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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3.18" speech, an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unsatisfactory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and renew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to unify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strengthen team building, 

reconstruct course system, select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 and flexible evaluation method,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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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落实习近平“3.18”讲话精神，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不理想的现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教学改革应当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更新教育理念，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团队建设，重构课程

体系，精选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灵活评价方式，从而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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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3.18”讲话中强调，办好学校思

政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培养一

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在这个

问题上，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必须旗帜

鲜明、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把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1]但我们也看到由于对思政课

实际重视度不够，课堂教学效果欠佳，实践教学流于形

式，学科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影响到了思政课教学目

标及高校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这里我们从核心素养的

角度谈谈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问题。 

2.重要概念解读 

   清楚核心素养关键问题，更新教育理念，统一思想认

识。从学校领导到思政课教师都要看到当前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趋势，清楚新世纪我们要培养什么人，怎么培

养人这个问题，以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为做为终级目标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核心素养视域下进行思政

课教学改革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概念： 

2.1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所有学生应具有的最关键、最必要的基

础素养，是知识、能力和态度等的综合表现。核心素养

兼具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

是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形成和发展的。 

2.2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经

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框架体系以

“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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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

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2] 

2.3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素养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或学习领域)的

表现，是学生学习一门学科课程(或特定学习领域)之后

所形成的、具有学科特点的关键成就，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 

2.4思政课核心素养 

思政课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思政课的体现，思政

课核心素养的建构也是知识、方法、能力与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的整合。具体来说，思政课核心素养包括思想

政治基础理论常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辩证思

维方法，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价值判断和选择的

能力、社会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确思想观念、良好道德品质等。通过培养思政课核心

素养，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素养基

础。  

3.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3.1 是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3.18”讲话精神
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在今年的“3.18”讲话中提出推动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提出传导主流

意识形态，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加大对学生的

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注

重启发性教育等。所以办好思政课，只有遵循八个“相

统一”，契合学生发展实际,遵循人才成长教育规律特点,

才能开好思政课。[3] 

3.2 是改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
的重要路径。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3.18”讲话及相关文件要求，

各高校都相继开展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研讨和实践活动，

但总体来说，效果还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教学目标抽象

化，过于理想，且表达不够具体；教学内容标准化，过于

重视政治性和知识性，忽视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方法机械化，灌输式依然占主导地位；考核方式单一，

形式化严重。以上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思政课的教

学效果。 

4.核心素养视域下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路径 

4.1在学校统一领导下，以思政课教学科研机
构为主体，组建团队，把高校思政课课程与核
心素养进行对接。 

各个学校由于定位、专业、地域等的不同，对本校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在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框架体

系下会有所侧重，或增加，所以首先学校要根据学校实

际、学生特点，根据学生培养目标和要求，制订出本校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然后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

构以教研室为团队主体，邀请学校领导、校内外专家学

者，吸引学生处、团委、辅导员等校内各部门老师参加，

形成专门研究团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素养进行研

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

为例，可以以“原理”教研室的所有人员及其他院校的

兼职老师为团队主体，然后邀请学校书记、二级学院书

记、团委书记、辅导员、学生处领导参与，最后邀请校

外专家对研究结果进行指导。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认

真学习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思政学科核心素养和本

校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容和要求；其次结合《原理》

课程的具体性质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研究在“原理”课的教学中，主要培养学生哪些核心素

养，通过哪些内容哪些方式培养，并据此制订出本课程

新的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内容至少应该包括课程性质目

标、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考核方式、实践方式等，其

中教学目的和要求要突出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4.2打造思政课教学新课堂，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 

（1）根据课程核心素养及新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

进行有效取舍，突出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仍旧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在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

时，首先要了解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对中学

已经接触过的内容，基本概念部分可一带而过，由学生

自己看，但对一些重点内容可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进行

扩展和加强。其次是结合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

容和要求，对一些重复部分的内容进行科学处理，既不

影响课程内容的整体性，又不会因为重复浪费时间，也

影响教学效果。最后是根据课程核心素养要求和新课程

标准，对内容进行取舍。核心素养指向品格和关键能力，

但离开知识这一抓手，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将成为空

中楼阁。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形势与政策”课外，其

他课程都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很多，但课时有限，

如果按照教材内容和传统教学注重知识传授，学生就无

法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无法养成良好品格，提升学

生关键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精选知识，剔除不

必要的繁杂的知识，把教材体系转换为教学体系，在有

限的课时里，给留足学生思考交流的时间和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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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同时提高学生核心

素养。 

     （2）改变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核心

素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这些

品格和能力的养成没有学生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所以思

政课的教学方式也要顺应时代潮流，应对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要求进行改革。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思政课教学方式

应以问题探究、反思感悟、情感体验、知识建构、案例

教学方式为主，[4]兼以课内实践和社会实践两种实践方

式，课内实践包括演讲、讨论等方式，社会实践包括参

观调查、公益活动等。通过这些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教

学过程和学习过程培养核心素养。如问题探究和反思感

悟，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判断，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知识建构可以使学生对知识

的学习达到概括化和结构化的水平，有效提升其学科能

力和思维品质；而社会实践则可以让学生接触社会现实，

加深学生对国情国史的了解，理解接受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动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4.3构建以学生核心素养为中心的考核体系，
科学评价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 

成绩考核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环节，但因为思政课性质

的特殊性，单一的考核方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教学成效，

所以要构建以学生核心素养为中心的考核体系，科学评

价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 

（1）考核内容要全面。思政课考核注重的是学生思

想道德、政治素质的评价，是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方面的反映。所以考核内容除了基础理论，更要突出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考核，；除了

将学生在思政课上的纪律、参与课堂教学的态度、持有

的观点、能力的发展等方面纳入考核外，还要对学生日

常的思想、道德、法纪等行为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对学

生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才能对学生的行为起到正确的

引导作用；除了对学生的作业、课内实践情况进行考核

外，还要将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进行考核，

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能力的考核。   

（2）考核方式要多样。在考核方式上要改变以往重

学习结果考核轻学习过程考核的问题，建立发展性评价

模式，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一般高校思政课的

考核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其中平时成

绩就是对学生的过程考核。第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

除了考勤、作业外，课堂表现部分应该除了纪律，应该

重要强调学生参与教学环节的程度，发言的数量与质量。

再者，可以采取学生自评、互评的方式，或者与班委、

辅导员合作，对学生的日常表现进行考核，也计入学生

的平时成绩。对于实践成绩，除了根据学生的课内实践

表现及社会实践调研论文给予相应成绩外，学生在参加

其他活动获得的奖项也可以适当给予一定成绩，以示激

励。第二，笔试成绩可以增加期末考核或单元考核，强

调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的考核。鉴于时间关系，每个学期

1-2 次即可。考核方式采取开卷方式，在教学过程当中抽

一个课时当堂进行测验，也可以布置下去，由学生课下

完成，可以是纸质的，也可给老师发 E-mail。当然也可

以把某次课堂讨论的结果做为其中的一次考核。可以针

对所学内容，选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对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考查。期中考核成绩应该与期末考

核成绩在总成绩中占相同比例。第三，期末考试的内容

和题型设计要强调试题的开放性，体现“没有标准答案，

但有评价标准”的测查新方向。这样就增加了学生回答

问题的多样性，突出对品格和能力的考核。另外还可以

采用学生自评、互评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

力求对做到考核结果客观、全面。 

（3）考核主体多元化。结合上面多样化的考核方式，

所以对学生的考核主体除了任课老师外，包括辅导员、

班委、辅导员和学生自己都可以是评价主体，参与其中。 

当然这些教学改革还离不开学校有力的支持和保

障，比如制度保障、人力保障、经费支持、科研奖励

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长效机制，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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