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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张耀灿

摘　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高度重视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关于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问题。二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三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础理论与实践经

验相结合的问题。四是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拓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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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我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应当坚持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

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积极拓展服务社会的新

渠道。

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理论创新与

实践创新相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

效性，以更好地完成高校作为立校之本的根本任

务——立德树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工

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战略全局高度，形成了以“大宣传”“大思政”为

核心的工作思路。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哲学社会

科学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党校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会议、纪念马

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全国教育大会、网络信息安

全工作会议，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的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讲话。这些讲话突出

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形成了“大宣传”“大

思政”的思路格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和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2016年2月1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

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

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

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 [1]新闻宣传工作以及其他引导民众思

想的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具有高度的政治

性，这些工作都应当自觉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创新，服务

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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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工作思路，中央专门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中，习近平同志的“大思政”思路反映特别明显。

比如，以专门队伍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

团干部、辅导员、班主任是专门力量，明确强调必

须立德树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其他的老

师，包括各门业务课任课老师、各级干部的工作也

都应围绕立德树人，这就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落实课程育人是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核心环节，课程

育人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2]这些思想的指导性很强，既有理论性，

又有实践指导性。再比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后下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简

称3 1号文件），在“全程、全方位”基础上，

加了一个“全员”，构成“三全育人”，作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三全育

人”“大思政”的思路在该文件中体现得非常鲜

明，更是成为直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不仅要用这一思想来指导，还必须坚持以完整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的深化、拓展、

升华。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沿研究提出新的要

求、新的课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彻“大

思政”的思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首先

要学习、消化、领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宣传

思想工作、高校思想工作，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价值

和深远意义的。

我们应当坚持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注重把个人或他人学习、

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加以研究和总结。这样，不仅

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提高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层次，而且也是党中央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要求。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指导新实践是当前最重

要的政治任务，有的学者说是首要政治任务，从

研究的角度说，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首要政治任务。

二、正确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

性与意识形态性之关系

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

究工作与实践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这两

者之间必须高度结合，实现高度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但是

也不能仅仅考虑意识形态性。如果仅考虑意识形态

性，搞空洞说教，或者仅立足于、局限于课堂教

学，或者搞硬性灌输，那么，显然效果不好，而且

也没有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的“大思政”教育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谈到

“全程、全方位”以外，还提到，要运用新媒体和

信息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要讲究科学性、艺术

性，也要让大家喜闻乐见。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科学性就是要把这

一教育提高到增强有效性的高度，即达到真善美的

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才能

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科学性首先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真理性，没有真理性，显然不

能说服人，理论不彻底也不能说服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既要引导大学生如何做人，又要增强他们做

事的能力，积极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正面鼓劲为

主，这就是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讲究恰

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方法、载体、技巧，要让

学生喜闻乐见，达到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程度，也就

体现了美的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要求体现创新性。实

践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创新便是搞好工作的“第

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中认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

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提倡理论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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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

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3]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体系，创新是灵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不仅表现在学科体系

创新、学术观点创新、话语体系创新，而且表现在

内容创新、方式创新、手段创新、载体创新、基层

创新等，其中，基层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的重要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落实到基层，还

要“抓小、抓细、抓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

个应用学科，更要求“抓小、抓细、抓实”，不能

搞形式主义，否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难以

体现。

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学

术性、科学性是实现意识形态性的依托、基础。意

识形态性必须依托科学性，没有科学性，不但发挥

不了意识形态性的导向作用，而且会适得其反，

损害意识形态性的形象，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指

导实践的目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指导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科学性，科学性作为条件和依

托，又能落实、保障意识形态性的实现，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持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高度重视基础理

论。要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高度升华实践经

验；基础理论研究做得越好，其实践指导价值就越

大，指导现实的力量就越强。我们对待《思想政治

教育学原理》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写作，

就坚持和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高度融合的原

则。编教材或者写著作，首先是学科理论体系构

建，理论的总结概括，从根本上看，都是从实践经

验中总结凝炼，并对实践经验做理论升华来实现

的。基础理论越是总结得科学，抽象得科学，它对

实践的指导越有价值。因此，在现在的学科建设

中，在教材编写、专著写作中，把基础理论研究得

越好，它的应用价值就越大，指导性就越强。如果

理论很科学，它首先就是原理性的，具有很强指导

性。不能把理论、原理视为一种说教，理论、原理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那种不联系实际、照本宣

科、打官腔，就是一种空洞的说教。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有学者主张要发展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

比如，弱势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农民工的思想

政治教育学，这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但是，要看到

思想政治教育学总体上说是一门应用科学，相对而

言它还是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不能以发展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来否定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应

当坚持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不断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和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可以用三个图表表示

出来。

表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主干学

科），这些主干学科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

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比

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史可以研究共产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

中国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

究，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国外的相关学科加以

比较，借鉴、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避免其中的失

败教训。例如，西南大学白显良教授，在武汉大学

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借鉴国外的隐性教育的概念，

着力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构建隐性思想政治

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这也是借鉴国外教育思想的例

子。表二，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学

科），这些分支学科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

政治教育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

教育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等。表三是应用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其分支学科可以分群体进行研

究，如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国有企业职工

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私营企业的职工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等。研究对象不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呈

现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研究对象是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具有独

特性，它的应用和规律要考虑到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探究其有机统一路径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它的特

殊性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否则其有效性难以获

得提升。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除了分群体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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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分支学科图示

表一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主干学科图示



5 

张耀灿：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表三　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分支学科图示

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分支学科，比如，思想政

治教育的教学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

还有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这些都可以看作应用思想

政治教育的研究分支。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教育部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测评

体系研究》，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评估问题。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测评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上——过

去是闭卷考试，后来是开卷考试。这个测评要考虑

多种测评形式，思考如何提高测评的多样性、科学

性、有效性、导向性，这是应用研究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

其他方面，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的

研究，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

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有些学者

把这三个规律分别作为课题来立项，有的深入研究

课程育人等，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发展创新，很

有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理论研究与先进经验推广研究结合起来。对于

一些比较科学的、先进的理论成果或者实践经验的

总结，如何推广，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重要课题。有些学者从事先进理论或先进经验的推

广研究，从事科学成果的推广研究，这种理论推广

的方向，或者向生产力转化，或者向实践转化，这

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当得

到重视和加强。

四、积极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社会新渠道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任务，除了搞好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文化传

承与创新，以及社会服务。高等教育的五个功能作

用，在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中都要全面体现，但是弱

项就是社会服务。

首先，社会服务应当积极关注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阵地、摇

篮，是培养中高级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主要阵

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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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积极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

其次，在当地社区、中学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是思想政

治教育社会服务的首要任务。社会服务不仅是宣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还包括其他一些

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的实践活动，

如多种多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也是一种用实践行动在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

活动是运用了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作用的具体体

现，也是红色文化、榜样文化的一种体现。

其三，积极传播和弘扬“红船精神”，红色文

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

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我们“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号召，把“红船精神”，红色文化融入各种高校

学生教育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去。现在新闻

媒体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主旋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就是要坚持和弘扬“红船精神”，红色

文化。传播和弘扬“红船精神”，红色文化，决不

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应该多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

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形式与活动形式，多总结

一些群众创新、创造的优秀经验并加以理论提升、

实践推广，从而更好地促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推进“立德树人”

中心环节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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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Basic Issu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Zhang Yaocan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issues in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ideological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hird i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ourth is about the channel expa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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