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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的重要论述

沈壮海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学生的疑惑就是思政课要讲清楚的重点ꎮ 增强问题意识ꎬ 是

思政课的本质要求ꎬ 是思政课有效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内在必然ꎮ 思政课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ꎬ 而且要化 “意识” 为 “方法”、 化 “自发” 为 “自觉”ꎬ

有效解疑释惑ꎬ 引导学生的问题意识及求解问题的能力实现由 “自发” 向 “自觉” 的成长ꎮ 思政课

教师要能够发引人深思之问ꎬ 做澄明透彻之答ꎬ 育善发问、 能解题之人ꎬ 必须锤炼坚定信仰、 厚积

扎实学识、 打牢理论功底ꎬ 不断练内功、 强素质ꎬ 成为乐教、 善教的好老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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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ꎬ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ꎬ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

要特征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党坚持这一优良传统ꎬ 因应时代的呼唤ꎬ 守正创新、 持续用力ꎬ 推

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阶段ꎮ 习近平总书记称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自己

“非常关心的一件事”ꎬ 是自己 “必须更多强调”① 的工作ꎬ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ꎬ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深刻阐论、 精心部署ꎻ 在赴地方和学校考察调研的过

程中ꎬ 进课堂、 会师生、 听意见ꎬ 反复叮嘱、 殷殷期勉一定要切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ꎮ 习近平总

书记的高度重视、 明确要求、 战略擘画和以身示范ꎬ 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勇担使命指

明了方向ꎬ 也注入了强大动力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论

述ꎬ 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展现新风、 培育新人、 不负新时代的内在要求ꎮ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中ꎬ 有一极为重要的方面ꎬ 即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问题意识ꎮ 他强调: “学生的疑惑就是思政课要讲清楚的重

点”ꎻ 要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ꎬ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ꎬ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

展”②ꎮ 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问题导向、 问题意识的重要论述ꎬ 体

会其中的精神要义ꎬ 将之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创新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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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强问题意识

“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ꎮ 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ꎬ 哪里就有问题ꎮ”① 强调思政课

教学要有问题意识ꎬ 即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敏锐关注问题、 积极回应问题的自觉意识ꎮ
增强问题意识ꎬ 是教育的本质要求ꎮ 问题与教育ꎬ 是天然地紧密关联在一起的ꎮ 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讲ꎬ 问题的存在ꎬ 是教育产生的根源、 存续的理由、 发展的动力ꎮ 古往今来ꎬ 真正的学习者无

不是怀着色彩斑斓的梦想和好奇、 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走进学校、 接受教育ꎬ 由不知而知、 由不解

而解、 由传承已知而探索新知ꎬ 从而不断超越自我、 实现成长ꎻ 教育也正是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

中ꎬ 才得以实现自身的价值、 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ꎬ 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ꎮ 失去了问题意识ꎬ
教育就迷失了本性、 卸掉了本职ꎮ 思政课教学作为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ꎬ 显然也应贯穿教育的这种

本质要求ꎬ 始终葆有问题意识ꎬ 在传道授业解惑中践履自己的教育使命ꎮ
但同时还要看到的是ꎬ 思政课不是一般的教育形式ꎬ 它在体现教育本性之一般的同时ꎬ 还具有

自己的特殊规定性ꎮ 与一般的知识教育、 技能教育等不同ꎬ 思政课教学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之

域ꎮ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②ꎮ 思政课是塑造人与社会灵魂的课程ꎬ 聚焦的是人的精

神世界ꎬ 要回答的是人生与社会发展中具有方向性、 根本性的大问题ꎬ 是集中体现教育政治属性的

课程、 集中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课程和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ꎮ “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ꎬ
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ꎬ 也不是一个桃花源”ꎬ “思政课的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ꎬ “要解决学生理

想信念问题”ꎬ “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ꎻ “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③ꎬ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

道理”④ꎮ 这些方面聚合在一起ꎬ 凸显着思政课鲜明的政治性、 价值性、 思想性、 现实性和复杂性ꎬ
也意味着思政课会面对较之一般的知识教育、 技能教育等更为多样、 更为深层的 “为什么” 的发

问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解疑释惑的过程”⑤ꎮ “解疑释惑” 的

本质规定性ꎬ 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及思政课教学的开展ꎬ 要有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ꎮ
思政课教学所要传导的主流意识形态ꎬ 所要解决的理想信念问题ꎬ 所要塑造的价值观、 实现的

政治引导等ꎬ 不是抽象的ꎬ 而是具体的ꎻ 世事的发展变化ꎬ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这些问题域ꎬ
影响思政课教学所面对问题的密集程度、 复杂程度及具体的发问形式ꎻ 思政课教学所面对的青年学

生ꎬ 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ꎬ 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 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ꎬ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 左右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 价值判断ꎮ 当今时代ꎬ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变局之

“百年未见”ꎬ 意喻变革之深广、 动荡之频繁、 不确定性之剧增、 综合国力竞争之激烈ꎬ 意味着这是

一个 “多问” 的时代ꎬ “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 等时代之题更为切近地提置到世人面前ꎮ 当

代中国ꎬ 正开拓着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ꎬ 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ꎬ 也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步交织、 相互激

荡”⑥ꎬ 旧题、 新问ꎬ 叠现、 胶缠ꎮ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论及我们前行途中各种问题的频现ꎬ 强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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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解决问题的新本领ꎮ 如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在中央党校建校 ８０ 周年庆祝大会暨 ２０１３ 年春季学期开学

典礼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ꎬ 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ꎬ 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

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ꎮ 现在ꎬ 我们遇到的问题中ꎬ 有些是老问题ꎬ 或者是我们长

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ꎬ 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ꎬ 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ꎮ 新

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ꎬ 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ꎮ 出现这样的状况ꎬ 是由世

情、 国情、 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ꎮ 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ꎬ 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

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ꎬ 要认识好、 解决好ꎬ 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曾列举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ꎮ 比如ꎬ 如何看待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ꎬ 如何看待加强和改

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如何看待自由、 民主、 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ꎬ 如何看待西方所谓 “普世价

值”ꎬ 如何准确把握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ꎬ 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ꎬ 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ꎬ 以及如何看

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ꎬ 等等ꎮ 他强调: “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ꎬ 都要

从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ꎻ 党的理论教育ꎬ “要坚持实事求是ꎬ 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ꎬ 注重解答学员思想

上的疙瘩ꎬ 反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 形式主义ꎬ 防止空对空、 两张皮”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在

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 “当前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

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ꎬ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

问、 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③ꎮ 这些 “之问” 会以相应的形式转化为思政课课堂上的学生之问ꎬ 期待

思政课教学给出积极回应、 深度解答ꎮ 也唯有回答好这些问题ꎬ 思政课教学才能更为深入、 具体地

引导学生们理解和把握 “人生应该在哪用力、 对谁用情、 如何用心、 做什么样的人”④ꎬ 发挥好立德

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ꎮ 可以说ꎬ 思政课教学要增强问题意识ꎬ 是思政课的本质要求ꎬ 是 “多问” 的

现实与时代发出的呼唤ꎬ 是思政课有效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内在必然ꎮ

二、 化 “意识” 为 “方法”

称职的思政课教师、 有效的思政课教学必须有问题意识ꎮ 但是仅有问题意识、 仅将对问题的关

注停留在思维的层面、 “心动” 的层面ꎬ 还是远远不够的ꎮ 问题意识要成为推动思政课教学有效展

开的活性因素ꎬ 必须化 “意识” 为 “方法”ꎬ 走出 “意识”ꎬ 成为 “行动”ꎮ 这里的化 “意识” 为

“方法”ꎬ 即在思政课教学中ꎬ 教师不仅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ꎬ 而且要切实将高度的问题意识转化为

自觉的教学方法ꎬ 使问题意识融入、 贯穿教学的全过程ꎬ 使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回应学生关心的问题、
疑惑的问题的过程ꎮ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 “要注重启发式教

育ꎬ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思考问题ꎬ 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ꎮ 这里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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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故事、 讲好故事十分重要”①ꎮ 这里强调的 “启发式教育” 就是一种内含着自觉问题意识的教学

方法ꎬ “会讲” “讲好” 亦即对好的教学方法的特别强调ꎻ 有没有问题意识融贯其中ꎬ 显然也直接关

系着教学是否能达到 “会讲” “讲好” 的理想状态ꎬ 关系到学生能否 “水到渠成” 地形成相应的认

识、 得出相应的结论ꎮ 将问题意识融贯教学过程、 转化为教学方法的路径很多ꎮ 如果沿着教学活动

的展开进程来概括的话ꎬ 各式各样的基于自觉问题意识而展开的教学ꎬ 必然内含三个要件ꎮ
一是 “迎着问题去”ꎮ 迎着问题去ꎬ 意即思政课教学要直面问题ꎬ 以问题为教学展开的起点、

切入点ꎮ 在教学实践中ꎬ 大家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ꎬ 避开了 “问题”ꎬ 也就避开了 “期待”ꎻ 平铺直

叙必然平淡无味ꎬ 吸引不了学生ꎬ 赢得不了课堂教学的 “高抬头率”ꎮ 问题导入ꎬ 往往是好的教学

的开篇ꎮ 在思政课教学中ꎬ 所需要的开篇即 “迎着去” 的问题ꎬ 包括该课程教学所覆盖的、 所相关

的领域中ꎬ 学生高度关注或存在困惑的问题ꎻ 教师设置ꎬ 但为学生所应关心和理解的问题ꎻ 该课程

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ꎬ 都是思政课教学所应 “迎着去” 的问题ꎬ 忽视了其中任

何一个方面ꎬ 都会影响到教学目的和效果的实现ꎮ 如果说回应学生高度关注或存在困惑的问题是

“解惑” 的话ꎬ 那么ꎬ 讲清楚教师设置、 但为学生所应关心和理解的问题ꎬ 讲清楚本课程教学必须

解决的问题ꎬ 则可谓之 “传道” “授业” (当然ꎬ “解惑” 中亦有传道授业在)ꎮ 这三方面有机贯通

在一起ꎬ 也才能更好地体现、 实现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性ꎬ 实现思政课教学对学生成长的引领性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 教师所当用力的ꎬ 是将学生所关心、 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学生高度关注的问

题ꎬ 做到了这一点ꎬ 即教学中师生 “视界融合” “同频” 或谓 “共情” 的初步开始ꎮ 这是教学活动

展开的有效起点ꎮ 在这一以问题为切入点的教学导入设计中ꎬ 问题的表述如何由 “硬” 而 “活”、
由 “大” 而 “小”、 由 “远” 而 “近”、 由 “浅” 而 “深”ꎬ 也是一门艺术ꎬ 需要多费考量ꎮ

二是 “沿着问题讲”ꎮ 沿着问题讲ꎬ 意即要将问题意识贯穿思政课教学展开的全过程ꎬ 要沿着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而构成的逻辑展开具体的教学活动ꎮ «论语» 载ꎬ 颜渊曾喟然叹曰: “夫子循

循然善诱人ꎬ 博我以文ꎬ 约我以礼ꎬ 欲罢不能ꎮ” 循循ꎬ 即 “有次序” 之谓ꎮ 教学活动沿着一个接

一个的发问即问题的逻辑而展开ꎬ 才有可能始终引领着学生的思维、 师生一道在 “探究” 中前进ꎬ
“欲罢不能”ꎮ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学生

关注的、 有疑惑的问题其实也就几大类ꎬ 要把这些问题掰开了、 揉碎了ꎬ 深入研究解答ꎬ 把事实和

道理一条条讲清楚ꎮ”② 把问题 “掰开了、 揉碎了”ꎬ 即深入地研究和把握问题ꎬ 抓住其中的要害处、
关键点ꎬ 理出其间的逻辑脉络、 问题序列ꎻ “深入研究解答ꎬ 把事实和道理一条条讲清楚”ꎬ 即针对

这些要害处、 关键点、 沿着问题中所蕴含的逻辑脉络、 问题序列ꎬ 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ꎬ 如庖丁解

牛般地对问题作出透彻的分析、 解答ꎮ 做到思政课教学过程始终 “沿着问题讲”ꎬ 核心在于理出问

题的序列、 沿循问题的序列ꎬ 要求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要贯穿自觉的问题意识ꎬ 深刻掌握教学

内容中蕴含的问题逻辑ꎬ 敏锐把握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状态、 理解与接受程度等ꎬ 并基于此而将

问题的设置、 解答等融入教学过程的具体展开之中ꎮ
三是 “提出问题收”ꎮ 提出问题收ꎬ 意即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政课教学段落如一节课或一次课等

要以对相应问题的透彻解答为其收尾处ꎬ 也要以提出新的问题为其收尾处ꎮ 新提出的问题ꎬ 应是在

该段落或该节思政课教学内容基础上进一步引发的ꎬ 也应是下一段落或下节课程教学所要 “迎着

去” 的问题ꎮ 提出新问题ꎬ 会使学生 “意犹未尽”ꎬ 有利于学生带着思考和期待进入新一段落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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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思政课之中ꎮ 这样的诸多思政课教学段落贯联在一起ꎬ 便构成整体上 “沿着问题讲” 的一门思

政课ꎮ 思政课教学 “迎着问题去” ——— “沿着问题讲” ——— “提出问题收” 的展开过程ꎬ 会引导学

生在对一个接着一个问题的探寻中一步步进入思想价值观念的 “澄明之境”ꎬ 实现人生识见的 “长
进”、 理想信念的厚植ꎮ

三、 化 “自发” 为 “自觉”

强调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增进问题意识ꎬ 要将问题意识融入教学全过程ꎬ 为学生解疑释惑ꎬ
归根到底ꎬ 还是以对 “教师侧” 的分析为着眼点的ꎬ 关注的是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教师为学生的 “求
解” 作答的过程ꎮ 这是有效思政课教学的一个方面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有效的思政课教学还要努力实现

另一个更高的目标ꎬ 即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自主求解问题的能力ꎮ 我们这里所讲的化 “自发” 为

“自觉”ꎬ 即思政课的教学要努力引导学生的问题意识、 求解问题的能力实现由 “自发” 向 “自觉”
的成长ꎮ 为此ꎬ 在思政课教学中ꎬ 教师要有意识地以 “答问” 启 “发问”、 引 “求解” 向 “自解”ꎮ

一是以 “答问” 启 “发问”ꎮ 即通过教师的不断 “答问”ꎬ 培养学生形成自觉的问题意识ꎬ 形成

不断主动 “发问” 的意愿和能力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 学生进入主动 “发问” 的状态ꎬ 是其学习积极

性、 主动性得以激活、 调动的重要体现ꎬ 是学生成为活跃学习主体的重要条件ꎮ 在这种状态中ꎬ 学

生才会真正成为教师教学活动的有效同行者、 对话互动者、 相促相长者ꎻ 在这种状态中ꎬ 真正有效

的主动学习才能得以展开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思政课教师所讲的理论、 观点、 结论要经得起学

生各种 ‘为什么’ 的追问ꎬ 这样效果才能好ꎮ”① 思政课教师所讲ꎬ 经不起各种 “为什么” 的追问ꎬ
教学效果不会好ꎻ 学生没有 “为什么” 的发问和追问ꎬ 教学效果也不会好ꎮ 在没有学生主动发问和

追问的课堂上ꎬ 即便教师抛出再多的设问ꎬ 那也只是教师单维度的 “自演”ꎬ 不是师生 “共构” 的

教学、 不是学生学习主动性充分激活的教学ꎮ “学习和思考、 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ꎬ 正所谓

‘学而不思则罔ꎬ 思而不学则殆ꎮ’ 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ꎬ 想解决问题了ꎬ 想把问题解决好了ꎬ 就会

去学习ꎬ 就会自觉去学习ꎮ”② 有发问、 善发问、 常发问ꎬ 说明个体的主体性处于发动状态ꎬ 这不论

对于个体学习、 教学展开ꎬ 还是对于学术活动、 人生发展和社会进步ꎬ 都是极为重要的有效条件ꎮ
古人曾多有 “学贵知疑” 之论ꎬ 谓 “小疑则小进ꎬ 大疑则大进ꎮ 疑者ꎬ 觉悟之机也ꎮ 一番觉悟ꎬ 一

番长进”③ꎮ 马克思指出: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ꎬ 而是问题”ꎬ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ꎬ 是它表现自

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④ꎮ 在亲自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

别阐述了问题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意义ꎬ 他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

题、 筛选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ꎬ 并强调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当代ꎬ “从我

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 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观点、 构建新理论”⑤ꎮ 概括而言ꎬ 自觉的问

题意识、 良好的发问能力ꎬ 与能够不断实现超越的个体、 不断开辟新知的学术、 不断发展进步的社

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ꎮ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ꎬ 也一定要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ꎬ 唯此才能

够敏锐地发现新问题ꎬ 提出新见解ꎬ 担当新使命ꎬ 开拓新事业ꎮ 与此相应ꎬ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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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为神圣使命的思政课教学ꎬ 在开展具体思想理论教育、 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ꎬ 也一定要注重学生问题意识和发问能力的训练和培养ꎬ 将

教学中教师的 “答问” 过程与培养学生良好的 “发问” 意识和能力有机地融为一体ꎮ
二是引 “求解” 向 “自解”ꎮ 即思政课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自觉的问题意识、 良好的 “发问” 能

力ꎬ 还要着力培养学生形成能动探索、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时间有限的学校思政课教学ꎬ 不可能解

答、 预答学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 广阔的社会天地间、 崭新的未来开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ꎬ
但是ꎬ 可以通过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而发挥使学生受益终生的作用ꎮ 思政课教学ꎬ 既要授

人以 “鱼”ꎬ 也要授人以 “渔”ꎮ 授人以 “渔”ꎬ 即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训练ꎮ 对于科学思维方

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问题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有论述、 反复强调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在主持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ꎬ 他特别指出: “学习不是背教条、 背语录ꎬ 而是要用以解决实际问题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ꎬ 他又强调我国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
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ꎬ 转化为

清醒的理论自觉、 坚定的政治信念、 科学的思维方法”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ꎬ 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谈及青年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ꎬ 他强调 “青年时期是培养

和训练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ꎬ 要 “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ꎬ 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问题ꎬ 善于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向ꎬ 善于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 现象和本质”ꎬ “养成

了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的习惯ꎬ 终身受用”③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叮嘱: 思政课无论怎么讲ꎬ “最终都要落到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上来”④ꎮ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ꎬ 是一代代

新人把握人生际遇、 成就出彩人生的必备个体条件ꎬ 也是一代代新人能够担得起使命、 推动社会发展

进步的重要素质基础ꎮ 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回答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中写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ꎬ 也唯有在创造性回答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中才能不断续写出民族复兴新的篇章ꎮ 新时代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推进的宏伟实践ꎬ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ꎬ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ꎬ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ꎬ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ꎬ 不可

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⑤ꎬ 会有一张张崭新的 “考卷” 需要自主作答ꎮ 培养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具有科

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ꎬ 能够敏锐地把握问题、 以高度的主体自觉求解问题ꎬ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的

事业后继有人、 永葆青春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思政课教学担负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题中之义ꎮ

四、 对思政课教师的要求

近年来ꎬ 在关于思政课教学的各类讨论中ꎬ 问题意识是被高度关注的话题ꎬ 但同样要看到的是ꎬ
问题意识相对不足ꎬ 也是思政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ꎮ 在近年来我们于数十所高校所进行的相关

问卷调查中ꎬ 希望思政课教学能够对自己关心的问题给以回应和解答ꎬ 是被访学生表达出的重要期

盼ꎮ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调查中ꎬ 被访学生建议思政课教学要积极回应理论热点问题的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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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 (２０１５ 年)、 ６０ ４％ (２０１６ 年)、 ６５ ４％ (２０１７ 年)、 ６２ ９％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０％ (２０１９ 年)
和 ５２ ８％ (２０２０ 年)ꎬ 要密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比例分别为 ６８ ４％ (２０１５ 年)、 ６９ ０％ (２０１６
年)、 ７２ ０％ (２０１７ 年)、 ７６ ２％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６％ (２０１９ 年) 和 ７３ ４％ (２０２０ 年)ꎮ ２０２１ 年年

底在 ７０ 余所高校调研所得数据显示ꎬ 大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学方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理论说教

过多” (４８ ５％ )、 “教学形式单一” (４１ ５％ )、 “缺乏实践教学” (４０ ０％ ) 和 “不注重课堂互动”
(２９ ７％ ) 等ꎬ 认为教学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授课内容枯燥乏味” (４７ ９％ )、 “语言不够通俗ꎬ
很难懂” (２７ ４％ ) 和 “没有联系实际ꎬ 很空洞” (２７ ０％ ) 等ꎮ 学生反馈的这些信息ꎬ 其实都从不

同维度反映了教学过程中问题意识的不足、 化 “意识” 为 “方法” 等方面的不足ꎮ 在思政课教学过

程中ꎬ 有的教师虽然很想以问题为导向设计教学ꎬ 但对学生们心中装着的问题把得不真切ꎬ 导致教

学无法 “同频共振”ꎻ 有的教师对学生关注的问题把得很准ꎬ 但囿于 “功力” 不够或准备不足ꎬ 对

问题的分析、 解答欠深欠透ꎬ 让学生感到 “不解渴”ꎻ 也有的教师 “不愿” 或 “不敢” 碰问题ꎬ 绕

开问题走ꎬ 满足于照本宣科、 平铺直叙ꎮ 这些现象的存在具有客观原因ꎬ 比如ꎬ 将问题意识贯穿教

学全过程本身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ꎬ 把一些涉及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尖锐敏感问题讲清楚讲

透彻也不容易ꎮ 但是ꎬ 将对问题意识的高热度关注转化为教学过程中问题意识的自觉贯穿融入ꎬ 是

“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ꎬ “实现知、 情、 意、 行的统一ꎬ 叫人

口服心服”① 必须迈过的关口ꎮ 迈过这样的关口ꎬ 教师的素质是关键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讲思想

政治理论课ꎬ 要让信仰坚定、 学识渊博、 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来讲ꎬ 让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

益”②ꎮ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 思维要新、 视

野要广、 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六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思政课教师的素质要求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 思政

课教师要能够发引人深思之问ꎬ 做澄明透彻之答ꎬ 育善发问、 能解题之人ꎬ 必须按照这些要求不断

练内功、 强素质ꎬ 成为乐教、 善教的好老师ꎮ
一是要锤炼坚定信仰ꎮ 思政课是塑造信仰的课程ꎬ 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有坚定信仰ꎮ “思政课教

师只有自己信仰坚定ꎬ 对所讲内容高度认同ꎬ 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ꎬ 才能讲得有底气ꎬ
讲深讲透ꎬ 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ꎮ”③ 坚定的信仰ꎬ 也是思政课教师敢于直面

问题、 敢于 “亮剑” 的底气和勇气所系ꎬ 是思政课教师科学分析问题、 正确回应问题的立场和价值

坐标点所在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有的教师怵于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ꎬ 担心祸从口出ꎬ 总是绕

开问题讲、 避开难点讲ꎮ 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 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ꎬ 全面客观看问题ꎬ
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ꎮ 要给教师充分的信任ꎬ 不抓辫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ꎮ”④ 思政课教

师要抱持的坚定信仰ꎬ 既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ꎬ 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ꎻ 也包括坚定的教育信仰ꎬ 即坚信教育是 “仁而爱人” 的事业、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ꎬ 在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特别

清醒和坚定ꎬ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ꎬ 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ꎮ
二是要厚积扎实学识ꎮ 扎实学识ꎬ 是师之为师的基本条件ꎮ 德之不高者无以为师ꎬ 不学无术者

更无由为师ꎮ “扎实的知识功底、 过硬的教学能力、 勤勉的教学态度、 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

本素质ꎬ 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ꎮ 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ꎬ 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ꎮ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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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积也不厚ꎬ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ꎮ’ 知识储备不足、 视野不够ꎬ 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ꎬ 更谈不上游

刃有余ꎮ”① 思政课重在价值引导、 信仰塑造ꎬ 但绝非与知识教育相游离ꎬ 真善美从来交融一体ꎮ 合

格的 “人师”、 合格的 “经师” 两者在合格的思政课教师这里ꎬ 也始终应是高度统一的ꎮ 古人云:
“学识一分不到ꎬ 便有一分遮障ꎬ 譬之掘河分隔ꎬ 一界土不通ꎬ 便是一段流不去ꎬ 须是冲开ꎬ 要一

点碍不得ꎮ 涵养一分不到ꎬ 便有一分气质ꎬ 譬之烧炭成熟ꎬ 一分木未透ꎬ 便是一分烟不止ꎬ 须待灼

透ꎬ 要一点烟也不得ꎮ”② 没有扎实的学识ꎬ 自身 “不通” “不透”ꎬ 教学必然是烟笼雾罩ꎬ 更谈不

上引学生进入 “澄明之境”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ꎮ 这里的 “广”ꎬ 包括知识视野

之广、 国际视野之广、 历史视野之广等多个方面ꎬ 亦是对思政课教师厚积扎实学识提出的要求ꎮ
三是要打牢理论功底ꎮ 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ꎬ 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ꎮ 近年来ꎬ 习

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为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 “看家本领”ꎬ 强调 “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ꎬ 才能心明眼亮ꎬ 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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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ꎬ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

想和正确前进方向ꎬ 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ꎬ 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③ꎮ 对于思政课

教师来讲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是必须掌握好的看家本领ꎮ 我们的思政课ꎬ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政课ꎬ
本质是讲道理ꎮ 思政课教师 “要练就不怕问、 怕不问、 见问则喜的真本领”ꎬ 以深邃透彻的思想、
鞭辟入里的分析说服学生、 引导学生ꎬ 并勇于 “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ꎬ 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

判”④ꎬ 基本功就在于透彻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理论只要彻底ꎬ 就能说服人”⑤ꎮ 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彻底的理论ꎬ 也是我们可以增强 “眼力” 的 “望远镜和显微镜”⑥ꎮ 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ꎬ
具有过硬的 “看家本领”ꎬ 思政课教师才会有感知问题的敏锐、 透解问题的智慧、 “不怕问” 的底气

和 “见问则喜” 的胸襟ꎬ 才可能在课堂教学中把学生关心的问题、 不容绕过的问题掰得开、 揉得

碎ꎬ 抽丝剥茧ꎬ 讲得清楚ꎮ 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ꎬ 要求我们思政课教师扎实、 系统地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ꎬ 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ꎬ 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ꎬ 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结

合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史ꎬ 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ꎬ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 去射新时代中国之

‘的’ ”⑦ꎬ 从而在教学中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生命力ꎬ 增进教学的针对性和说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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