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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people in an era with ideals, skills, and responsibilities is a new strategic plan for talents. and 

it is also a goal for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comers of the 

times, the primary task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i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and build up 

their spiritual foundation. To this end（For this purpo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carry out the them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s. By changing teaching concepts, design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using teaching platforms clever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recessive and explicit, false reality, and 

pluralism are combined to promote the normality of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stitutionalization will introspect themselves as th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spiritual pursuit and 

externalization as their conscious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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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是新的人才战略规划，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青年大学生

作为时代新人的主体，首要任务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为此，高校必须要开展大学生理

想信念主题教育，通过转变教学理念、精设教学内容、巧用教学平台等，将理论与实践、隐性与显性、

虚实与多元结合，推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内省为他们的精神

追求，外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关键词：时代新人；大学生；理想信念；路径选择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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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也是理想信念生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作为掌握

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青年群体，必须做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和深厚爱国情怀，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新人。

就此而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高校从教学理念、教学

内容、阵地建设等全方位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补

足精神之钙，引导他们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把个人理想镌刻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上。 

2. 厘清理念：能力与素养同行 

当今时代，经济稳中向好，科技推陈出新，知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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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期缩短，消息错综复杂，这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大的

舞台、更宽的道路施展才华、出彩人生；也对大学生的

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大学生

除了要努力掌握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打牢知识根基，

练就过硬本领；更要懂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树牢价

值标杆，锤炼高尚的人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 

2.1 善用“以生为本”思想统筹理想信念教育 

 教育之根本要务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高校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贯彻

“以生为本”理念，结合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满足大

学生发展的需要，消解大学生的认知困惑，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一，突出学生的主体性。马克思视阈下，人类所

有活动都有动机和需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教育的出发点亦是满足学生的需

要。大学生是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对象和参与者，其合

理化的需求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可。大学生理想信

念的培育必须基于他们的实际，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让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入脑入心，成为学生发

展的动力源和涅槃石，成为时代新人的助推器。 

第二，尊重学生的差异化。身处新时代的 90 后、

00 后大学生，受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思维

更加活跃、需求更加独特、观点和看法更加多元。正如

马克思所言：“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

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可见，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高校和教育者“对症下药”，打

破传统的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在充分了解学生认知困

惑和价值迷茫的前提下，遵循他们个性化成长需要，针

对学生心理特点，因材施教，进行差异化引导，让理想

信念教育真正服务于全体大学生。 

第三，加强学生的正面引导。高校将“以人为本”的

理念贯穿于理想信念教育全过程，不仅要尊重学生基于

个人利益进行的价值选择；更要强化树立崇高理想信念

的重要性，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将个人的

前途与国家的未来结合，将个人的理想同中国梦衔接，

争做新时代的浪潮儿。                                                                                                                                                                                                                                                                                                                                                                                                                                                                                                                                                                                                                                                                                                                                                                                                                                                                                                                                                                                                                                                                       

2.2 以立德树人为抓手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出了诸如“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一

个国家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

支撑”等论述。进一步诠释了要将理想信念作为高校立

德树人的“灵魂”工程，强调以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凸

显了理想信念在立德树人关键环节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不断提

升公民道德素质，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而信仰信念引领道德追求，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是

培养时代新人的首要任务。总的说来，高校立德树人和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都是以“学生”为旨规，其逻辑起点

可谓是“不约而同”；它们都是为了回答“为谁培养人”以

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两者在目标和方向

上可谓“殊途同归”；此外，高校立德树人和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都能够武装大学生头脑、抵御错误思潮、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在价值向度上“异曲同工”。 

如今，聚焦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许多高校着力

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必须同“三全育人”模式对接起来，融入教育全

过程，贯穿于课堂、实践、科研等方方面面，渗透在管

理者、教师、学生等各个主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2.3 用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落实理想信念教育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解决新时代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创新驱动的实质

是人才驱动；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党中央

历来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倡“三有

青年”到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六个“下功夫”，培养

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始终是永恒的课题。 

无论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成才观；还是

培养人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

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

质”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都为新时期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标准，并将坚定理想信念放在首要位置。也正是为

了坚定理想信念，大学生必须提高自己的学识，厚植自

己的爱国情怀，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为国家的前途和

发展贡献自己的才干。 

青年大学生，必须结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高

校人才培养方案，“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才能担当起祖国的

期望、历史的重任、人民的重托，成长为符合时代需要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精设内容：传承与创新并存 

首先，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具有针对性，即

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着力推进“三因三律”教学内容。

其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具有历史性，这就要

求我们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再次，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具有时代性，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

将“死板”的教材内容转化为“鲜活”的教学题材。 

3.1 着力推进“三因三律”的教学内容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只有坚持“三因”（“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遵循“三律”（“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才

能切实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时代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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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

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坚持“因事而化”，关注新时代的“大

事”，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抓手，引导大学生坚定

“四个自信”。坚持“因时而进”，认清时代发展的“大局”，

顺时而上、应时而动。坚持“因势而新”，立足新形势、

新变化、新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揭露事物本质的起

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重视贴近

性，规避脱离学生实际的“假、大、空”的内容。遵循思

想政治工作规律，也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提高理想信

念教育的针对性，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教书育

人规律亦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学生成长规律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理想信念教

育必须想学生之所想，解学生之所忧，致力于解决学生

的实际问题。总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贴近时代、

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做到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既有高

度又接地气，用学生听得懂、喜欢听的话语将深奥的理

论生活化，使得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既有“意义”又有

“意思”，既“抓眼球”又“触灵魂”。 

3.2 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风云变幻，已经融入中华儿

女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相关元素”，既可以为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提供精神沃土和引导路径；也可以加深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认同。 

古往今来，我们民族就具有为国家、为人民的担当

精神。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仁义忠恕，和而不同”的处世

哲学；“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都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

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和强大的内生动力，二者在内涵

上契合、内容上相融、功能上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大学生。毫无疑问，

高校应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内在的关联，立足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质，掌握大

学生当前的处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

在此基础上，高校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两课”

教学和专业课教学中，感受传统文化节日蕴含的文化内

涵，依托特色校园活动和实践活动检验理想信念教育的

成果，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用性和实效性。 

3.3 深入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主题教育 

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的学习，高校开展的“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本实现了学习群体的延伸，成果日趋显著。必须承认，

这些主题教育都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具体形式，成为大学

生尤其是大学生党员抵御错误思想侵蚀、坚定正确三观

的“护身符”和“防火墙”。 

党团日活动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补充，

它通常以鲜明的主题、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开展活

动，对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显

而易见，党团日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文体活动，它必须遵

循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导，帮助大学生了解

国情、世情和党情；还可以把专业知识融入党团日活动，

将专业知识生活化，找准学生学习的兴趣点，使他们在

接受理论学习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接受理想信念教育。鉴

于此，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可以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生

理特点，创新主题党团日活动内容，围绕“我的人生信

条”，“如何看待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人梦与中国梦”

等主题，采取学术讲座、知识竞赛、演讲辩论、实地参

观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大学生在实际体验中

反思自我、完善自我，明晰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实践证明，高校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将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与主题教育对接起来，有利于他们在学习

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提升政治自觉，担当自己的职责使

命，发扬埋头苦干的精神；并在常态化的学习和规范化

实践中共筑思想防线。 

4. 拓宽路径：虚实与多元耦合 

时代新人视阈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关心学

生所需、彰显时代特征，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拓宽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课堂教学

“主”渠道、信息网络“新”平台、校园环境“隐”课堂、社

会实践“活”土壤等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培育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新人”。 

4.1 夯实课堂教学“主”渠道 

高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充分运用课堂教学主渠

道，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各门课程都要“守好责

任田”，尤其是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类课程形成协

同效应，同向同行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的“关键课程”，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起关

键作用。因而，高校要加强“关键课程”的改革，创新教

学内容、改进方式方法、革新课程评价等，淘汰“水课”、

打造“金课”，切实把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融入思政课

教学全过程，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质量。目前，

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以采取专题研讨的形式，加强学生互

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大学生理想

信念知信行相统一。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运用课堂教学的引导效用，促

进其他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共同培育大学生理想

信念。新时代背景下，要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就

必须扭转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在非思政课中相对薄弱

的现状，深入推进课程体制改革。为此，要积极挖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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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入第

一课堂中，充分发挥其他课程的育人功能。并在教学主

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积极探索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提高各类课程

的凝聚力，共同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2 占领信息网络“新”平台 

在互联网“包罗万象”的时代，移动互联已然成为大

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的新场域，“网络+教育”已是大

势所趋。一方面，信息网络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

了新载体、新渠道，创新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培育

方式；另一方面，网络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得

学生难辨真假，可能发生散播谣言的行为，给理想信念

教育带来新挑战。于是乎，教育工作者必须主动占领网

络“新”平台，完善校园网络监管机制，清除负面资讯，

净化网络空间，引导学生文明上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

起来。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具有知识丰富、层次分

明、传播及时、互动性强等优势，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

重要阵地。高校可以利用好 QQ、微博、微信、论坛等

受热捧的软件，利用公众号及时推送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的文章，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添色彩和温

度。大力宣传学习强国、学习大国、学习通等学习平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模范代表人物，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 

高校可以创建理想信念专题网站，开设研讨互评栏

目，宣扬理想信念相关内容和先进人物事迹，使大学生

能够利用健康的网络环境，了解相关方面的权威知识；

通过更生动的画面、更通俗的语言，愈加直观的理解理

想信念教育的精髓。大学生在掌握必要的理想信念知识

的基础上，借助网络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和吸引能力，

可以影响带动更多人，形成联动效应，实现“网络+理想

信念教育”的有效全覆盖。 

4.3 丰富校园生活“隐”课堂 

校园是师生学习、生活的场所，校园生活对学生思

想道德素养和个人行为塑造发挥着强大作用。“大学非

大楼之谓也，有文化之谓也”，大学不仅只有良好的建

筑群，关键是要有文化底蕴，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

起“润物细无声”渗透和熏陶作用。 

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需要重视校园文化隐教育，

大力营造“和谐美丽”的校园环境、挖掘“匠心独具”的校

园精神、开展“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首先，“一所好

的学校墙壁会说话”，恢弘大气的建筑物、庄重静谧的

图书馆、书声琅琅的教学楼等，共同营造出良好的文化

氛围，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且能够提升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助力个人成长。其次，借力校

园文化“雪落无痕”的渗透作用，挖掘其潜在的理想信念

内容。校园文化精神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

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包括办学理念、

大学精神、校园历史、校风校训等。将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巧妙融入校园文化精神中，依托学校宣传栏、宣传

橱窗、阅报栏论坛等进行传播，使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精

神中接受耳濡目染的教化。再次，注重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还要引导大学生开展格调高雅而又特色鲜明的校

园文化活动，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贯通其中，打造校

园文化品牌活动。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凝心聚力，因势利

导学生的观点、意识和行为。 

4.4 融入社会实践“活”土壤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正确的

理想信念无一不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养成。通过开展系列

社会实践活动，将理论与实际、校园与社会、学习与服

务等结合，去真实感知历史和现实，切身体会到信念信

仰的力量，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和信仰。 

教育过程本身就是实践过程，要把社会实践当作理

想信念教育的生动课堂，把理论教学投入社会实践第一

线，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知与认识。一是开展特色实践

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组织

大学生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研修，投身“三下乡”实

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调研活动等，发挥思政实践课育

人的作用。党团组织利用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纪念日，

带领学生参观红色文化遗址，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艰难历程，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举止。二是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号召大学生多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推进志愿服务进学校、进社区、进医院、进

车站等，加快实现志愿服务阵地全覆盖，让志愿服务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扩大理想信念教育的影响面和亲和

力。三是抓好专业实习。众多高校立足实际，紧紧围绕

人才培养目标，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凭借这

一模式，学生可以到合作基地参观智能设备、先进技术

和完整流程，让学生感知强大的“中国精神”催生的“中

国奇迹”；学生也能够利用寒暑假到企业实习，知行合

一，让理想信念教育真正落地，实现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从理论到实践回归理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入社会大环境，就是通过基

地参观、志愿服务、专业学习、实习见习等到达育人效

果，在此过程中可以折射出大学生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高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聚焦理想信念在实现伟大复兴、

践行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性，积极探索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路径，将大学生凝聚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拧紧新时代大学生的“总

开关”，用“青春梦”托起“中国梦”，奋力谱写无愧于新时

代和人民的瑰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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