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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
姚利民
摘

贺光明

要：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

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科学构建
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适切与灵活选用教育方式方法，充分挖掘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征，满
足学生多样化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特征包括：合规律性、民主平等性、情感
互动性、自我内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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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学有效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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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

多学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学者认为 ，有
效教学是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教学 [1]；王孟
芹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产生效力和效用的特征，亦指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正向结果的效能属性[2]；张
海洋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包括大学生
对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可和接受
程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内化过程的顺利完成、
大学生思想品德意识转化为行动等三个层面[3]。显
然，以上论述从不同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性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学理依据，对新时代大学生

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
涵应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立、教育内容
的构建、教育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进行考量。
（一）教育目标设立：由成为社会公民转向成
为社会公民与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显示，思想政治教育并非
人类诞生伊始就存在，而是伴随阶级和国家的出现
而出现的。阶级和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为维护其
统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宣扬其政治观点、
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以达到巩固和维护其统治的
目的。即使是起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主要致力于

思想教育有效性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理想公民的养成，但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公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加强及相关研究的

民的教育和训导来促进政治共同体的持存和进一步

进一步深入，满足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运用，显

发展 。如美国的“美国公民”“合格公民”“民主

然是不够的。因而，从心理学视角论述大学生思想

公民”“好公民”等，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

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是准确把握大学生

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强调学生具有美国的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

“国民精神”[4]。从表面看，美国所倡导的公民教

教育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的逻辑起点。

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焦点集中体现在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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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准则上，但其实质是以隐蔽的方式体现其

内容围绕“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

政治诉求，进而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其阶级利益和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目标，

政治统治。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先后经

财物”为核心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

历了把教育对象培养成适应斗争需要的革命者、适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应国家需要的建设者及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创新人

点”的总路线转变与调整，积极地服务和服从于党

[5]

才的变化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提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

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主

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

张，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相应充实与

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公民

调整，积极融入“科学发展观教育”“和谐社会教

意识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2016年习近

育”“生态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国梦教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育”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

尽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直处于充实、

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调整与变化之中，在各个时期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

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无论怎样变化，总与我党和国家每一时期主要任务的

的人才。”

变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

这些理论、论断和成果推动了我国思想政治教

内容始终以服务、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为重点[7]。但

育目标在注重“培养社会合格公民”，坚持社会目

是根据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标为主导的同时，更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要求，大学生思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转变也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理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出现了新变化，即要“以理想信念

论。积极心理学作为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心

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理学运动，以积极的情绪、积极的人格特征和幸福

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

为对象，倡导人类要用积极心理学原理来对人的心

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

理现象和心理问题作出新的解读，将工作重心置于

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

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激发每个人

行素质教育”。同时，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人为

自身固有的某些实际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

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这显然蕴含了

[6]

量，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新

思想政治的内容不仅要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也要

时代大学生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亟待高校不

重视学生身心发展、满足学生需求。习近平同志也多

断满足学生的需要，充分挖掘学生的积极潜能，培

次指出：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

养学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和人格，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指导，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素质，使受教育者形

和获得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乐观的心

因而，有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应让学
生在充满希望、追求幸福、获得快乐的基础上促进
其成为社会公民与获得全面发展。
（二）教育内容构建：由注重社会需要转向重
视身心发展、个体需求

态、坚强的意志等”。
至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从注重
社会需要逐渐转向既注重社会需要又强调学生个人
身心的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等内容。这一转变有重
要的心理学理论依据。马斯洛认为 ，人类的需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构建，不

包括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两大类，其中基本需要包

是随心所欲的，首先必须与社会要求相符合。新中

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而成长需

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政

要指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

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

需要，它是在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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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心理需要，也称为超越性需要，包括认知需
[8]

认知灵活性、创新性、能力、性格、气质、兴趣、

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内

政治思想水平、品德水平、学习基础、学习动机、

容作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载体，其应有的逻

学习愿望、学习需要与学习风格等方面[9]。个体客

辑在于将社会发展的各种外化要求内化为学生的各

观存在的差异性既为因材施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

种需要，推动学生基本需要的满足向成长需要的满

循，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选用适切性、灵活性

足迈进，引导学生认知世界、理解世界，滋润人

的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大学生

生、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增加乐趣，使完满人性

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其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

得以实现、各种潜能得到发挥、人的个性得以张

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必须基于具体的教育内容、

扬。因而，只有既注重社会需要又重视学生身心发

特定的教育对象、实际的教育情景、不同教育对象

展个体需求的教育内容才是最有效的。这也就是

不同的认知、个性、适应性、政治思想与品德、学

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性的内容应由注

习状况，采用适切、灵活的教育方法，有效引导学

重社会需要转向重视身心发展、个体需求。

生充分认可、主动参与、积极进行情感体验，避免

（三）教育方法选用：由注重灌输说教转向适
切、灵活
作为联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教
育对象两者之间桥梁和纽带、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

学生对教育方法的抵触、厌恶，提高教育方法的接
受性、感染力与满意度，让教育方法受到学生的欣
赏和喜欢，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
性和亲和力。

教育目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思想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

治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由大学生

教育方法的转变既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决定的，唯有与大学生思想政

展现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

治教育的对象、目标、内容等相适应，才能提升大

实践者研究和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出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换

了新课题和探索的方向。借鉴、充实和融合心理学

句话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适切性、灵活

相关理论理应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性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

的应然态势。因而，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教育有效性是指：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

综观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轨迹，

律，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根据社

灌输说教教育方法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不可否认，

会发展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科学构建

灌输说教在向受教育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受教育

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适切与灵活选用教育方

者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

式方法，充分挖掘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征，满足学

着重要作用，但也衍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如：

生多样化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过分重视理论灌输，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过分
注重整齐划一，忽视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和同一层次教
育对象的个体差异；过分注重教育者的“言传”，忽
视“身教”等，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
和亲和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
特征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人的活动，

随着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

其关键在有效性。心理学视野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

变化，教育方法选用的适切性、灵活性已成为大学

治教育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乃是基于心理学理论并

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遵循的重要原

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

则。心理学认为 ，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

效性的研究与实践，心理学理论为提升大学生思想

学生在认知、个性、适应性、政治思想与品德、学

政治教育有效性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和基本遵循。

习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智力水平、

笔者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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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教育目标的合规律性、教育主客体的民主平等

合、参与、投入，发挥他们自主的、主动的教育作

性、教育实施过程的互动性、教育结果的内化性。

用，而不要把他们简单视为被动的教育客体、灌输

（一）合规律性

说教的对象，让他们通过接受教育、主动思考、自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

我教育、体验与锻炼，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

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的教育实践，同时也是尊

提升思想品德水平，实现全面发展。

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的教育实践。大学

（三）情感互动性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规律性意味着其教育目标的设

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

定、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构建、教育方式方法的选择

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教育者与大学生双向互动基础上

等要依据并遵循规律。除了要依据并遵循思想政治

的交往活动。心理学认为，情绪情感和认知相辅相

教育规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据并遵循人的心理

成，在认知基础上产生情绪情感，情绪情感又对认

规律、大学生的差异性、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

知产生影响，因为认知是在一定的情绪情感背景下

展的规律，保证教育目标的正确性、教育内容的科

进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接受思想政治教

学性与针对性、教育方式方法的适切性与灵活性。

育的认知活动，是建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情感基

思想政治教育的合规律性还意味着，要依据大学生

础上的活动。俗话说，爱其师，信其道，乐其教。

思想品德心理结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思想政

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原理，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治教育情感互动性意味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逻辑顺序和侧重点，首先要把社会要求的政治立场、

中，教育者与大学生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道德知

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与准则通过科学合理的内容与适

识、品德知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授受时，

切灵活的方式方法教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道德认

情绪情感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注重建立融洽、和

识，并激发大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大学生通过自我体

谐、信任的人际关系，唤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显

验、自我学习内化这些社会要求，锻炼道德意志，再

示对大学生的理解、关心、爱护、支持、欣赏、鼓

外化为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达到有效培养大学生思想

励，与大学生进行有关意义、情感、价值观的分享

政治意识和提升大学生品德水平的目的。

与交换，实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心灵撼动心

（二）民主平等性

灵，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共同提高的目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多的学者对

的，使大学生真切感受到教育者是可亲的，其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主体性、主体间性的

政治教育内容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自己和

概念、本质、内涵、学理依据等涉及较多，并取得

有针对性的，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适切的、灵活

了许多有益的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构建良好

的、有感染力的，其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入脑入心

的师生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如苏令银从主

的、有效的。

体间性视野出发，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平等

（四）自我内化性

的关系，他们共存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之

心理学的知、情、行原理告诉我们，三者既紧

中”

[10]

。笔者认同他的观点，同时，基于建构主义
[11]

密相关，又有差异，相互协调与统一是最高境界。同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外在

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平等性意

的思想意识、道德认识与观念、行为规范内化为大学

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大学生作

生内在的思想情感品德再外化为行为。在这一过程

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个体存在，关注大学生个体的

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化起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没

情感需求和生命体验，充分尊重大学生的独立人格

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就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

和价值尊严，并把这种情感需求、生命价值、独立

期目的，其有效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立论基础和实践

人格和价值尊严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融合，调动

土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特征之一的自我内

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促使他们配

化性意味着，大学生在教育者和其他社会教育因素的

学习理论的学生观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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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下，通过自身的积极主动参与，不断将社会
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的
个体意识，自觉认同、接受和遵守社会的思想政治、
道德要求，并自愿将这些外在要求作为自己的价值准
则与行为依据。自我内化性还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引导大学生
积极参与和合作，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规
律和内化逻辑进程，提高大学生的内化能力，优化内
化模式，以情感互动为中介，以培养大学生需要的氛

（5）：10-13.
[2]王孟芹.系统论视野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D].北京：中国石油大学，2010.
[3]张海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D].石家庄：河
北师范大学，2011.
[4]赵义良，金蓉.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与辨
析.思想教育研究[J].2017（11）：29-33.
[5]邱 吉，梅雪.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历史考察
[J].教学与研究，2014（5）：90-97.

围、激发需要的动力、规范需要的方向为重点，充

[6]任俊. 积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8.

分调动大学生的生理内驱力和心理内驱力，最终达

[7]上官苗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研究[D].长春：

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入心”“践行”“体验”和
“成体”[12]。

东北师范大学，2017.
[8]车 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综上所述，本文就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心理
学视野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还需要探
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现状、问题及提升
策略，关于此，笔者将另文论说。

2005：120-122.
[9]黄 正夫.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7.
[10]苏 令银.主体间性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研究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11]陈 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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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sychological Vision
Yao Limin He Guangming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sychological vision means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make a scientific arrangement of content in each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a proper and flexible choice of educational methods in a bid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maximally, meet the students’ all kinds of needs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th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otal goa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ity, Democratic equality,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Self internalization.
Key word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logical Vision; The
Connot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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