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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如何坚定大学生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问题，探讨培育大学生党员共产主义理想新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注重共

产主义理想教育的生活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功能，从而达到坚定大学生党员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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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涵及特征
《共产主义宣言》中贯穿着一个精神，即共产主

义理想，这种精神状态是人们在共产主义理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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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坚定理想的先决条件，共产党理论的认知过程
也是共产主义理想形成和培育的过程，在认知中领
悟真谛并了解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解和认同基础上，在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指导投

1.2 共产主义理想形成依赖于共产主义实践的培育
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的

身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而

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创

不断去坚定行动的方式方法。

造者，是生产关系中一个重要因素，他不仅创造出

1.1 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先
决条件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个完整的

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曾经提过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
高校大学生是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践行者，在平时

思想理论体系，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思想理

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要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实践，在逐

论为指导。“万变不离其宗”，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步加深对共产主义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产生共产主

理论到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义事业发展的强烈政治认同。如我党历史上的革

论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理论体系。《共产

命先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实

党宣言》里明确提出 ：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践，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争取革命胜利

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

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信

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

仰。当代大学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不断锤炼

运动。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公认政党相对应的

自己，积极投身共产主义的建设和事业发展的洪流

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利益不同的利益”。

中，才能坚定信仰，具备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格以

党章也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责任，任何时期的

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把

党章中都明确规定，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社会主义历史的
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真理，历史的发展经验也

1.3 探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过

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规

程中，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

律的科学理论。共产党的理论也是来源于马克思

天。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的基本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的认同是共产党人

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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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到

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战胜任何困难，接

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坚定共产主义信

近最终的目标，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是
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客观真理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发
展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创造性飞跃，是对共产主
义理想的理性认知。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要自觉

3 高校大学生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方法创新
3.1

将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融入大学生党员的生活
理想的形成取决于生活环境。著名的教育学

引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大学生

家陶行知说过 ：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

共产党员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

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的书本就是死书本。”［4］他也鲜明地提出了“教育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2］

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4］

2

高校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意义

的论断。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
为了更容易为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就需要逐步把

2.1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目前我国大学生党员队伍规模日趋壮大，有

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内容融入到大学生的具体生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高校仅在校大学

应当把大学生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置于日常生活中，

生党员总数就逾 211 万人，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

让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寻找教育契机，在社会生存状

7.7%，学生党支部 7.96 万个。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党

态中接受信仰教育，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理想。

活中，内化为教育内容，形成生活化教育理念，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大学生的信仰坚定程度。笔者认为，

员队伍中，绝大多数党员能够坚定信仰、做到以身

首先，提倡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双主体”化。

作则，但也不排除部分党员没有很好的发挥先锋模

“双主体”观念着重提倡教育的平等和主观能动性，

范作用。高校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主阵地，党员队伍

即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大学生党员的能动

是否纯净、是否能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对

性并且尊重大学生党员的主体性，培育共产主义科

于高校大学生党员能否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起

学的信仰。“双主体性”实施的过程中，教育者和

到决定性的作用。高校大学生党员作为高校大学

被教育对象同时作为主体存在，起到相互影响、相

生的精英群体，无论是个人行为、集体观点、学术道

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作用，通常这个教育过程的实

德等方面都必须是高校大学生的表率，如未能树立

施是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强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导致理想模糊不坚定、

调“以人为本”，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鲜活主体，教

集体观念淡薄、学术不端、道德水平低下等问题的

育要从根本上立足于人的发展，从而满足人的生活

出现。这样就谈不上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需求和发展需要。要将“以人为本”的精神融于现

［3］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 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更需要结合实践推进理

实生活的信仰教育中，用“双主体”取代“主客体”，
从根本上增强教育的效果。

论的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其次，要让信仰教育模式从课堂灌输式转变

发挥上，主要聚焦党员个体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否坚

为生活化。传统的大学生信仰教育是在课堂上采

定。只有个体的信仰坚定，才能有效指导具体的个

用单纯的灌输式教育，学生作为受教育者被动地接

体行为，并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中。

受教育者灌输和讲授的知识。这种方式最大的弊

2.2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发挥大学生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是党支部发挥

端性就是让教育脱离生活，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

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条件。任何一个大学生党

现实生活中进行信仰教育，使大学生在生活中丰富

支部都是由大学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精神世界，最终确立理想信念。

的。大学生信仰教育应回归学生日常，逐步走向真
实的生活，从封闭的课堂教育转向开放式教育，在

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每个个体的战斗力，在于是否能

第三，在生活化的情境中培育信仰意识，加强

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个体的理想坚定，才能不

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情感和行为认同。马克思在探

折不扣完成党的任务 ；增强群体凝聚力，发挥大学

究人的本质属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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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人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才能离析出人的

员的心灵。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主

本质。马克思还强调 ：
“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

体本身习得思路、方向和方法，再去指导高校大学

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

生党员的思路、方向和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

［5］

大学生党员的意识和思想的不断发展

党员的深层次思想问题，从而引导大学生党员确立

必然伴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任何教育过程和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这在本质上与信仰教育的教育功能

培育过程只有贴近和融入了大学生的真实生活，才

是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作为教育者发挥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大学生校园的学习活动、

教育功能、实施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主渠道，应当

文体活动、志愿服务以及网络虚拟形态等多种生活

在此基础上激发大学生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需

化的载体，逐步形成一种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强

求。高校教育者要创新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

烈情感认同，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满足自身精神和思

过程和模式，努力提高高校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素养

想需求，进而形成对共产主义的正面态度，并将其

和人文素养，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教育模式和教学

转化为积极情感，发自内心地认同和喜爱共产主义

方法进行改革。

活过程。”

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内化至

学界对于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有很

高校大学生党员的灵魂思想深处。

多探索，比如 ：在思政教育中探索翻转式课堂的使

3.2 以思想政治教育课为载体促进共产主义理想
的内化
思想政治教育是信仰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

用 ；利用不同的专题教育，以小组研讨的方式促进
“双主体”作用等等。这些方式方法都是要把课堂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

教育内容多样灵活化。通过课堂教育这个载体，教

也从实质上体现出信仰教育的过程。在教育的过

育者能够将思政理论中抽象枯燥的概念提炼转化

程中我们要认识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

为大学生喜闻乐见感兴趣的知识点，通过思政理论

以此为抓手提升信仰教育的成效。马克思在《〈黑

知识点的罗列和经典通俗的案例解析，优化思想政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 ：
“理论一经掌

治教育课的教学模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

义基本理论、共产主义发展史等内容的重点讲解，

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

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进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的

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思想的闪电一旦彻

信仰教育功能。

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
人。”［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强调理论掌握群众

4

课堂教学 ；从“灌输式”模式走向“对话式”；发挥

结语
大学生党员共产主义理想的培育，是提高大学

的过程，也就是说服的过程，即思政教育的本质是
思想掌握群众。这与信仰教育从内涵上来说有相

生党员发展质量、加强效能监控力度的根本途径。

通的地方，通过掌握群众的思想最终转化为群体的

所以应从多方面、多视角入手，创新改革大学生党

共产主义信仰追求。列宁同志也指出 ：
“思想一经

员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在将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有

［6］

在革命初期的工人

机结合基础上，坚定个体的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引

运动中，列宁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

导大学生党员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勇敢地

“灌输”到工人中间去，工人才能逐步形成无产阶级

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自觉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力量”。

的共产主义意识。这种“灌输”的过程也是用科学

中去。

理论体系掌握群众的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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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holds that life oriented communist belief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can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st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Key words ：communist iedal;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life orien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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