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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改革的意义，调研了专题式教学改革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专题式教学改革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路径，初步探索了专题式教学改革基本模式，对于全面深化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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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
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
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
展需求和期待。”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课建设和
改革，有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的规范性、针对性和
实效性，既回应了时代关切，也迎合了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期待，有利于提高学生获得感，具有现实性
的意义。
《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
（简
称“05 方案”
）实施以来，全国许多高校都迈开了思
想政治理论专题式教学改革的步伐。许多高职院校
也积极推进思政课改革和建设，在专题式教学改革
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为进一步深化专题式
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改革的基本
思路
1.1 坚持从高职特点和职业教育目的出发进行改革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要探索基于能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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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把思政课教学目标分解
为政治鉴别能力、理论思维能力、公民行动能力和
职业核心能力四个方面，以责任为主题组织教学内
容，以项目为载体设计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建
构思政课堂，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有理想、
有信念、有担当、有修养的合格职业人才。
1.2

精心设置专题
思政专题的设置应围绕教材体系、融合教材重

点与难点。教师要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
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制作高水平的教学课件并熟
练运用于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目标贴近社会、贴
近生活、贴近实际。一是推进典型事例进课堂、重
大现实事件进课堂、学生思想实际进课堂，以期更
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学习和掌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知识的效果。二是备课
中要正确处理好思想性、知识性和能力性教学的关
系，进一步体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充
分发挥教师创新能力，在把握总体教学要求的前提
下，允许教师进行有专业特长、有专题针对性和拓
展性的教学。三是教研室要坚持集体备课制度，加
强对思政课教材和教学内容的研究，定期组织教师
就教学重点、社会热点、理论难点、思想疑点问题进
行集体攻关，把握好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
1.3

把握高职院校专题式教学的特点
改革应是三个方面特点的共同体现，即 ：既体

现高职院校的特点，也体现思政课的课程特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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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专题式教学的特点。比如，在高职院校思政课

引发情感共鸣。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伦

专题教学过程中，在理论导入基础上，应该加大读

理道德现象和事件，在课上课下组织学生分组开展

书、讨论、辩论、项目教学、主旋律影视作品欣赏、

讨论，使学生在讨论和分析以及总结现象中理清曲

小组探究学习、课堂演讲等形式的分量。

折，明辨是非，坚定正确的立场。
2.5

完善实践教学育人机制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占一定比例，比如 2/3

2

专题式教学改革的方法路径

2.1

精心策划设计教学专题
“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理想信念”，
“大学

与 1/3、3/4 与 1/4、4/5 与 1/5，可由学校根据实际情
况自定。也可探索“5+5”模式，即理论教学与实

生活，自我成长”等多个专题名称，抓人眼球，引人

践教学各占一半，其中实践教学还可分为课内实践

入胜。名称不同，起的各有新意。专题设置的数量

教学和课外社会实践。积极组织或引导学生开展

也可以有所不同，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社会考察、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参观访问、挂职锻

可设置 4～5 个专题，也可设置 6～7 个专题 ；
《毛泽东

炼，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及文化、科技、体育、法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可设置十

律、暑期“三下乡”等社会服务性活动等。

几个专题，虽专题体系相似，但内容各有千秋，也均

2.6

是围绕教材体系设置，这样可以增强思想理论课教

大力促进教学科研双轮驱动
学校要重视以科研带动课程建设，不断加强科

学的吸引力。

研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夯实科研基础，提高科研

2.2

分专题进行集中备课、分别授课
每位老师在每个课程中选择一个专题进行充

质量，狠抓各项工作的组织落实。学校党委要设置

分准备、集中讲授，用一个学期对大一所有的班级

入思政课题，教学研究部门要设置思政教学研究课

进行一轮讲解。或者教研室集体研究统一设定专

题，积极为思政课教师开展研究创造条件，同时大

题后，大家再集体备课，一起对每个专题内容献计

力支持思政课教师申报省部级、国家级课题，支持

献策，共同完善专题内容，统一制作PPT，然后由每

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和教材。以教学带动科研，以

位老师在自己固定的班级里进行专题的讲授。

科研促进教学，从而不断推动思政课教学水平的提

2.3

升，不断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教学及科研能力建

精心组织第二课堂体验式教学
学校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社会实

践基地或德育基地，使思政课从课堂教学转向校园

党建与思政课题，科研部门在年度科研计划中要列

设，达到科研成果和课程建设成果双丰收。

再转向社会实践，三者相互衔接。可以运用学校所

积极推进信息化课堂建设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思政课堂可实现线上线下

在的城市中的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

的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学生可以在网上看到专业介

育资源，也可以利用相关校企合作单位作为实践基

绍、课程设置、教学师资和学术研究等情况，还能了

地，还可以选择国家重点工程、重点骨干企业、经济

解教学资源相关内容，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与拓

开发区、自贸区、科技创新园、创客中心和新农村建

展所学知识。在网络平台上，教师可以上传教学大

设典型等作为实践基地。

纲、授课教案、原著导读、教学录像、教学课件、重

2.4

难点研究、教学案例、音像资料、课程习题库等学习

积极探索专题背景下的多元教学方法
教师要不断探索和广泛采用多元教学方法，充

2.7

资源，未来还可以依托全国高校思政课网络集体备

分运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新颖的形式，活跃

课平台，开发在线课程，建设名师名家网络示范课，

课堂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深入思考 ；在教学方法上，

推进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

运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将课堂讨论、分组辩论、

2.8

演讲比赛等方法与专题结合起来 ；在人生观价值观

改革思政课考核方式
教师可以加大过程性考核的比重，重点考查学

的专题式教学内容里多采用案例教学，使学生在学

生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过程考核得分可占课

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案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从而树

程总成绩的 40% ～60% ；期末考试比重占总成绩的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爱国教育专题，采用演

60%~40%。教师还可以建立信息化考试系统，每

讲、朗诵、观看视频等方法活跃课堂氛围，课堂上更

门课程设置 200~300 道题目，允许学生多次上机考

加注重爱国情怀的熏陶和渲染，使学生从内心深处

试，每次考试自动生成试卷，考试结束提交后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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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自己所带班级里进行专题教学，这样效果
也非常好。

3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模式

3.1

专题轮岗式教学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题组根据“学马

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毛概》）与《思想道德修养

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精选课堂教学内容、提高

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两门课程均采用

课堂教学效果，在两学期内将三课打通，由教师们

此模式。其中《毛概》课程教学模块如表 1 所示。

3.3

进行专题式轮流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具体方
式如下 ：将原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分
为 5 个专题，分别是共筑中国梦——树立崇高远大
理想，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撒向人间都是爱——筑牢道德底线，根
本大法、治国重器——宪法至上，严于修身、厚德
博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中国特色

专题模块化教学
我校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表 1 《毛概》专题设计一览表
序号
教学模块
1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总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独立
2
解放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3
实践
4 课内活动

对应章节
第1章

学时
6

第 2-4 章

6

第 5-12 章

20
4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分为 9 个专题，分别是马

具体教学可分为教法流程和学法流程两个部

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分。教法流程设计如下 ：
（1）以问题、案例或者视

路——增强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频引入教学内容 ；
（2）给出相关的教学任务，提供

系——增强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学习资源 ；
（3）课堂上学生展示解决问题和任务的

增强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

思路 ；
（4）教师点评，并且归纳解决问题和任务的

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价值观——明辨

思路 ；
（5）对知识和解决问题与任务的思路进行提

是非荣辱，中国梦和“四个全面”——习近平新时

高和深化 ；
（6）布置下次的学习任务，提供相关的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建

学习资源。学法流程设计如下 ：
（1）班级学生分好

设，新时代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将《形势与政策》

小组，以问题、案例或者视频引入学习内容 ；
（2）利

分为 8 个专题，分别是 ：经济发展成就、政治建设成

用学习资源学习相关知识 ；
（3）小组讨论，提出解

就、文化发展成就、生态文明建设、当前国际形势与

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思路 ；
（4）根据教师点评，学

外交成就、台海局势与祖国统一、
“一带一路”与对

习相关知识 ；
（5）根据教师提出的任务或者问题修

外开放、国防现代化与军队建设。

改解决问题和任务的思路 ；
（6）利用教学资源，完

再如，燕京理工学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成本次任务并明确下次课的学习任务。

基础》课分五个专题进行教学，分别是理想之美、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也取了上述方法。任课教师

爱国之美、人生之美、道德之美、法律之美，每个专

将《思修》课程分为“爱国”
“道德”
“法律”三个模

题都鼓励学生的课堂参与。以理想之美专题为例，

块 ：爱国模块的教学以主题班会，参观博物馆、新农

教师鼓励学生搜集世界大学校训以供展示，并公开

村等形式进行 ；道德模块的教学主要流程是录制微

展示学生心目中的大师以激励大家，此外还积极鼓

视频，展示校园不文明、不道德现象，分析成因、指

励学生参与理想信念的诗歌朗诵活动。上述活动

出危害，并鼓励学生就如何加强管理和教育提出自

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兴趣，实现了育人的

己建设性的意见并在课堂展示，以便相互学习和交

目的。

流 ；法律模块的教学以模拟法庭、开展辩论等方式

3.2

展开，同时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入手，学生提出法

专题带班制教学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采取这种模式。

律方面的问题，教师针对学生的现实关注点，逐一

该院思政课教研室对教材进行了四点融合 ：教材

进行讲解、解答，课程受到学生好评和欢迎。

重难点融合，学生关注点融合，学生兴趣点融合，

3.4

实施与热点的融合，开展“一拖二”问题为导向的

信息化课堂教学
在专题教学中，我校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等

专题化教学 ；教研室集体备课，设置专题，依据教

现代教学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比如，

师的特点，分块承担，集中备课，贯穿讲解。每个

2017 年下学期，我校思政课堂已经利用超星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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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进行考勤、课上讨论与课下研讨、布置作业
等学习过程，针对期末考试进行了题库建设，围绕
七个专题设置了大量的测试题。充分利用互联网
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制作高
水平的教学课件并熟练运用于课堂教学，以适应现
代青年学生信息获取的特点 ；在专题教学中，全面
提升思政课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营造生动活泼、积
极主动的学习氛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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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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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f Topic-based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ANG Jing1，LI Jing-cheng2
（1. Beijing Colleg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1601, China;
2. Beij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Beijing 1026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opic-based teaching reform, surveys its present situation, points
out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of topic-based teaching reform,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mode of topic-based teaching reform, which has pratical significance in all-roundly deepening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opic-bas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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