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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首先分析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辩论赛”，其次阐述为什么将

课程辩论赛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与教学中, 最后探析将课程辩论赛融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与教学中。 

1．引言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出发，研究课程“辩论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此，要弄清楚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辩论赛”， 为什么以及怎样将课程辩论赛融入《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教育与教学中等三个问题,以便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辩论赛”的兴趣，提高其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克服由原理的抽象性带来的枯

燥甚至空洞，不断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不断增加大学生的获

得感、幸福感。 

2. 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辩论赛” 

辩论，指双方利用一定哲学原理来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在相互揭露对方的矛盾

中最终达成一定的认识或共同的观点。辩论赛是参赛双方就某一问题或观点进行辩论的一种

知识竞赛活动，通常是看谁概念界定更准确，逻辑更严谨，表达更生动，价值更高等等，说

服对象不是对方，而是台下的观众和评委。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辩论赛”是以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MMETSS 2018)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5

13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中心，设置一定的具有哲理的选题，让大学生围绕选题而

展开的一种思维反映能力的竞赛，一种语言表达能力的竞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竞赛，更是

一种哲理知识运用的竞赛。[1]目的在于让同学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实践生活中，

并让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一场辩论赛的成功，不仅是个人风采

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团队精神，是群策群力。比赛中较量的，不仅仅是知识，智慧，更

在于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与他人很好的合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辩论赛”的作用

在于增强大学生明辨是非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探察世道治乱的标准，判断

事物同异的根据，权衡利弊得失，解决大学生思想上存在的疑惑。在辩论的过程中，同学们

所要具备的哲理知识与能力是多方面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台上充分展示自己，能力也

在不知不觉中提高。首先，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如果没有对事物的真知灼见，就不会有惊人

妙语。如果没有如泉思绪，就不可能口若悬河。思维的深刻性、论证性和敏捷性都得到了提

高。同时同学们在赛前准备时看问题更深刻了，不再停留在很肤浅的表面，也学会了多角度

思考问题。其次，同学们语言表达更具艺术性。经过几场锻炼，每个选手在语速与语调的协

调上把握都很好，甚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对汉语言的使用能力增强。 

3. 为什么将课程辩论赛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与教学中 

根据“19 大”报告、《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的精神，把课程“辩
论赛”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教学中，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有助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实践教育教

学模式。有利于克服由理论的抽象性带来的枯燥甚至空洞，使大学生的思维水平、表达能力、

写作水平与创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具体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增

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代感和吸引力的需要。包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增强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代感和吸引力的需要；第二，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阵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实践教育教学模式的需要。包括对大

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实践教育教学模式；

第三，是提升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同，帮助大学生从辩论中成长且综合素质与能

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提升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

同，大学生从辩论中成长且综合素质与能力全面发展。 

4. 怎样将课程辩论赛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育与教学中 

实施课程辩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课堂中的一切困惑和

失败绝大多数在于教师忘却了上课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活动。[2]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课程“辩论赛”从选题的拟定、比赛过程及其结果总结等需要学生与教师共同精心组

织。通过近几年的尝试，认为根据实施效果的情况应该在如下方面推广课程辩论赛：1.辩论

赛主题来源。可由任课教师指定内容交由学生进行主题编写，也可由学生自由创作，拟定 2-5
场辩论赛主题。但是注意提醒学生尽可能选择具有哲学意义的题目，并能够灵活运用、体现

唯物辩证法即及其矛盾规律等。2．组对方式。第一，根据课堂人数多少，分成小组；第二，

正方、反方人数不限，但正方、反方须确定两名同学各自担任“一辩手”和“四辩手”的任务。

3.辩论赛程序。第一步，由正方一辩手阐述正方的观点，然后有反方一辩手发言；第二步，

自由辩论，正方、反方轮流发言；第三步，先有反方四辩手作结案陈词，再有正方四辩手发

言总结。4．服务工作。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组织服务工作都由学生班级承担

服务。小组成员由班的学生干部组成（也可以是普通同学）。比赛评委由表演双方班级共同

从班级中推荐产生，一组一个，评委原则上最少由 3 人组成，任课教师一般应作为评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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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人自荐，并点评本场辩论赛。评委评分细则另行规定。5．表彰。在比赛表演过程中表现突

出的学生给予平时成绩鼓励政策，原则上在现有平时表现基础上浮，直至平时成绩最高（30
分）。 

综上，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辩论赛”， 将抽象的理论还原到具体的实

践当中，使学生感受到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魅力，并将其自觉应用到认识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当中去。一方面，创新该课程的学习方式，并对成果固化提升，从而增强学习效果；另一方

面，使大学生在教育教学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与自己生活、学习乃至将

来的工作都有重大关联，从而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

在“德智体美”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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