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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实分析与发展路径研究

鲁　杰　王　帅

摘　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是以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为源泉和基础建立起来的一门应用学科，也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学科。学科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极大成就，但有些基础性问题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从而影响到学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提

升学科的认同度、话语权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索增强学科的认同度、有效性、实践

性的现实发展路径，以新精神、新面貌、新作为来加强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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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

进入快车道。2005年2月7日，教育部正式将思想政

治教育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的一个二级学

科，同时在硕博点建设、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方

面取得了极大成就。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高度

重视，多次提出要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

高校思政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

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兢兢业业、甘于奉

献、奋发有为，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1]“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对思想政

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

系建设，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2]这既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与

肯定，又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学科体系建设包括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认可，这意味着对我国的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

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进行积极的改革和突破，

以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要积极地直面问

题，发挥学科特有优势和魅力，以新精神、新面

貌、新作为来推进学科新发展。

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进

一步提升认同度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时间较短，从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三十多年，在其

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但

是，三十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所取得的跨越式

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

原因，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评价仍然有待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队伍内部对学科的认同度

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

信》中指出：“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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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

是红军的生命线。”[3]“生命线”是对中国共产党

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科学概括。自

此，中国共产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加强党内思想

建设的核心路径。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

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4]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一切工作都具有强大

作用力，这也是其作为“生命线”的内在意蕴。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巩

固政权、稳定社会、凝聚民心等方面，思想政治教

育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正式设

立，学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这时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工作方法仍然以居高临下的说教为主，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还残留着许多过时的内容，尤其当

这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出现时，

人民群众感觉思想政治教育是空泛的“万金油”学

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反感，损害了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的声誉。此外，随着整个社会的主要

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中心，社会经济生活空前繁

荣。在人民群众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经济建

设距离很远，不能创造任何经济价值，在社会上所

起到的作用有限。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定

程度上被边缘化。再加上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所培养的各类人才就业相对困难，导致人民群众对

学科的认同度不高。

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

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并且将这种理念运用到理论与

实践工作。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新时代，要配齐

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

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在这

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很多

的不足，学科培养的各类人才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现

实的就业竞争力较为困难。博士学位层次的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人才偏重理论研究，绝大部分博士在求

职就业时不会选择辅导员等一线实践岗位，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对于学士、硕士

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才而言，在现实的就业

市场中，不太容易找到对口的工作岗位，出现了就

业难、工资低的情况。相关人才无法把自身所受到

的专业训练转化为就业的优势，导致了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内部认同度不强。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内部仍然存在一些基础性学术问题，例如思想政治

教育的根源、本质、范式、规律、边界等还没有达

成广泛共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队伍内部感到

所从事或学习的学科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

学科的认同度。

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进

一步提升学科话语权

人是生活在各类话语环境之中，容易受到话

语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

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精神力量。”[5]因此，掌握话语权应该是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基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全面落实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把握当代青年意识形态话语领导权。这对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出更为具体清晰的要求。事实

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就要依靠话语对受教育

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因此，拥

有强大的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

学科的应有之义。但是，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利

益分化导致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多元，思想政治教

育还没有与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要求相结合。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有待加

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是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从现实经验中归纳总

结出来的纯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它来源于现

实，形成于现实，发展于现实。同时，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其本身就是要为一级学科服务。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掌握，我国的整体

社会思想道德素养获得进一步提升。马克思指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6]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权，也主要来源

于对现实问题中的思想政治现象的透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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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过程波澜壮阔，整个社会经历了伟大的变革，涌

现出了用以前学术话语所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对

于这些现实问题，民众期待着学者们用理论透彻、

通俗易懂的解释来答疑解惑。因此，每当出现一些

社会热点问题时，总会涌现出一些法学、经济学、

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从学理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说，

这些学者在为群众消除迷雾、解除困惑的同时，还

普及了自己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扩大了学科的

话语权。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者们在面对这些

现实问题时，总是作为旁观者，处于失语状态，

没有积极地解释现实、引导舆论，扩大学科的话 
语权。

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研究领域众多，目前主

要涵盖了法制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领域与现实问

题密切相关，都是能展现学科话语权的领域。但

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学者对热点问题予以关照，大

部分学者的兴趣点仍然是学科理论问题，对于热点

问题的学理阐释兴趣不大。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

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时日尚短，学者们还没

有足够信心来对现实问题进行学理性的解释。另一

方面，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与其他学科存在着诸多交叉研究领域。因此，一旦

遇到交叉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时，往往会在话语权

上存在竞争。相对于其他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在话语权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也造成了学科在牢

牢掌握话语权方面还有所欠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面对现实问题失语或缺场的状况，表现出来的本质是

学科对“解释世界”的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

学科的话语权，进而影响到学科发展。

另外，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人

类生产、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成为人们虚拟生

存的存在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越来越

大。因此，网络空间成为各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

的主战场。整体而言，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呈现的

态势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媒介手段和强势

的话语霸权，不断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

透活动。而网络的便捷性、即时性与大众性的传播

特点，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的首选工具。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

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

和吸引力。”[7]

但是，目前大部分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仍然遵循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二元结构的思

维，即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权威单方面地向受教育

者发送信息。这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结

构，即教育者作为主导者，受教育者作为主体者，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双主体的平等对话互动模式

还有较大距离。这种状态导致的现实结果就是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被受教育者所接受，西方的意

识形态乘虚而入占领网络空间。显然，思想政治教

育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不强，也直接影响到学科的 
发展。

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进

一步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相较于马克思

主义学科体系之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更偏重于应用性，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改变

世界”的思想，致力于使广大高校学生能够真正达

到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标准，全面提升他们的综合

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

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

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9]可见，只

有把握规律，才有可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可

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且，

很重要的是承认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

情况，也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以及

客观事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条件，

同时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合理性。[10]

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

规律。一旦认识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就能

有效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所面对的问题。

目前，“适应超越律”是公认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

规律，“双向互动律”“内化外化律”“协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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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这些理论为深入

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比如具体规律仍然偏

少。一旦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既有的规律无法运

用，就只能求助于感性的、个体的经验，严重影响

学科发展。

规律是客观变化的。“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

的现象入手，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外部联系来

抓住内部联系，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11]所

以，国内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要以研究学

科的内部联系为切入点。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联

系，只能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获得。因此，

想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客观规律，首先需

要确定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深化对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范式的了解。

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

来源于教育学，研究方法也以理论思辨的逻辑归纳

演绎为主。由于时代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信息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

管理等方面有了质的改变，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已

经成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所需。因此，新时代要通过

定量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学科领域教育方式和教育

理念的变革。要与时代接轨，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介入现实问题，以此“改变世界”。

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

路径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思想政治教育

是培养广大党员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途

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意识

形态工作的成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系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信。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认同度，提升

学科自信

思想政治教育是纯中国化的学科，学科的认同

度并不是首先来自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而是来

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意识到自身在中国历史和革命

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提高对于学科的信

心，从而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认同度。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心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广大工农群众

开展政治教育，让他们觉醒，坚定政治觉悟，便于

组织起强有力的阶级队伍和革命力量，发起工农革

命运动。随着党的力量的发展壮大，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逐渐扩大到为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革命

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发展服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更加拓展，工作对象也日益广泛、复杂起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革命是中心任务，“一切为

了前线胜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着阶

级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而展开。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并且一直用“生命线”来

形象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

用。在党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重要地

位之后，革命斗争由胜利走向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面临着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同时还要巩固政

权、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起到了“生命线”的作

用，从而使这些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

建设初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也围绕

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进行，有效地动

员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中国的

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着许多的

挫折、教训，但是，党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实践中团结全党、统一民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

艰难险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走上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在这个背景下，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再次被认识到。1983年7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纲要（试行）》的通知提出，在全国逐步建立起

初级、中级、高级思想政治工作人才正规化的教育

训练体系。1984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等12所院校首批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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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后，随着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大量的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进入各行各业，成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保证了政治稳定、社

会安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

定的思想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正在稳步推进。当前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深地融入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增强

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保护感和责任感，使每一

个中国公民自发地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积极作为、

开拓进取，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

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

一更加巩固。”[13]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一直

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

的客观历史性贡献，已经充分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的现实作用和存在价值。党和国家也高度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

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14]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获得整个社会的尊重与 
认同。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有效性，满足

社会现实需要

有效性即作为价值客体的事物或活动在特定

的价值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满足价值主体相应需要的

积极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一是其所具有

的社会认同需要、社会动员需要、社会精神建构需

要、个体的社会适应需要、发展需要获得满足的

具体实现；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作促进社

会所赋予的思想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的 
实现。[1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人们在物质相对充裕的

状况下，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我国的社会主要矛

盾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人的思

想，就需要为人的思想所认可和接受。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要满足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的需求，

要在建构个体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才

能获得个体的内心认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每个人都处在社会之

中，是社会的人，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发端于人更好地生存、提升、发展的需

要，因此促进人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成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本原目的。[17]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

区，社会发展节奏加快，时代变化日趋剧烈，社会

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错误思想，人们在众多的社会

思潮中容易迷失方向。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人

们面对纷繁复杂意识形态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来帮助人们答疑解惑，帮助人们更好地发展自

己、提升自己。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精神生

产实践，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命的完善与改造，也是

对高尚的精神生活境界的追求、设计和创造。这

样，个体通过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追求

自身的精神生活，积极建构主观精神世界，从而实

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要完善该学科的学术话语和知识体系，

学科介入现实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学科培养的人

才来进行社会实践，二是通过学科话语来介入现

实。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信也要在这两个

途径的有效性上得以体现。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

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其政治素养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因此要重视对他

们的政治素养的考察，加强政治理论培训，尤其是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要

与党和人民始终站在同一战线，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的领导。同时，也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业知

识技能，使他们系统地掌握学科理论知识，灵活地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的优势。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话语介

入现实，要体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特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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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话语应是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征，还

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应通过多方面的交互影响，

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选择最合适、最有效的方

式，用学术话语来介入现实、影响现实、改变现

实，从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性，推动

学科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实践性学科，既要从实践中总

结理论规律，也要把规律应用到实践中。马克思指

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简

单的理论，其具备了实践价值。”[18]思想政治教育

的学科自信也要在实践中体现，通过实践的有效性

来促进学科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必须对学科范式进行

全面转换。通常情况下，将理论思辨当作是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定性

研究。研究被考察对象的属性、特征和关系网络，

以更清晰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属性。我国社会

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互联网信息时代，现代科学信

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已得到普及应用，向数字化和

信息化方向进行改革和发展。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的研究热点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来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这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主

要趋势，同时也为其研究范式开辟了新的天地。思

想政治教育范式实证化的主要方法是采用定量研

究。即通过将部分因素进行数学化处理，研究指标

之间的数量关系。这一研究通常需要假设检验，

逻辑推理比较严谨，最终结论也会具有较高的精 
准性。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如

何，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能否得以体

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能够有效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效果，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国家已全面实施新时代

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工作。对于受教育者来

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能够提升自身思想政治

觉悟和素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工作，

也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效果来展示学科

成就。而办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保证良好教学

效果的关键在教师。从思政教师的角度来看，首先

要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自身的党

性和思想觉悟，有专业的知识和渊博的知识面，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课堂的教学效果。通过言传

身教，守正创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与课堂进行深度的融合，把思政课办得越来

越好，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性提供有力的 
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要有新气象和新作为，归根到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要有大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界要夯实理论知

识，扩大话语权，增强学科的有效性和实践性，从而

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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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LU Jie    WANG Shuai

Abstract: In Chin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subordinate discipline in the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It is an applied 

subje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some basic problems have 

remained unsolved, which affects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scip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s to increase its recognition, its discourse power, and i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exploring a realistic development path to upgrade its recognition, effectiveness, and practicality, so as to boost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with new spirit, new image, and new actions.

Key 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