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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现状及路径探析 

 

袁林静 

（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 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

贵资源、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基于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现状，高校在系统推进“三

全育人”实践探索中，要强化主渠道和主阵地意识，探索“点、线、面”立体红色育人体系，有助于大学

生在对红色基因厚重内涵和时代价值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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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的命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重要理论创新之

一。这一命题从红色事业永兴、红色传统永保、红色江山永续的角度，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征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着力点、

突破点和落脚点。[1]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红色基因

的传承与弘扬作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内容，将红色基因融入所培养人

才的精神血脉之中。在系统推进“三全育人”实践探索中，强化主渠道和主阵地意识，把红

色基因鲜明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和各环节，有效推动红色

基因思想价值引领功能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植入转化，以红色为灵魂“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增进青年大学生对红色基因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培养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

的青年大学生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坚定与时代同向同行的信心，在深学细悟

笃行中增强的历史共鸣和时代共振，在厚植红色基因中庚续红色血脉、熔铸理想信念、激发

使命担当、心怀“国之大者”，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这既是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意涵和价值旨归，更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靶向聚焦和实践

路向。[2]  

一、“三全育人”视域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是厚植大学生爱国情怀的重要载体 

铸就于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基因，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孕育积淀升华，

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特有的精神标识，饱含着无数中华儿女满腔的

爱国热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民族

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各类新媒

体平台提供巨大的信息量，凭借其生动、实时、互动的特点，已经越来越受到青年大学生的

喜欢和青睐，他们可以通过更多的载体和平台抒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传递红色基因的正

能量。但是在信息纷繁、良莠不齐的网络环境里，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会通过各种渠道宣扬、

渗透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动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我国的政治体制、优秀传统

文化，甚至以各种手段歪曲丑化、诋毁抹黑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对心智、认知和辨识

能力还不够成熟的大学生危害甚大，容易动摇他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信力、

进力和定力。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之外一种独特的宝贵资源，红色基因宣扬、倡导、信奉的家

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最高体现和集中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
[3]
其与生俱来的重要政治功能是加强大学生爱党爱教育、深化爱国主义情感的优质资源和重

要载体。作为高校“三全育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梳理

归纳红色基因中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设计好符合红色基因融入的方式、路径，

借助红色历史素材创设情景式课堂教学，以情感渗透为主，构建适应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

求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认识世情国情，深刻感悟无数革命先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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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志士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使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成为青年大学生的坚定信念和主动选择。结合社会实践大课堂，教育引导青年大

学生通过瞻仰红色遗迹、缅怀革命先烈、聆听英雄事迹等较为直观感性的方式追终慎远、提

振精神、凝魂聚气，从而以“植根历史、关切现实、放眼未来”的眼光产生红色文化的认同
[4]
，立志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对标对表革命先烈，主动汲取红色营养、接受红色洗礼、锻

造红色品格，坚持用“红色眼光”看待英雄人物，树牢“红色志向”，校正“红色坐标”，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思想淬炼、价值内化和情感认同，不断提升爱国的本领，把准

政治方向，从而激发大学生爱国奋斗的青春正能量和行动自觉，努力成长为勇当民族复兴大

任“中坚力量”。 

（二）是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必然选择 

红色基因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中孕育、积淀形成的，鲜明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的先驱

们许党报国、忠诚为民的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和崇高情怀，是大学生筑牢信仰之基、坚定理

想信念之魂的动力源泉和现实必然。不可否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大多数没有经受过

磨难与挫折，无法切身感受到无数革命先烈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胸怀理想、坚定信念，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不懈奋斗的英勇壮举，加之受到西方多元文化价值

观念的冲击，会让一些涉世不深、阅历较浅的大学生对承载着先进文化传承因子的红色基因

产生认知偏差与信任危机，甚至可能导致这部分大学生出现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现象。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基因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宗旨和追求，历久弥新、永

不褪色，为强化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锤炼品格和担当提供

了丰富滋养和实践范式。遍及全国各地，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红色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红色基因提供了多样化来源。高校在打造“三全育人”体系建设中，要聚焦“育

人”主责主业，通过实地参观革命圣地、英雄纪念碑等红色教育基地，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在

追寻先烈足迹中身临其境地与革命历史事实、红色文物进行对话，深刻领悟红色基因生成与

发展，让大学生全过程“零距离”在润物无声中贯注丰厚的红色养分，激发更为主动的红色

精神力量。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积极采用案例式、探究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综合运

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方式，激发大学生在“学、讲、唱、演”中传承红色基因的主体性作

用，自觉做到修身修为、提升境界、涵养气概、锤炼品格，让大学生全员“沉浸式”在真学

真信中凝聚红色信仰，主动承担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厚实立身做人的红色盔甲。通过挖掘生

动丰富的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系统梳理红色基因的历史积淀，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

践体验和网络媒介等载体平台唱响红色主旋律，教育引导青年学子由情感激发转变为理性思

考，切实提高大学生对传承红色基因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和价值认同，让大学生全方位“无

障碍”在知行合一中见贤思齐，在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用红色基因“凝神铸魂”“固本

培元”，增强自豪感和自尊心，在“学”“思”“悟”中庚续红色血脉、升华人生理想，努

力成长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生力军”。 

（三）是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无数革命先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身体力行、矢志奋斗中烙印成绵延厚重的红色

基因，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价值观念，其鲜明的政治品格和珍贵的红色属性，为

培塑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重要的价值遵循。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

大和社会深刻变革，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频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普

世价值”的幌子，全方位、多角度“霸权”兜售其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企图通过鼓吹“自

由、民主、人权”西化、蒙蔽和迷惑世人，对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建设阶段的青年

大学生提出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数量众多的红色遗址遗迹，无数投身于民族解放与伟大复兴的革命先烈、英雄楷模，影

响深远的红色经典歌曲和文学、影视作品，是滋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以“三全育人”为指导，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理念高度契合的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有助于发挥红色基因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通过研

学生动鲜活的红色经典人物事迹和瞻仰实物实境的红色遗迹、红色场馆，以理论灌输、情感

培育和主题实践等多渠道、多途径、多维度地厚植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

底蕴”和主体认同，教育引导大学生对标对表革命先烈、英雄楷模的榜样示范，主动从红色

基因中汲取精神力量和价值养分，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递进大学生在细照笃行中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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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进而内化为其自身特定的观念和行为标准。并籍以廓清价值认知和价

值取向，强化情感理解和价值认同，形成价值共识和思想共鸣，勇于直面意识形态和核心价

值观较量的新态势，坚决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错误价值观念的侵蚀，更好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引导青年大学生在学思践悟中不断修身立德、砥砺品格自觉校正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坐标，

旗帜鲜明地抵制和防范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激发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以“青春之我、奋斗

之我”的姿态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 

二、“三全育人”视域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现状 

（一）融入的内容鲜活性厚重感不足，削弱了红色基因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一些高校思政课教师对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的重要性认识还

不够到位，未能很好地从资源、渠道、受众、效果等方面深挖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涵与现实表

达。对红色素材背后的人物事迹认识理解不深刻、对红色基因内涵、精神研究挖掘不透彻，

未能很好地将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遗迹等蕴含红色基因的生动素材和鲜活印记系统地

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导致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严肃厚重

感不足、鲜活性不够，从而削弱了红色基因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融入的方式方法较为单一，降低了红色基因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部分思政课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不太关注学生实际需求和兴趣点，仍停留于单向理论“满

堂灌”对有关内容进行解读，或以报告会、主题讲座的方式进行宣讲，没有很好地整合社会

课堂、云端课堂、实践课堂，单纯以课堂教学代替全部手段，很难让大学生通过简单的理论

引导对红色基因产生思想认同。在指导学生开展相关实践的过程中，赏析红色影片无讲解无

交流、参观红色文化基地走马观花、重走长征路重形式轻效果，创新融合力度不够，导致实

践养成活动表面化、形式化，融入的方式方法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对红色

基因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还有一些思政课教师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不够熟练，没有很好地

将网络阵地的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让课堂教学插上“红色翅膀”，造成“红色信息”覆盖

面不广、渗透力不足，学生也只是为了完成“必修学分”被动地接受，让其在学习中难以切

身领悟红色基因的“时代魅力”，从而产生对红色基因的理性认知。 

（三）融入的机制体制还有待完善，影响了红色基因的育人氛围、育人实效和育人合力 

有些高校对如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红色基因，缺乏科学的整体性规划和系统性

框架，评价激励和协调联动机制有待健全，导致在开展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

法强化执行、落地见效，无法营造更好地红色育人氛围。还有一些学校为了节省成本，没有

建立相应红色教育师资团队，简单地指定宣传部、组织部、团委等几个部门负责统筹，或指

定某一个学院，如马克思主义学院指导开展此项工作，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也没有建立一

套切实可行的激励、联动、反馈、评估的运行机制，会让潜心从事红色育人的专兼职教师心

灰意冷或敷衍了事，从而影响红色育人实效。另外，一些高校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没能有效地凝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协同推动红色育人合力，营造的氛围还

不够浓厚。这些都会影响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氛围、育人实效和育人合

力。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一）优化融入内容，找准“契合点”，凝聚“全员”育人强大合力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重在力行、贵在力行。把红色基因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

是政治性内容的供给与传授，更多的是精神性内容的认同和内化。在红色课程开发、教学研

究中广泛组织各学科、各年龄层教师共同参与，深挖红色资源背后的红色故事、红色历史，

加强红色文化理论阐释和精神诠释，探索传承红色基因的培养模式逻辑生成，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育人育才三者合而为一，不断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红色元素”内容供给，

在融入过程中既要保证红色基因传承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要凸显传承红色基因与高校思政

教育教学在立德树人目标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在铸魂育人中彰显红色基因蕴涵鲜明的精神风

貌和政治品格。 

将课程思政作为的重要抓手，找准红色基因传承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旨归上的

“契合点”。树立以人为本的红色基因实践养成理念，遵循青年学子的心理规律、认知特点、

情感特征和兴趣爱好，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求实效，通过开展“情景式课堂”、“体

验式教学”、“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组合模式，讲出思想高度、传递情感温度、融入

时代热度，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进而转化为自身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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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行为标准，在实践中不断修身立德，练就本领、施展才干，将祖国需要和个人价值融

为一体，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大学生在“学、知、信、行”中深化对红色基因厚

重内涵和时代价值认知。 

针对性实效性并重，凝聚“全员”育人强大合力。红色基因素材鲜活、形态多样，无论

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伟人故居、革命博物馆、红色纪念场所、烈士陵园，还是以非物质形态

呈现的红色歌曲、红色文学、红色电影等，在时间跨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具有丰富内涵和时代

价值。高校要充分挖潜红色文化资源蕴藏丰富的育人导向、示范和激励功能，活化红色资源，

有效凝练具有强大价值导向作用的红色精神，坚持针对性实效性并重，创新红色基因表达方

式，凝聚全员参与的育人合力，通过系统整理以及“生产再加工”，赋予红色基因时代新的

生命，打好立德树人鲜亮底色，增强广大青年学子的历史共鸣和时代共振，为进一步激发爱

国之心、强国之志、报国之情提供学理支撑。
[5]
 

（二）创新融入方式，筑牢“生命线”，贯穿“全过程”育人完整链条 

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统一，为高校思政育人注入“鲜红”底色。在坚持政治性、把握规律

性、彰显独特性的基础上，深挖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涵与现实表达，丰富思政课教育内容和形

式，构筑立德树人的精神高地，彰显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

障等方面多元用力，利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开展“红色讲堂”沉浸灌输、“红色足

迹”研学实践、“红色经典”歌曲传唱、“红色记忆”故事分享、“红色魅力”征文评比等

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红色基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红色基因的吸引力、感染

力，引导青年学生在个人“小我”融入祖国“大我”中诠释责任与担当。 

聚焦红色基因的价值引领，筑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需要遵循不同学段青年学子

的接受特点和认知规律，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用活红色资源“原材料”，突出以学生为中心

的思维，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红色基因的“潜价值”转化，强化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

努力把红色基因的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植入学生成长发展全过

程，灵活运用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教学，关联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网上与网下多

个维度，在与时俱进中赋予红色基因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把红色基因的特质和优势有

效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主动选择，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诉求，在铸魂育人中

凸显红色基因新的价值坐标和鲜明特色。
[6]
 

系统规划承体系布局，贯穿“全过程”育人完整链条。将传承红色基因作为高校思想政

治建设的特色和主线来推进，突出教学一课堂、激活实践二课堂、占领网络新课堂、用好社

会大课堂，形成布局合理、体系配套的红色基因育人路线图、展开图。 
[7]
系统规划红色基

因传承体系布局，建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嵌入红色元素的育人规划和育人机制。在课

堂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积极采用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启发学生在理解、感悟和内化的同时，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以社团活动、主题演讲、学术

研讨等“第二课堂”为有效补充，营造浓郁“红色氛围”激发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

道德品格；运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技术“第三课堂”，瞄准兴趣点和共鸣点，引领青年学子

在自主学习中感受红色魅力；将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创新创业、支教帮扶等社会实践活动

打造成“行走的课堂”，引导青年学子追寻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 

（三）健全融入体制机制，拓宽“覆盖面”，营造“全方位”育人良好氛围 

建好主阵地，推动红色资源价值转化。高校要着眼培根铸魂，深化红色精神赋能，坚守

课堂教学主渠道，筑牢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打破学科壁垒，强化“课程思政”、“专业

思政”，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植入“红色元素”，通过价值引领和学生自主建构的教与

学的过程，延伸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的长度与宽度，确保传承红色基因与思政

育人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借助红色历史素材创设情景式课堂教学，让青年大学生实现角色

带入，增强大学生对历史的感知，切身感受无产阶级革命人物、事件，从而加深对红色文化

精神内涵的理解，在“沉浸式”检验中汲取红色营养、接受红色洗礼、锻造红色品格，进而

缩小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在深入学习革命历史、重走革命路线、寻找使命初心中激发爱国情

怀、坚定理想信念。 

唱响主旋律，拓展传承红色基因的覆盖面。树立以人为本的红色基因实践养成理念，遵

循育人规律，灵活运用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教学，关联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网上

与网下多个维度，以全域思维拓展红色育人空间，一体化布局“课程+读本+宣讲+活动”传

承路径和“校+院+班+社团”培育体系，深入挖掘多种育人潜能，聚合育人资源、统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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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庭、社会”层级递进、同向同行、合力互补的传承环境，形成全时贯穿、全域协同的

红色育人机制，让大学生身临其境地在追寻先烈足迹、学习革命历史、投身红色锻炼中感知

红色基因承载的精神蕴含、激发爱国情怀，进而转化为自身特定的观念和行为标准，在实践

中不断修身立德，练就本领、施展才干，将祖国需要和个人价值融为一体，增强历史责任感

和使命感。 

把握主动权，营造“全方位”育人良好氛围。坚持“红色立校”，创设文化廊、名人园、

校史馆、先贤馆、荣誉厅等载体，创建红色校园文化，打造红色育人空间，让学生接受红色

熏陶，感受红色魅力；以家庭教育为补充，立足红色家风传承，探索家校共育路径，凝聚家

校合力，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淬炼青年学子的精神境界，涵养良好家风；以社会实践为延伸，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红色教育基地、革命历史纪念场馆等合作，探索

校地共建、校馆协作联动发展，不断拓展红色育人的时空场所，强化大学生红色在自我实践

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以“互联网”为媒介，借助新媒体的优势，统筹网上网下、校内校外、

历史现实的多重红色资源，以图像、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在微博、抖音、钉钉、QQ、微

信公众号、校园网、云思政等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投放，确保服务精准触达、精准分发，内

容和形式更为立体、鲜活，不断营造“全方位”红色育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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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gene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Yuan Linjing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Office Kunming, Yunnan 650224) 

 

Abstract：Integrating red gen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valuable resource, necessary choice and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patriotism,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and maintain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red gen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of "three-al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main 
channels and positions. Explor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red education system of "point, line and area" 
will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hick connotation and time cost value of the red gene. 

Keywords: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Red gene; college stud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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