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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 疑问 ，思政 课是 要讲 道理 的 。其中 ，最主 要的 是要 讲清 楚时 代

的道 理和 人生 的道 理， 讲清 楚马 克思 主义 的道 理和 当代 中国 发展 的道

理。要想 把理 论讲 得彻 底 ，讲得 直抵 人心 ，不是 一件 容易 的事 情 。社会

大变 革的 时代 ，一定 是最 需要 思想 的时 代 。青年 学生 成长 的关 键期 ，最

具有 思想 的内 在渴 望。我们 的思 想水 平和 思想 能力 ，也成 为影 响思 政课

教学 质量 的当 务之 急。陈宝 生部 长提 出思 政课 重点 在“ 思”，正是 道出

了其 中的 要义 。

思政 课教 学要 葆有 思想 的品 质 ，重在 有思 。因为 无论 是采 取什 么样

的 鲜活 素材，采 用什 么样 的灵 活方 法，最 终还 是由 思想 去引 导，靠 思想

去 驾驭。如 果我 们仅 仅在 素材 上想 办法 ，在 形式 上做 文章 ，而 没有 在思

想力 上下 功夫 ，教学 的效 果可 能就 不会 那么 实质 和有 效 。一时 的触 动不

如 永久 的感 动。感 动要 想持 久乃 至永 恒，转 化为 信念 信仰 和价 值观 ，更

要 靠思 想的 力量。思 政课 教学 需要 引导 学生“发 现思 想的 魅力 、感 受理

论 的力 量、享 受思 考的 乐趣 、实 现精 神的 影响 ”。思 想是 有魅 力的，理

论 是有 力量 的，关 键的 问题 在于 我们 能否 呈现 出这 种魅 力和 力量 。例 如，

我们 对社 会主 义本 质的 理解 发生 了重 要的 变化 ，那么 这种 观念 变革 和思

想解 放背 后的 内在 根据 究竟 是什 么？ 结合 中国 的发 展道 路与 经验 ，这种

对 社 会 主 义 本 质 的 理 解 究 竟 蕴 含 了 怎 样 的 深 层 的 思 维 方 式 与 价 值 理

念 ？重 要的 不是 让学 生记 住结 论 ，而 是要 讲清 楚道 理，让 学生 洞察“说



法”背后 所蕴 含的“ 想法 ”和“ 活法 ”，领会“道理 ”之中 所蕴 含的 真

理，意 识到“熟 知非 真知 ”，才 会有“醍 醐灌 顶”和“豁 然开 朗”之 感。

讲 清楚 道理，需 要把 问题 与学 理、体 验与 思想 有机 地结 合起 来 ，既 要有

专业 化的 素养 和品 质，又要 有生 活化 的情 怀和 表达 ；既要 有问 题和 本质

的 洞见，又 要有 方法 和价 值的 引导 ，才 能使 学生 明白 ：思 政课 所讲 的也

是有 思想 的真 道理 ，有 境界 的大 学问 。

要让 思政 课教 学“有思 ”，激发 学生 的思 想兴 趣特 别重 要 。兴趣 是

最好 的老 师，是我 们抵 达事 物本 质的 自然 通道 ，如何 激发 学生 的理 论兴

趣，关键 在于 要以 问题 为导 向。问题 从哪 里来 ？这 个问 题不 是老 师们 自

己想 象出 来的 ，也不 是简 单地 把教 学结 论变 成疑 问的 形式 表达 出来 ，而

是要 从学 生的 思想 困惑 中，触及 和摸 索到 其中 最具 典型 、最为 普遍 也最

要害 的东 西。马克 思说 ，问题 是时 代的 声音 ，是时 代内 心状 态最 实际 的

呼声 。思政 课教 学不 能急 于直 接给 予结 论 ，也不 能绕 着问 题走 ，既不 能

照本 宣科 ，也不 必面 面俱 到 。专题 式教 学就 是要 聚焦 突出 问题 ，以问 题

展开 专题 ，以专 题解 决问 题。在这 个过 程中 ，学生 要有 参与 感和 获得 感 。

要以 问题 意识 为牵 引，以生 活体 验为 基底 ，以学 理分 析为 依据 ，以时 代

变迁 为经 ，以专 题内 容为 纬 ，把谈 问题 、摆事 实、讲道 理融 会贯 通 ，把

经典 论断 、哲理 分析 与生 活体 验有 机结 合 ，把格 言警 句、生活 实例 与学

术洞 见内 在统 一，使学 生在 面向 问题 的自 我反 思中 ，领会 并享 受到 思考

问题 的乐 趣， 自觉 地去 洞察 时代 处境 ，理 解中 国智 慧， 提升 理论 自觉 ，

追求 崇高 境界 。

教育 的本 质就 是一 棵树 摇动 另一 棵树 ，一朵 云推 动另 一朵 云 ，一个



灵魂 唤醒 另一 个灵 魂。思政 课教 学是 以思 想的 方式 面向 现实 ，以理 论的

洞见 引导 价值 。有思 想的 思政 课，最终 才能 以理 服人 、以文 化人 ，春风

化雨 、浸 润人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