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 “2018 年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冶 综述

朱摇 燕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8 年 4 月 13—15 日, 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洛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
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等机构协办的 “2018 年全国思想政

治教育学术研讨会冶 在河南洛阳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

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郑州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山东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 《中国高等教育》 《学校党

建与思想教育》 《思想理论教育》 《思想教育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等报刊的编辑人员, 共有

100 余人参会。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宋文献主持开幕式。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洪彬、 中共

河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专职专员陈垠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党委书记邓纯

东先后致辞。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张文斌、 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教授骆郁廷、 大

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曲建武、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易、 郑州大学教授郑

永扣、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万光

侠、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春华、 中

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邰丽华、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永友、 华中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余玉花、 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斌等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一、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问题。 金民卿认为,
马克思主义通过以人民立场、 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标志的理论立场革命、 思想观点革命和思

想方法论革命, 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内的理论完整性和向外的

实践指向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体系性和开放发展性、 世界普遍性和民族具体性这三大张力决定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与时俱进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其发展性的重要体现。
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其核心内容是矛盾论哲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在立场、 观点和方

法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 系统阐述了生产力观点、 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 系统阐发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开启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思想路线、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和辩证思维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 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重要原理的运用推进到新高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具体的观点和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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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 而且在哲学观点的新运用和重要发展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张文斌将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归纳为五个关键词。 一是神形兼备。 从内容上, 围绕新时

代的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 确保高校始

终作为培育 “四个自信冶、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从

形式上, 通过创新话语体系、 活动方式、 技术手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 针对性、
时代感。 二是师生兼顾。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引导学生立志为先, 立学为基, 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 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 引导教师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潜心问道和关注

社会相统一、 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三是内外兼修。 统筹课内课外, 树立思政有讲台, 讲台

有思政的观念; 统筹份内份外, 自觉防止和克服单纯的业务观念, 把思政教育当成份内之事, 体现

在教学、 科研、 行政、 后勤各项工作中; 统筹校内校外, 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 协同部门组织协调、
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常态。 四是德法兼治。 进一步推动高校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 用法制化思

维、 法治方式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五是软硬兼备。 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教书育人规律、
学生成长成才规律。 一手抓思想教育引导软建设, 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一手抓

意识形态责任制硬约束,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骆郁廷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第一, 贯彻新思想。 把学习、 研究、 传

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战略重点, 在学好、 弄通、 悟透上下工夫, 并贯彻到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第二, 聚焦新矛盾。 深刻

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依据和客观必然性, 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和内涵、 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内在联

系、 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内在关联。 第三, 实现新使命。 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强化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 增强自信、 汇聚力量。 第

四, 培育创新人才。 培养有理想的时代新人, 把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 把树立理想和实现

理想相结合; 培养有本领的时代新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新性人才, 优化人才结构,
增强社会实践能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培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乐于奉献、
敢于担当、 勇于负责。 第五, 开辟新舞台。 适应时代需要, 增强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 增强开放意

识, 防范、 抵御西方的价值渗透, 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万光侠认为,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应构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 即实践生存

论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 要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人的生存论视角来审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创新, 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第二, 新时代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架构主要研究人

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社会的关系、 人和自我的关系问题, 即生态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实

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 自我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 新时代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践

行的根本原则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 要围绕人民, 依靠人民, 人民共享。

李春华认为,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有三个着力点: 一是学习、 研究、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 以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

政治教育理应以此为重点。 二是弘扬新时代精神。 例如, 自信精神、 责任担当精神、 开放包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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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引导新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健康、 合理、 绿色的需要。 倡导艰苦奋斗, 倡导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需要。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加强自身建设, 才能够承担起宣传新时代思想、
弘扬新时代精神、 引导新时代需要的伟大使命。

余玉花认为, 应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 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在理论研

究上存在宣传性多于研究性、 模仿照搬多于思考创新、 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启迪性、 理论的逻辑和

历史吻合度不高、 缺乏思想碰撞的学术批判性等不足。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建构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基础上, 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 法哲学、 人生哲学等理论研究,
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是纯理论的研究, 不是从概念到

概念的教条式研究, 必须结合新时代社会变革提出的新问题进行研究。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教育教学实践研究

王易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性教学经验归纳为: 围绕一个突出的主题, 抓住

两个基本层面, 注意三个紧密结合, 突出四个基本要求。 一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采取教学相长的方式, 从教师的角度, 结合教师的学术专长, 进行专题性的讲述; 从学生的角度,
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理论层面,
根据教师的学术专长进行专题性研究, 使理论难点、 社会热点结合学生的特点得到统一展现; 在实

践层面, 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 三是紧密结合思想

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紧密结合当前青年学生的特点和实际需要, 紧密结合思政课建设的新要求。
四是突出深耕教材、 创新内容、 讲清理论、 投入情感四个基本要求,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

性, 使课程体现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吕斌认为,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首要

任务。 “三进冶 中进头脑是目标、 重点和难点。 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主战场和主阵地。
现在的课堂存在到课率低、 抬头率低、 点头率低的 “三低冶 现象, “三低冶 现象反映的是教师教育

教学的本领不足和本领恐慌, 同时也是方法落后的表现, 新方法不会用, 老方法不管用, 因此要优

化课堂教学环节, 提高思政课的实效。
王永友认为,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其话语的三个转化, 即实现文件式表达的政治话语向

实践检验的科学话语转化, 命令式表达的政治话语向人文关怀的科学话语转化, 体现宣传式表达的

政治话语向学术理性的科学话语转化。
郑永扣认为, 要从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提高思政课的教育教学质量, 需要从三

个方面掌握高校政治教育工作领导权。 一是党委领导, 协同联动, 课程思政。 要坚持和强化党委统

一领导, 引领高校大思政的工作格局; 协同联动, 同向发力, 构筑高校大思政的教学环境; 要与社

会教育、 家庭教育有效衔接, 同向同行形成大思政的社会教育环境。 二是理论为本, 内容为王, 方

法为要, 提升思政课的教育教学质量。 三是真学、 真懂、 真信, 突出发挥思政课教师的主力军作用。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
(编辑: 张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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