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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王庆华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东省、珠海市，519001）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至关重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闭环结点，是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中枢环节，是直面现实助力学生走向社会的稳

推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低层次、同质化，单向度、套路化，实用性、功利化，窄视野、学科

化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称《纲要》）为例，从高阶性、创新性、挑

战度来具体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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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的必要性 

 

1、从教育目标来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是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工作

高度重视，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教育的应有之意。树立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核心之德。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

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高校思政金课是我国教育区别于其

他国家和其他专业课程，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属性，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旗帜课程，

是教育铸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2、从纵向维度来看，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闭环结点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的一次重大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

从纵向维度上将思政教育融汇贯通，把思政课真正打造出学校全过程育人体系。2019年，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闭环结点，直接影响着学校思政教育的最终效果。相对于小学和中学，大学生更具独立性

和批判性，更易受网络等多重信息源的影响。从纵向维度上来看，思政课全程育人是在大中

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扎口环节。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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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能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画个圆满的句号，否则

会令前面中小学的思政建设成果毁于一环。 

3、从横向维度来看，是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中枢环节 

除了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思

政课“单课程”向“全课程”的转变，打通了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实践教育等在立德树人

上的壁垒，是从横向维度上构建全员全过程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

的有一个重大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在专业为基础的高校建设背景下，各专业课程地位更突

出、受重视程度更明显，但往往聚焦于专业领域，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与思想政治教育

精神相悖，削减了思政课的育人效果。课程思政将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因素提炼，实现其

从单纯工具性到价值性的转变，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互分

工，各有侧重，协同育人。在全员全程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思政课程属于显性教育，而课程

思政属于隐性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是链接两者的中枢环节。

思政金课能有效消除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隔阂”，打通课程壁垒，双向共进、协同发力。 

4、从现实功能来看，是直面现实助力学生走向社会的稳推器 

高校是学生进行学校系统教育的终点，是连接学校和社会的分界，大学生在高校开始半

社会化的过程，现实和理论往往出现错落感，对此需要学生有正确认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金课就是要直面社会问题，做好从理论到现实的实践准备，同时做好从实践到理论的总结

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综合分析中释疑解惑。高校学生处于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最终形成的凝结期，各种国际和国内形势突发的现实环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

象，真伪难辨的巨量信息，很容易给他们“当头棒喝”，引发对之前所学知识和价值观的怀

疑，使前面的教育功亏一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就是要主动直面社会问题，勇

于亮剑，聚焦学生疑惑的核心问题，有理有据的“精准击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以

强大思想理论体系为支撑，将有助于青年学生不断深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获得信心、坚定信仰。从现实功能上，

变成学生直面现实、稳步走向社会的稳推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的现实困境 

 

1、低层次、同质化造成的内容上的水 

大中小学思政课内容上的重复性造成高校思政课容易变水课。在没有规划和实现思政课

一体化之前，大中小思政课存在各自为战、互不熟悉的局面，出现教学目标相互割裂，教学

内容重叠严重，整体设计与阶段性特征没有统筹等诸多问题。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

例，通过对大中小学思政课相关课程教材的统计，我们发现，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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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的基

本脉络和核心结点都有体现。特别是党中央号召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来，大中小学均发力党

史学习教育，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容反复和重叠。如果高校思政课没有对国情、社情、学情的

精准把握，没有相应的调整变革，一味守旧的故步自封，很容易造成低层次、重复性、同质

化的内容上的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单向度、套路化造成形式上的水 

基于大中小学思政课内容上重叠的前提下，单向度、套路化的传统教学模式会进一步导

致高校思政课教学形式上的水。教学方式陈旧生硬，教学效果不佳。比如教师唱独角戏，师

生互动性不强，学生没有参与感和主动性；教学方式单一化，教师 ppt读满整堂课，学生易

疲劳；教师单向输出，学生没有机会表达意见或意见被打压；教学要求宽松，学生乐得清闲，

没有作业或作业很水，没有监督检查等。教学方式上的墨守成规，没有高标准新形式，再好

的理论和内容都打折扣。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中小学在近现代史和党史方面的教

学形式更为多样化、丰富化，贴近学生实际。相对应，高校思政课如果没有教学形式的改善

和提升，甚至造成学生的落差感，进而对课程产生鄙夷和不屑，丧失进取心。 

3、实用性、功利化造成行为上的水 

对待高校思政课，老师和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实用性、功利化行为倾向。对高校思政

课教师而言，课堂教学不是其工作的聚焦核心点。绩效考核以科研导向为主，导致学校、社

会、教师等对课堂教学重视度不够。随着教育改革深入，教育评价向教学倾斜，也多局限于

教学比赛获奖、证书等可量化可具化指标，与现实课堂教学有失真感。学生评教的压力，又

使教师容易向“现实”低头，向学生、课堂、考试放水，存在实用性和功利化现象。对高校

学生而言，专业课、实践经历对毕业后求职效用最高，思政课的被重视次序明显低于专业课，

甚至低于第二课堂。教学考核单向度，考前突击复习即过的模式，很容易造成学生“平时不

听、课下不看、考试突击”的功利性学习。师生双向功利化，必然导致课程质量大打折扣。 

4、窄视野、学科化造成外延上的水 

高校思政课必须具有宏观视野和宽阔脉搏，感受时代、社会、其他学科，这样才鲜活生

动有生命力，否则容易干枯局限、学科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

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高校思政课视野窄、学科化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局限于教材和理论，没有与鲜活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特别是不能联系最紧密的

当下，没有将学生所感知的社会搬到课堂，从而造成课堂教学与社会的疏离。一是局限于学

科范围，没有于其他专业课程相结合，对症下药。在强调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共促共进的背

景下，往往是课程思政视野率先打开，而作为思政教育中枢的思政课程还没有找到与专业课

相融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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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实现路径 

 

1、高阶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金课建设的标准是“两性一度”，对高校思政课金课同

样适用。所谓“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

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在《纲要》金课中，我们主要突出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历史逻辑能力、

和合作实践能力。思辨能力，是指对历史事件的评断要有思考辨析能力，从具体的历史辩证

的逻辑和角度出发，不能简单人云亦云，或者毫无依据的标新立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

世纪的高等教育：观念与行动》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高校必须培养学生能够批判性

思考和分析社会问题，寻求问题解决方案 ”。【1】《纲要课》金课要增强和突出思辨能力，

可以落实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知识拓展能力相结合，在介绍历史观点尤其是最新研

究成果的时候，将学界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同时介绍，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一个

就是在学生互动环节中进行充分实施，将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丢给学生进行辩论，组成正反

和反方两队学生，各持观点、彼此阐述、互相挑错，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思辨能力。逻辑

能力，是指学生对历史脉络的系统逻辑把握能力，知道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结束的内在逻

辑体系，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内在逻辑发展。一个是相对整个历史进程的通盘把握能力。实践能力，是指将实践放在整体

历史知识结构的框架中来认识，通过实践培养能力，使实践能力成为人的品质之一。实践能

力包含：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观察事物、发现问题，汇总现象、提出

问题，体验实践、分析问题；思维参与、解决问题；发展提高、交流成果。团队能力，是指

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相互配合、协调沟通、角色适应认同等一系列能力。《纲要》金课教学

中，我们将实践能力和团队能力统一于实践作业中。根据课程特点，盘活优质地方历史禀赋

资源，将地方历史遗迹等相关教学资源，学生自由组合、组队实践，以参观学习、理解吸收、

课堂展示等方式融入到教学中。并在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制作 ppt进行课堂展示，

提升课堂学习的厚度和深度。 

2、创新性 

所谓“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要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在《纲要》金课中，我们主要突出培养学生的知识拓展能力

以及主体作用的发挥。知识拓展能力，是指纲要课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材本身的知识点，而

是围绕核心知识点进行相关知识体系的有机架构。纲要课知识拓展主要通过两方面展开，一

个是知识点的历史相关性拓展，一个是知识点的最新前沿研究性拓展。用最新科研动态进行

扼要插入，抵消学生“我知道”的刻板印象，使其享有具体的“获得感”。比如以“西安事

变”为例，教材为了编写需要及通盘考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是概括式的，跟中学教材

叙述没有太多差异，很容易导致学生知识点的疲倦感，无法激发其兴趣点。这时候需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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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安事变的整个大背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华等多方力量的博弈，事件中国民

党方面采取的应对，事件的后续影响等进行系统深入而不冗余的介绍，而且将近十年有关西

安事变的最新科研动态进行扼要插入，抵消学生“我知道”的刻板印象，使其享有具体的“获

得感”。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是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方向之一，在《纲要》金课中不是独

立个体的单向度主体作用发挥，而是置身于群体动力中。根据库尔特·卢因的“群体动力理

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的一切行为取决于自

身及与其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通过对个体所在群体的激励着手，由此造成的良好氛围和示

范效应推动教学个体，提高其参与教学的驱动力。“《纲要》金课通过不同的角度鼓励学生

融入到课堂中去，变成学习共同体，相互激励。并由外部激励内化为自身动力，形成自主学

习、共同学习的良性循环。众多受教育者坐在一起，性格各异、兴趣不同，单一的某种教学

方式很容易重口难调。 

3、挑战度 

所谓“挑战度”，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

有较高要求。也就是金课相对于水课而言，一定要有一定的强度和震撼度。大学教学的强度

是指学生在学习中所体验到的震撼程度，包括习量震撼、互动震撼和精神震撼，它反映出学

生学习体验的力度。【2】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的强度和震撼度，要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紧

张和压迫感，不是划划水就能躺赢拿到学分而已；要让学生体会到知识殿堂里无垠的宽阔和

拾级而上的探究欲，不是想当然的“一眼就会、一看便知”；要让学生领略到思想政治教育

所展现的幽深、浩瀚的精神世界，以及震撼人心的精神鼓舞力、驱动力和赋予的使命感，不

是思政水课给学生的寡淡、骨干和平铺直叙。《纲要》金课通过问题链教学法来提高挑战度，

即通过提出问题并引领成链推动课程内容体系和逻辑演进。问题链教学法在设置问题体系

时，围绕授课内容将各个问题串连成一个逻辑链条，形成相互联系、层层深化的“问题簇”，

问题与问题间、问题与答案间、问题内部各要素间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3】学生而

不是教师在问题链解答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就需要海量的课下阅读和思考，需要同学间的合

作与沟通，需要师生之间的回馈与共进。《纲要》金课还通过“开脑洞”的方式提高课程挑

战度，通过设置特定历史情境，让学生参与实践。比如模拟东京审判，情景设置的厚重、庄

严使学生不敢怠慢、轻率和随意。海量资料的查找，具体的人物定位又需要学生情感的酝酿、

培养和表达。现场的对峙与博弈，又体现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未知性、探索欲、征

服感，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在提高挑战度上所要提供的学习氛围，是降低水分提高含金

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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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qinghua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uhai , Zhuhai/Guangdong, 519001) 

 

Abstract：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golden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is a closed-loop nod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 central link to deep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a stabilizer to face reality and 

help students move towards society. I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in 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such as low-level, homogenization, unidirectional, routine, 

practicability, utilitarianism, narrow vision and discipline,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aking 《Th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cretely constructs the golden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high-level,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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