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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时代”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思考

白海燕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要积极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应在“树立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章节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更高要求；精心做好课堂教学设计，以培养辩证思维为目标，导入典

型问题，紧抓核心概念，重点讲清楚理想与空想、理想与现实、理想与奋斗、个人理想与社会理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直观形象法、体验归纳

法、先跟后导法、平等互动法等，增进教学实效，使大学生更加坚定对党的信任、更加坚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更加坚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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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对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教学要把握新时代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突出要求，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工作落到实处。

１　把握“新时代”对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的新要求

１．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要求大学生

更加坚定对党的信任。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命就是带领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

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

心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１］
大学生应

该认识到，党始终是我们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和

领导核心，是人民群众可以靠得住的主心骨。历

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

族复兴必然是空想。身为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分

子，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党；身为国之栋梁、民之

表率，更没有理由不热爱党。新时代对大学生理

想信念的突出要求，首先就要坚定对党的信任和

热爱，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１．２　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要求大学

生更加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

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

出强大生机活力。新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

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是科学社会主

义的伟大胜利。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坎坷曲折，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向明确，旗帜

鲜明，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以无比卓越的政治智

慧、空前绝后的奋进勇气和超强卓绝的事业担当

迎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机活力。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苍海横流方显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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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事业彰显出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力量，焕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寄托

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今天的世界，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突出，人类生活充满挑战
［１］
。在这样的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学生要保持足够

的定力，唯有坚定对党的追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让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照亮我们的新时代。

１．３　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担当要求大学生更

加坚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社会理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
［１］
这是党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也是新

时代对大学生必须坚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社会共

同理想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绘出了青年一代令人羡慕的人生底色，美好的奋

斗蓝图为青年实现人生理想搭建了无比广阔的人

生舞台。青年大学生憧憬未来，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时还风华正茂；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时已是事业丰满；２０５０年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仍应壮心

不已。一个国家梦想的最终高度，是由青年人定

义的。新征程已经启航，号角已经吹响，大学生应

该认识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自觉把个

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融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在为人民利益

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青年就要勇于担

当，青春就要用来奋斗。青年唯有奋斗，才不辜负

新的时代，唯有为社会共同理想而奋斗，扛起社会

的责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在一代

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２　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时代”要求进
教材的教学建议

　　教材第一章“树立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

念”应集中体现新时代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新要求。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判断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依据。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

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

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１］
以上“三个意味

着”内容应该写进第一章第二节“认识大学生的

历史使命”当中。其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的相关内容应当在第二节“确立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信仰”这一目中得到体现。再次，十九

大报告最后寄语青年的内容，党和国家对青年的

殷切希望，“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

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

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１］
应当在第三节“坚持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这一目中得到体

现。

３　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时代”要求进
课堂的教学设计

３．１　把握学情，明确目标，做好辩证思维引导。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论引导一定要针对

学生的思想困惑”
［２］
而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是

把握学情、发现困惑、增强现实指向和实践针对性

的前提。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通过 “蓝墨云班课”

教学软件设计了“同学谈理想”的课前调查。从

学生的反馈情况看，在对理想的认识和表述中，单

向度思维问题突出。一是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个

人实惠突出，社会理想阙如。认为理想是高大上，

理想大了就是空想，还是现实些好。典型表述诸

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理想，将来能不为生活所

烦恼，家人朋友健康即可。”“我没有梦想，也不想

大建树，只想简单、平凡、快乐，一生两人三餐四

季。”二是只认现实，不认理想，把理想与现实截

然分开，逃避理想，逃避奋斗，不敢谈、不想谈理

想。典型表述诸如，“理想对我是遥不可及的。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我不敢树立自己的理想，顾

虑很多，害怕难以实现。”三是只认阶段性可操作

目标，看不到长远理想的指向意义。对小康社会

感受深切，但对共产主义理想感觉渺茫。针对这

种情况，应该结合教学内容，把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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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思维方法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把理想与

现实、方向与道路、长远与阶段、大与小、社会与个

人的二维向度的对立与统一讲清楚，引导学生学

会用辩证的、统一的思维去看待理想问题，既要看

到二者的对立，又要看到二者的相互依存不可分

割，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结合教学内容，采用

无形渗透和有意引导的方式将辩证思维方式融入

教学之中。

３．２　以典型问题导入，直指教学难点，增强课堂

教学针对性

针对学生不敢谈、不愿谈，趋小避大、趋实避

空的思想现实，选取学生的典型性表述，以讨论问

题导入课堂教学。“老师，提到理想问题，我不敢

规划自己的人生，规划大了容易空泛，规划小了又

显得没抱负，所以实践起来很难。以往我就是想

上北大清华，随着年龄的增长，想着上郑大也行，

再后来就是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理想被日益打

磨，所以不敢说为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只想为自己

生活好一些，还是比较现实的好。总觉得理想大

了是句空话。”
［３］
我们把这一典型问题交给学生

讨论，请学生发表对“理想大了是句空话”的认

识。认真倾听学生的讨论，会发现认同这一观点

的学生大都以这样的理由来支持：“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理想很大，只去夸夸其谈，不就是空想

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你只说要扫天

下，连一屋都不扫，不就是空谈吗？我毫不犹豫选

择扫一屋。”“我不是不要诗和远方，但我总得先

找工作呀，有了生活基础，才能有诗和远方呀。”

这些说辞给人以很务实的感觉，如果不能辩证分

析，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使人更加迷茫。但是，正

是学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才能把教学引向

深入。只有尊重学生的真实想法，教师的教学引

导才是有价值的，直面学生的问题是为了进一步

赢得理论的说服力。

３．３　围绕核心概念，深入剖析误区

一是讲清楚理想与空想的区别。理想的内容

是客观的，是可能实现的，因为理想是立足于现

实、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经过奋斗能够实现的想

象和目标。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可能由于缺乏对

实现理想的主客观条件的充分考虑，没有把理想

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从而导致对自己人生道

路的选择与奋斗目标的设计最终流于幻想甚至是

空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理想的落空是自身没

有进行艰苦奋斗的结果。把理想当作空想，这种

说辞最大的危害是不敢大胆追求远大的目标，向

自己的惰性投降，消磨意志。与其说理想大了是

空话，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努力望而怯步；与其说是

对理想缴枪投降，不如说是自己不愿意奋斗只愿

意耽于享受的一种借口而已。二是要重点讲清楚

理想与奋斗的关系。艰苦奋斗是实现理想的重要

条件。理想大了不去奋斗就是好高骛远，最终就

可能流于空想。理想终归是要与现实碰撞的，理

想的实现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们谈论远大理

想时，就意味着做好了艰苦奋斗的准备，理想就是

奋斗！三是讲清楚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与统一关

系。青年大学生不但要走出“以理想来否定现

实”、总是对现实抱怨的误区，也要走出“以现实

来否定理想”的误区，在脚踏实地的同时还要时

常仰望星空，把追求远大理想与艰苦奋斗相统一，

矢志不移，朝着心中的理想奋勇前进。四是讲清

楚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个人理想不能脱

离社会理想。如果我们放任学生“理想大了是句

空话”的错误认识，如果不去着力纠正这种认识

误区，那么，就等于放弃了对学生进行远大理想教

育的前提，学生就可以对社会理想采取“无意识”

处理，放弃自身的社会责任。一旦学生失去远大

理想的人生坐标时，诸如“人生苦短好 ｍａｎｙ，应该

活得更 ｈａｐｐｙ，考试只求 ｓｉｘｔｙ，快快找个好 ｌａｄｙ，组

成幸福的 ｆａｍｉｌｙ，大把大把挣 ｍｏｎｅｙ”这种无病呻

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必须引导学生正确看待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要以追求社会理想

为已任。实际上，只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和人民

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之

中，才能在为实现社会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

个人理想，这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当

然，也要让学生认识到社会理想是对社会成员个

人理想的凝练和升华，是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个体

的幸福向往的，与个人理想并不矛盾。只有把人

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

一番事业。五是讲清楚共产主义理想方向旗帜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方

向决定道路，道路体现方向。共产主义理想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产生的理论根据，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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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会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民族复兴，

这是我们党的初心，就像远方的一道光芒。如果

没有这束光，我们在黑暗中就看不到前进的方向。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坚持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如果认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过于渺

茫而放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也容易走偏、走慢。同时，坚守共产主义

理想，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否

则，因为缺少阶段性目标、缺少可操作性的路线图

而陷入渺茫。所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牢

牢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辩证关系，不能执其一端。抬头仰望星光与

低头寻找道路。对方向的把握和道路的选择关键

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成为空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由空想成为理想的关键在于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３．４　突破常规，创新解读案例，应对学生逆反心

理

对于理想信念教学，学生总觉得谈理想是高

大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这时运用案例教

学，“大家都运用某一个思路进行说明，这时就不

妨换一个思路，以产生新意，引发兴趣”［４］，要敢

于突破常规，转换思路，出其不意，攻其不防，破解

逆反心理。比如，有学生说，“我的理想就是挣

钱，３０岁成为百万富翁”引起学生轰堂大笑，课堂

顿时燥动不安。这时，我们抓住机会反其道而用

之，“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讨论 ３０岁成为百

万富翁是不是一个理想。”学生很好奇，他们没想

到丢一个臭蛋，老师竟然不动声色接住了。当学

生在“是理想”与“不是理想”的观点交锋中对峙

时，启发教育的火候就到了。笔者是这样处理的，

我愿意给大家论证你 ３０岁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

能实现，前提是把“我的理想”转换为“我们的理

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你 ３０

岁，我国早已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时，我

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

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为宽裕。那时的你，想不成

为百万富翁都难，而且那时，我们不但拥有物质富

裕，我们还拥有美丽中国，你会成为幸福的亲历

者、享受者。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坚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发展道路。如果没有国

家大前提，如果我们不能坚守这条通向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一旦走上邪路，就不能保证你 ３０岁时

的富裕梦想了。而这条必由之路的掌舵者就是我

们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为了自己的个人梦想，必

须得树立坚定的共同理想，守护我们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坚定不移跟党走。这样解释下来，学生特

别容易明白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更加坚

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

４　理想信念教育的“新时代”要求进
头脑的教学方法

４．１　直观形象法

把理论讲述用形象的比喻或直观的图案呈现

出来，学生能够触摸、想像、感知。比如，讲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学生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渺茫论，进而

导致无用论。我们可以用形象化的比喻：人类社

会的发展如同行走在漫长的隧道里，是隧道尽头

微弱的光指引我们走出黑暗的隧道。如果没有远

处的光，即便你举着明亮的火炬，也未必找到隧道

的出口。远处的光，即便微弱，却也能指引方向，

这就如同共产主义理想，虽然遥远，但却能指明方

向。有了这个方向的指引，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探索才不会偏离航向，不会忘记初心。如果

没有了这个方向，走着走着就忘记为什么出发了，

背离初心，偏离航向，半途而废。因此，方向是至

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方向，而没有具体

的路线图，难免会觉得渺茫，所以还要把长远目标

做出阶段性规划，按照路线图一步一步在不断积

累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中走向远方。方向和路线图

紧密结合，使得近期网上刷屏的自“５０后”“６０

后”至“００后”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５０年的逐一年龄对

照表，确实让大学生感受到了强烈的参与感、在场

感、获得感、主人翁感，激发他们起为实现伟大梦

想而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

４．２　体验归纳法

理想信念教学要取得实效，必须让学生品尝

到理想信念精神法宝的甜头，才会使他们愈加认

识到理想信念对于人生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

教学要关注学生自身的体验，注意案例选取的层

次性，避免一味选取那些志向远大、信念坚定、事

业卓著的伟人案例，也要选取普通人的案例、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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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案例，让学生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体验。比如，

挖掘学生自己的人生体验，有没有成功逆袭的学

习经历？来到大学，也确立了新的目标，为什么就

没有形成发展的上扬线呢？是什么打碎了我们的

梦想？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一些人梦想成真？当

学生一一列举关键词，诸如，相信自己、目标明确、

战胜诱惑、始终如一、不怕挫折、会做减法、愈挫愈

奋、执行力、好习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忠于内

心……让学生自己进行归纳，这是什么，这就是理

想信念的内在特质。当学生在课堂上动情地讲述

自己如何在高三学年完成从学渣到学霸的逆袭，

对自己的信心，就是理想信念的初体验。同样，如

果老师能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分享智

慧经验，讲明理想信念的体验，娓娓道来，真情实

感而不刻意拔高，也是能打动学生心弦的。

４．３　先跟后导法

要促进教学内容真正入脑入心，一方面要敢

于直面学生困惑，不回避教学难点；另一方面对于

学生提出的尖锐问题要善于运用先跟后导法加以

解决。首先，当学生讲出认识模糊的观点时，要立

足于学生认识思维的特点，接纳其内心的想法，肯

定其言论中的合理部分，开启教学内容入脑入心

的大门。如果不能接纳其情绪，不能接受学生当

下的认知层次，认为学生故意捣乱不配合教学或

者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怨愤情绪去直接批评教育，

不但你把学生拒之门外，学生也会关闭教学内容

入脑入心的通道，课堂上的师生就成了两张皮，各

执己见。其次，在建立了大门互开的交流基础之

后，教师要寻找契机循循善诱开启价值引导，“在

授课贴近学生的同时必须兼顾到教学的理论性、

科学性、逻辑性，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讲真心话，还

要及时纠正过激或错误的观点，做到理论知识、娱

乐趣味的有机统一。”
［５］
比如，对于“我的理想就

是挣钱，３０岁成为百万富翁”这种说辞，要接纳其

对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先肯定其对财富的追求，再

引导到对党的热爱。“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不能少，１３亿人一个都不

掉队。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７］
接下来，还可

以直击现实，把党“打虎”“拍蝇”“猎狐”反腐永

远在路上的决心讲清楚，把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的定力讲清楚，事实终将证明，党能够进行伟

大的自我革命，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永葆蓬勃朝气。让学生明白，党的领导是新时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成为空

想
［１］
。

４．４　平等互动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增进师生平等对

话，注重思想疏导与温情感化，增进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情感温度，提升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

热度；”
［６］
在理想信念的教育中，教师要摆正位置

与心态，不仅教书育人，也要随时准备与学生进行

互动，接受学生的反馈，与学生一同成长。首先，

教师要做到真实。教师真诚吐露自己的心声，更

能说服学生。比如，白色恐怖年代，革命先烈江姐

遭受反动派的残忍酷刑而不变节，敌人把竹签钉

进她的十指，几经昏死，仍然宁死不屈，其坚定的

理想信念，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我们因此更加敬佩

英雄。以这样真诚的态度表明自己在理想信念的

修炼方面也是需要“补钙”的，也是有提升空间

的，反倒会促使理想信念的教育如涓涓细流，慢慢

入心。如果教师总以理想持有者的优越感去居高

临下地训斥学生，学生可能会对你敬而远之，不再

畅开心扉交流探讨，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即便

教师的教学水平高超 ，即便教师的思想道德素

质确实堪当学生的模范，也不能以道德楷模自居

进行炫耀”
［７］
教师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应该

包涵在对学生的仁爱之心上而不能体现在对学生

的颐指气使上，不要不自觉地拔高自己，而要自觉

地保持对学生的平等态度，这种平等的态度能使

我们的教育战胜学生惯常的逆反心理，使教育内

容如春雨润物无声而入心。其次，要善于激励学

生。有时学生也会分享“应然”的例子，比如，有

学生说，“以前的同学中有信教的，他们问我信什

么，我说我就是信仰中国共产党，因为我知道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领导。”学生这样真

诚的表达，可能比我们耳提面命的教导还要入心，

这时我们要真诚地给学生鼓掌点赞，相信这样的

激励会像春风一样柔润地走心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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