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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
金思翼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摘

要｜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高校领导和思政课教师对办好思政课存在
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本文梳理了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从信心、教师、教法、协同四个
方面着手分析，以期为办好思政课做出绵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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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围绕如何办好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讲话，提出了思政课教师应做到“六个有”，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大思政课我们
要善用之”、大中小一体化等重要论断，为加强和改进思政课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时至今日，还有一
些高校领导和思政课教师对办好思政课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如有人认为思政课没有
实际用处，有人认为教授思政课技术门槛低谁都可以上，还有人把思政课等同于一般的专业课、基础课，
要求思政课产教融合、技能化。笔者认为思政课教师只有从思想上高度深刻认识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
和重大意义，才能自觉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深刻理解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
办好思政课与上好思政课仅一字之差，一般人容易忽略其中的深刻含义。如何理解办好思政课？我
们要跳出思政课看思政课，仔细体会习近平总书记使用“办好”一词的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使用“办好”一词。早在 2004 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说：“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1年湖南省高校思政课教研专项“中国梦融入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备课研究”（编号：21E5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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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就坚决不办。”［1］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让老百姓过上更加
美好的生活。”［2］中国人民大学周康林对“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进行了解读。他认
为，我们党“为老百姓办的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把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事业办好；
第二层面是把老百姓基本的公共事业办好；第三层面是努力把老百姓面临的诸多具体事务办好、办实［3］。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使用“办好”一词的时候，指的都是需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一起完成的事业、事务、事情。
在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使用“办好”一词的语境之后，再回过头理解“办好思政课”，就有茅塞顿
开的感觉。2019 年 3 月 18 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办
好思政课”。比如，“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重大”，“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
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中，在讲到“办好思政课意义重大”时至少四次提到要如何“办
好思政课”。尤其在“加强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办好思政课的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从“3·18 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相关讲话可以看出，办好思政课决不仅是思政课教师的
职责，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自身建设问题，而是需要全党全社会协同努力。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
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以下方面：（1）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重视思政课建设，把思政课建设
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2）建立良好的工作布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
的工作布局；（3）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
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4）关键在教师。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
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5）不断推动教学改革。
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导不断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一体化，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2 从战略高度把握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高度来对待。”［4］这为我们从战略高度把握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提供了基本思路。

2.1 办好思政课，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
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绝。到
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文明蒙尘、国家蒙难、民族蒙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革命、建
设和改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全球经济结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世界经济中心由西向东加快位移，东升西降的格局加紧演变。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强烈对比，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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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颠覆破坏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意识
形态斗争等更加尖锐复杂，我们必须适应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培养好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复杂的国际斗争和国际环境中，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稳发展营造良
好国际环境。

2.2

办好思政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现实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0 年起，
中国的 GDP 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崛起，在世界高高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
帜，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给那些谋求发展又未找到适合本国道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新
的方案。2021 年，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来 30 年，中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青年一代。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
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
用人才。

2.3

办好思政课，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的历史

自觉和责任担当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政课的设置和课程体系几经变迁，但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党的领导、拥
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人才初衷不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先后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座谈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视察，前往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新疆大学、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北京八一小学、
湖南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等地，多次就思政课建设提出意见。全国思政课建设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
设成效显著。但思政课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为以下方面：（1）认识方面，有的地方和
学校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2）教学方面，课堂教学效果还需要提升，教学研究力度需要加大、
思路需要拓展；（3）教材方面，教材内容还不够鲜活，针对性、可读性、实效性有待增强；（4）教师
队伍方面，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还存在短板，队伍结构还要优化，整体素质还要提升；（5）体制机制方面，
还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深化；（6）民办学校、中外
合作办学方面，思政课建设还相对薄弱；（7）协同方面，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增强，
教师的教书育人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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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了思政课效果的发挥，必须通
过办好思政课来加以解决。

3 抓好办好思政课的几个关键点
新时代办好思政课，最关键的是 8 个字：信心、教师、教法、协同。

3.1 办好思政课，信心是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信心问题。”［4］
信心主要来自精神、物质、学理、社会、自身几个层面。精神层面，党中央高度重视，为办好思政课提
供了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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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质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雄厚，为办
好思政课提供物质基础和鲜活素材。学理层面，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不断深入，思政课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提升，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有力学科支撑。社会层面，随
着党和政府对思政课建设日益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部的单独设置，思政课教师队伍配备比例
达标的时间规定，特别是北京、天津等地思政课教师津贴的发放，思政课教师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思政
课教师自身，我们拥有一支乐为、敢为、有为的教师队伍，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以身立教、以身施教，呕心沥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做时
代新人的引路人。

3.2

办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4］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思政课看作是“万金油”，认为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谁都可以教。
在笔者做的调查中发现，我国思政课教师配备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小学高年级专职思政课教师寥
寥无几，大多为数学、语文老师兼任，个别为校领导兼任。而在高校，由于政策规定在 2022 年 12 月底
必须按 350：1 的生师比配齐专职思政课教师，不少高校便将辅导员和其他政工人员转岗，这样便出现
了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即数量达标但思政课教师整体素质有所下降。教育是灵魂对灵魂的改造，教师承
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要当好思政课教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政课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于一体，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
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思政课需“术”“学”“道”相结合，不仅需要具备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专业理论，还要知识面广、对思政课富有情怀，思维新，时刻关注国际国内风云变化，将党的创
新理论烂熟于心，更要自律严、人格正，“经师”“人师”合一，德高为师，行为示范，给学生的心灵
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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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思政课，教法是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3·18”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八个相统一”的要求。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5］思政课教师应善于根
据教学对象不同，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打好组合拳，积极采用案例式教学、研究式教学、互动式教学、
专题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分众式教学、访谈式教学，建设智慧课堂、翻转课堂、云端课堂等，打造深
受学生欢迎的“金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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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4

办好思政课，协同是保障

思政课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发挥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多方面协同配合。
第一，从学校内部育人体系来看，需要思政课与非思政课的协同、思政课与学校其他所有方面的协同。
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其他各门课程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目前，我
国正着力推进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建设、课程思政建设、“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等，正是为了在学校内
部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第二，从国民教育体系之
间的关系看，思政课应大中小协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人的成长、
成熟、成才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各地高校应积极开展与中小学思政课
共建，增进相互了解，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挥不同学段思政课的叠加效应。第三，
从思政课与社会关系看，要善用“大思政课”。2021 年全国“两会”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这
个‘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谁都不爱听，我
也不爱听”。［6］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我们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落实好
2022 年 8 月教育部等十部委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生动实践，如中国抗疫、中国航天的鲜活实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
结合起来，增进“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第四，从思政课与家庭关系看，要注重家校协同。思
政课的学习效果如何，与家庭、家风、家长有着密切关系，要加强红色家风、家训教育，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促进。

4 结语
办好思政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和殷切期望。我们应深刻理解办好思政课的基本内涵，高度认
识其重大意义，坚定办好思政课的信心，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积极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加强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教育引导学生脚踏实地，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放出绚丽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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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ignificant of
Doing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Jin Siyi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he key course to carry out the basic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Up to now, there have a vague understanding and even a wrong view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till in some college leader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run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ll, and analyzes
it from four aspects: confidenc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make a modes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run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ll.
Key words: Deep understanding; Doing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basic
meaning;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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