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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the main position to spread the world situatio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arty situa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The quality and degree of its 
construc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ducation mode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novatively in education mode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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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任务，是向大学生传播世情、国情、党

情的主阵地，其建设的好坏以及程度如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就主体间性视域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模式

创新性对症下药，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1. 形势与政策课程特点 

1.1时效性强 

教学内容更新快，时效性特点突出。 
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肩负着向大学生传播世情、国

情、党情的重要任务。每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国内时政热点的更新，是大学生形势

与政策课的教学要点制订的重要依据，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点会随着国内外时政热点的

更新而及时跟进。因而实效性可以说是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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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策性鲜明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是高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大学生

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这门课程目前的教学大纲是按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培养目标，根据当今大学生时政学习兴趣点以及当今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而设置的。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

世情、国情、民情，认清时代背景，把握时代命脉，明确社会责任；全面掌握社会发展动

态，提高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做合格公民等打

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使得形势与政策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1.3 广泛性突出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是根据教育部、中宣部和各省教育厅每学期初下发的形势与政

策教育教学要点来确定的。作为国内外形势与国内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

内容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有关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知识，包括形势与政策的理论基础、分

析形势的原则以及制定政策的依据等方面；二是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深化改革和对

外开放新的动态等，其内容涉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三是国际

形势发展的热点问题，包括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机制、当前世界的热点问题以及突发事件问

题。可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不仅涉及国内国外两大方面，更是深入到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广泛性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实效性强、政策性鲜明、广泛性突出这三大特点决定了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

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它的教学要点变化更频繁，教学要求也具有特殊性，这都给其教学模

式提出了更高的建构标准。 

2. 主体间性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和功能上看，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项系统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他致力于塑造个人完整的思想政治素养，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建构，还包括价值

认同、观念构建等认知层面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的本质是通过系统的学习，帮助学生完成

包括价值构建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形势与

政策课教育的核心是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与其他

思政理论课程相比，更需要情感体验的积极参与。因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激发学

生的情感回应，教学情感体验需要通过教学环节的合理设计来完成。在教学的逐步推进中，

合理的教学设计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也有助于在积极主动的情感体验中潜移

默化地以正确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学生，从而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间性要求教学回归“学”的本质，强调教师与学生双主体的地

位，提倡教与学的平等性，其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

几个方面： 

1.主体间性强调对话、理解的方式，有助于突显形势与政策课的人文关怀本质。党的十

八大报告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这是当今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政策，与主体间性强调对话双方沟通、理解、共

识、共悟，重视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方式不谋而合。 

2.主体间性提倡“我—你”平等交互模式，有利于建立形势与政策课和谐愉悦的教学环

境。主体间性倡导课堂教学回归教育本质，强调主体性的彰显，这种理论并不是从教师主体

到学生主体的简单转换，而是主张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同时拥有主体地位。主体间性所

提倡的教育本真是在共同的教学探索中，以双方合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发展，这种作用力

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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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体间性关注教师与学生双方在教学环节交互活动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推动学生自

我知识建构的实践。主体间性强调教学双方交互活动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推动学生自我知

识建构的实践。主体间性是针对共同客体的改造而生发的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主体间交往实践

活动，它强调是对客体改造的合力，这种合力可以看作是最好的自主建构实践。对于形势与

政策课来说，教学双方合力的有效发挥，将极大地推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整个教学

环境，学生将在教学设计的引导下，通过参与、体验、交流等环节，逐步完成自我知识建构

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实现对理论的认识和超越。 

3. 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缺陷和不足 

3.1 缺乏规范性的建设机制，课程体系性差。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

[2004]13 号）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 16 学时计算，本科计 2 个学分，专科计

1 个学分。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年考核一次，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

入学生成绩册。”因而，通常情况下，各校大多将形势与政策课安排在大学生涯的各个学

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贯彻“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的基本理念，有利于

学生在校期间不间断地接收国内外时政热点。但是，这同样也给课程的规范化建设带来了极

大的挑战。每半年，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就会发生大的变化，并且新的要点与前一阶段的

要点之间也缺乏体系上的必然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化发展，导

致了全国高校普遍存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体系性差的问题。 

3.2 教学内容涉及面广，教师备课任务艰巨。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从宏观到

微观，从基本理论问题到最新热点问题，从党史国史到前沿动态，从国家政策法规到社会现

象，无不考验着任课教师的知识储备。对于现有模式下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来说，每位教师

都需要在课前大量搜集各个领域的完整资料，并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消化后，才能走上

讲台。同时，形势与政策课有有着极强的政治理论性，这也要求教学要体现鲜明的政治性，

同时兼顾课堂的生动性，这对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它要求教师不仅具备

丰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还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而且还要能恰到好处地将二者结

合起来，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教师精力有限，再加上学科

背景的限制，大部分教师的备课无法做到每一个专题都能完全准备充分，这使得形势与政策

课的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3.3 教学资源分散化严重，课程规范性不足。 

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势与政策课由于教学内容更新快，一直没有适用性强

的固定教材，而其他渠道的资源又相当分散。教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网络、报刊、

杂志等寻找资料，同时还要辨别资料的可用性，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碎片化信息给教师带来

极重的工作量，备课任务艰巨。另外，由于教师各自的认知能力的不同，导致了在同一教学

要点下，课程教学的内容也千差万别，使得课程的系统性、规范性、完整性都存在缺失与不

足。 

3.4 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缺失，教研水平参差不齐。 

据调查了解，大部分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来源于思政理论课教师、学校主管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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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以及辅导员这三支队伍。这使得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理论水平不一，例

如辅导员队伍的任课教师，由于日常工作的限制，教学经验相对不足，教学精力也有限，这

使得他们在教学研究上投入得相对思政理论课教师来说要少得多，这也会直接影响教学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甚至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由于政策和投入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倾斜

力度上尚显不够，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训、科研与教学交流工也缺乏相应的平台，这也导

致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缺乏深刻性与学术性的情况屡见不鲜。 

4. 主体间性视域下优化“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模式的路径选择 

4.1 建立和完善课程建设机制，确保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主体地位。 

教学功能的有效发挥首先有赖于完善而规范课程建设机制的有效落实，这恰恰是当前形

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弱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需要把机制建设作为教学管理的重中

之重。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宣

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精神，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

人才培养方案和思政理论课建设体系的规范性有效落实；二是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

将大学生三到四年的形势与政策课分为不同的模块，确保学生在大学期间能接触到国内外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三是要让形势与政策课进课表，保证

课程安排的正规性；四是要规范形势与政策课考核成绩进入学籍档案的管理制度，提高广大

师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视程度；五是要设立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确保课程教学主体地位。 

4.2 重视教学模式的组织优化，加强课程内容的规范性建设。 

结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强的特点，可以考虑建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资源

库，完善并丰富现有《形势与政策》教学活页的内容和形式，以有效补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要点的不足，保证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体系性和完整性。另外，要更加重视教学模式的组织

优化，这需要探索推动“教-学”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

计以及教学活动的推进等方面较多地赋予学生多元参与的空间，推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提

升，将教师的引导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教学相长。 

4.3 创新教学目标的实现方式，增进教学效果。 

多种手段实现教学目标是打破传统的单一授课模式的良好途径，也是增进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效果的必由之路。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探索教学目标的实现方式，例如：利用网络、

微信等新媒体，开辟课程新的资源平台，拓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空间，利用线上与线下教育

的合力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引入翻转课堂，将“学生课前准备-师生课堂

交流-教师课后答疑”的模式应用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建立专业而稳

定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可以吸纳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以此来提高教学的专

业性和针对性。在教学准备阶段，可以根据教学主题和内容的不同来选择跟主题贴近的相关

专业背景的任课教师，比如讲国内外经济形势时就必须选择对国内目前经济走势了解或对经

济学有基础有研究的教师，而讲到我国周边安全的时候则需要选择对地缘政治有深入研究的

教师等。 

4.4 组建一支稳定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提升教学水平。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水平的稳定提升，有赖于一支稳定而专业的师资队伍。这支队伍应以

形势与政策课专职教师为主，以校内各级党委书记、副书记、辅导员等兼职教师为补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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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专职教师要给予同其他理论课教师相等的待遇和发展环境，定期组织不同级别

的政策传达会议、培训会议及教学交流会，为专职教师提供科研机会与平台，以不断提升形

势与政策师资队伍的主体教研水平；对于兼职教师，可以要求形势与政策教研室承担起培训

和帮助教师发展的责任，教研室通过定期组织校内兼职教师培训会，随时将新形势、新政策

传达给全体兼职教师，保证教学资源的时效性。另外，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要积极开展集体

备课活动，促进教研室内部的学习与交流，推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水平的整体性提高。 

4.5 建立灵活且严格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突显学生主体地位。 

从教学管理层面来看，课程考核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手

段。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该课程若采用单一的考试或者写论文的方式，则难以保证

考核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也违背了该课程的培养目标，因而，建立灵活且严格的形势与政策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势在必行。具体可以采取“平时成绩+期末考核”综合评价办法：平

时成绩在总成绩中可以占到 60%-70%，期末考核占 30%-40%；平时成绩应包括考勤、课堂表

现与课堂发言、作业完成情况、实践参与情况等各个方面，期末考核可以采取写学习体会、

调研报告和小论文的形式。这种考核方式在突显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具有极

大的优势：一方面，考核手段灵活多样，有助于全方位地观察学生的综合素养，有利于教学

活动中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加大平时考核力度，有利于加强课堂的约束力，能有

效保证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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