排两组同学围绕同一

主题依次登台展示，每组展示的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展示环节结束后，由教师组织学生互评，然后教师点

评、总结，评价结果记入学生平时成绩。 

笔者布置的自学、研讨任务，主要是让学生研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

宣言》《资本论》（节选）《哥达纲领批判》《反

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

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通过

研读原著和课堂展示，调动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的积极性，加深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理解，使他们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不再是

教科书里的条条框框，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科学

思想体系，既检验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

效果，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和情感。 

二、在真信和真情中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 

思政课教师的“真信”有其特定含义，是指对

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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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念。这是由思政课的政治属性、价值取向决定

的。思政课不是纯粹的知识传授和理论讲解，而是

通过知识传授和理论讲解，达到用科学理论武装学

生头脑、用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行为

的目的，使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立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习近平明确指出思政课

是“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的，强调我们“要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己信方能使人信。要影响、塑造学生的思想灵

魂，把他们凝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使思政

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思政课教

师首先要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对思

政课教师起码的政治要求，也是一项最根本的要

求。思政课教师自己没有坚定正确的信仰，缺乏传

播科学、弘扬真理的底气勇气，如何能让学生做到

信仰坚定、笃志力行呢？缺乏坚定信仰的教师是讲

不好思政课的，不仅不会用心用情努力上好思政

课，反而会在课堂上“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讲

些误导学生的内容，既有损思政课教师形象，也使

思政课丧失立德树人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习近平

非常重视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质，把“政治要强”

摆在思政课教师素养的第一位，明确指出“要让有

信仰的人讲信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只有首先在思政课

教师心中扎下根，才能在学生心中开花结果”。[1] 

要靠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感化学生。真理

具有感化人、征服人的巨大精神力量。真理是对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类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人类只有科学认识

世界，按照真理揭示的规律去改造世界，才能在实

践中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各国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马克思主

义因此从一开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少数革命家

掌握的真理，逐渐发展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世界

性事业，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我们对马

克思主义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充分认识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原

原本本地传授给学生，讲深讲透，用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力量教育、感化学生，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思政课教师做到真信，前提是做到真学、真懂，

下功夫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学思践悟中坚定自己的

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历史，涉及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

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马克思主

义理论著作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波澜壮

阔。面对极其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

思政课教师唯有静下心来、俯下身子仔细研读原著

和历史，搞清楚蕴含其中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

时代价值，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才有底气讲好思政课，

从而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懂运用，全面系统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应当成为思政课教师的基本

功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要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需要思政课教师有传

道情怀、仁爱精神，靠真情实感打动学生。真理并

不能自动生成感染人的力量。真理只有被人们认

识、掌握后转化为信仰，才能变成精神的力量，变

成指导实践的物质力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进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普及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

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

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

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P317)因此，马克思主

义同其他科学真理一样，需要靠系统的传授、灌输

才能为民众了解、掌握，决不能否认这种传授、灌

输的必要性、正当性。当然，也不能把列宁讲的“灌

输”曲解成不讲方式方法的“硬灌输”。如何有效

地向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普及

工作，需要注重方式方法，尊重教育规律，不搞填

鸭式的灌输。在思政课课堂上，教师要善于选取生

动感人的事例，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图

文并茂、声情并茂，避免简单从概念到概念、从结

论到结论、从原理到原理。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部理论发展史，也是一部生

动的实践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事迹犹如

经纬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全过程。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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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创始人终其一生都在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

奋斗，他们的革命活动、理论创造就是一个个感人

的故事汇、一本本鲜活的教科书。思政课教师要有

重点地把教材的知识体系还原到经典作家所处的

时代背景中，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鲜活

生动的史料史实，通过向学生讲解这些史料史实增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染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更加贴近现实、贴近学生，思政

课教师要主动接触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到革

命老区去，到改革开放最前沿去，把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讲述清楚，把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峥嵘岁月讲

述清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情理交融。 

三、在直面和分析问题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一

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人民谋求自身解放、创

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史。从 1848 年的欧洲革命风暴，

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创立；从俄国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到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焕发生机活力……这些历史都是亿万人民的伟

大实践造就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

史的动力。思政课教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实践

观、群众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紧密

联系实际，反映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展现社会生活

壮丽图景，增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染力。否

则，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变成脱离实际脱离

生活的枯燥教条，既达不到思政课教学目的，也背

离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既是一部人民奋斗史，也

是一部曲折发展史。胜利和挫折并存，高潮与低潮

交替；既有顺境和成就，也存在问题与教训。要完

整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自然回避不了这些挫

折与低潮、问题和教训。我们也不能刻意回避，因

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立场和态度。问题的关

键不是要不要回避这些挫折和问题，而是如何给以

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是天

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人民群众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

创造性实践，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成功的经验可资借

鉴效仿，不可能不出现失误。170 年来的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70 多年来的

新中国历史、4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都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面对历史上的挫折、实践中的问题，思

政课教师要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实践观。决不能无视

历史、违背事实夸大问题和挫折，更不能造谣污蔑、

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 

习近平指出：“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

问题存在，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辩证认识、

理性分析现实问题，辨明大是大非、真假黑白，在

对社会假恶丑现象的批判中弘扬真善美。”[1]他还

说：“我们党也不是神仙皇帝，在摸索中前进肯定

会有失误，不要因为有这些失误就丧失对党的信

念，动摇对我们所秉持的理想信念的坚定性。”[1]

他要求思政课教师“要练就不怕问、怕不问、见问

则喜的真本领”，“不能见学生提问就发怵。真理

从来是在诘问和辩难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一问就问

倒了，那就说明所讲的不是真理或者自己还没有掌

握真理”。[1]他还强调：“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

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要给教师充分的信

任，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1]这些重

要论述，为如何讲授历史上的挫折与教训，应对学

生提出的尖锐敏感问题，把握历史发展主旋律和总

趋势，提供了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需要思政课教

师准确领会、牢牢把握。 

马克思主义又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不断斗

争中开辟前进道路的。观念是存在的反映，实践中

的矛盾和问题必然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中，使得人们

的思想存在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真理

是在战胜各种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一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思潮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社会价值取向日

趋多元，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同非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时隐

时现，有时交锋激烈。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意识

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3](P7)的重大判断，提出要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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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

误观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国家的一项根

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应当清醒地看到，高校不是象牙塔、桃花源，

它是各种思想观点交流、交融、交锋的集散地，也

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学生们并不是生活在

“真空地带”。事实表明，处在人生“拔节孕穗期”

的青年学生处在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最容

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侵袭。由于青年学生缺

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素养，加上一些传播者的有意伪

装，使得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容易在学生群体中散

播开来。思政课承担着体现和执行党和国家意志、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关系到培养

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

题，是高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阵地。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高校

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时揭露、深刻批判错误观点和

错误思潮，无疑是必要而有重要意义的。习近平明

确指出：“思政课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的基础上用好批判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

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1] 

笔者在整体不脱离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

将对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的批驳融入思政课教学

中去。例如，在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时纳入对人

权观的剖析，批驳“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为此

笔者从梳理人民主权理论的演进阶段着手，说明这

一理论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通过

剖析雅典民主制度中主权在民原则与民主暴政现

实的矛盾、近代契约国家中权力委托原则与人权受

侵现实的矛盾，阐释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实质上只是

阶级统治的工具。脱离具体的阶级关系谈论抽象的

人权没有意义。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霍布斯

的“将主权转让给统治者”方案、洛克的“基于众

意建立契约”方案、卢梭的“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立约”方案进行比较，并借用资产阶级学者贡斯当

的话解释抽象人权观的虚伪性：“如果你确信人民

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

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

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

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

都是罪恶”。[4](P78)在历史中，超阶级的人权理念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也遭遇破产。虽然第三等级广

泛参与了国家治理，然而选举投票、公开辩论等民

主程序被利益集团利用，尤其是雅各宾派对人民的

恐怖统治最终暴露出假借人民主权之名实行的独

断主义，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从马克思主义立

场出发，既没有脱离阶级利益的抽象人权，也没有

脱离人民利益的抽象国家，所谓的人权是历史的、

具体的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口头

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

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

则。”[5](P692)人权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

本国人民进行评判。西方某些政客宣扬的“人权高

于主权”论调，实质上是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他

国内政，是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辩护。实践表明，

此类教学内容安排有助于引导学生认清错误观点，

澄清模糊认识。要纠正那种“不讲错误观点，学生

还不知道；讲了，反而替错误观点宣传”的认识误

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贵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要在错误观点刚现苗头时加以抵制，绝不能任其发

展蔓延。对于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学生当时不知

道，不等于以后不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生该

不该知道，而在于教师能不能说清楚它们的实质与

危害，能不能把批判错误思想观点有效融入思政课

教学，能不能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

题、学术观点问题之间的原则界线，能不能经得起

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问。 

四、在创新教学内容方式中增加思政课的实效性 

思政课教学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

学、法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反映

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历

史与现实，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社情

的变化，教学内容不断更新。这对思政课教师的综

合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思政课教师紧跟时

代前进步伐，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及时

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新成果，及时反映国际国

内社会发展现状。 

思政课教学要以内容为本。理论只有彻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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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服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建设支撑思政课建设，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

量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思政课要用科学理

论培养人，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讲清楚、讲透彻。”[1]马克思主义作

为真理，经得起社会历史的检验，并彰显其科学性、

先进性。思政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

化成果时，需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将其放在中西

方社会背景中去讲，在比较、对照中讲清楚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更具

说服力、感染力。思政课教师肩负着传播文明、立

德树人的时代重任，要在青年学生成长成人的关键

期播撒科学信仰的种子，给青年学生心灵埋下崇尚

知识、追求真理的种子，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价值追

求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机统一起来。 

精心打造的内容需要有合适的形式来呈现。思

政金课一定是科学内容和有效形式的高度统一。在

讲授形式和技巧方面，思政课教师需要不断更新思

维，改进授课方式，努力摆脱使人敬而远之的刻板

形象，努力做一名春风化雨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者、传播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严谨完整的科学

体系，其内容的严肃性不容亵渎、篡改，但这并不

意味着在讲授方式上教师只能正襟危坐，不能生动

活泼。与之相反，形式多样、深入浅出、寓教于乐

才是思政课教学的最佳呈现方式。案例式教学、问

题式教学、沉浸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参与式教学

等现代教学方式，都应当融会贯通在思政课课堂之

中。要善于把思政课的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

知识性有机统一起来，把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

众话语有机统一起来，寓政治性于学理性之中，寓

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使用学生易接受的语

言，摆事实，讲道理，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避免盛气凌

人，搞意识形态说教。 

思政课教师要善于正确处理教材与教学的关

系。把教材内容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是每一位思

政课教师必须完成好的基本任务。近年来，为帮助

广大思政课教师完成这一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了一系列的配套讲义、教案、电子资源，北京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平台推出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文献支撑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

源共享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化教学平台、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估平台以及大学生思想

动态调查分析平台等。思政课教师可以用好用活这

些优质教学资源，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手

段，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风格。 

思政课教师还要善于处理抽象理论与学生认

知之间的关系，努力把教材内容、教学内容成功转

化为形象生动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

类优秀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和总结，一

般都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形式

呈现，显得晦涩、难懂。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

们涉世未深，缺乏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对抽象

的理论一时难以准确理解、正确把握，更谈不上

灵活运用了。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善于理论联系

实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恰当可信的事例，将

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帮助学生理解、掌

握、运用。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灵

活选择教学形式，注意语音语调、情感把控，做

到严肃活泼、张弛有度。 

总之，上好思政课是一门大学问，是需要思政

课教师付出毕生精力的必修课。广大思政课教师要

牢记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的殷殷嘱托，不负韶华，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

断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实现知、情、意、行的统

一，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作者汪亭友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

研究平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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