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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上海师范大学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来源：教育部 2016 年 11 月 4 日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学实效。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结构，实行

中班教学、专题报告与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中班教学突出主要知识点传

授和基本原理解读，专题报告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国内外形势政策和社会热点，

小班辅导针对理论热点和难点，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开展讨论。开发建设网络教学

平台，积极推动以精品课程、教学微视频、辅导报告等为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网络课程研发和建设，鼓励教师运用易班平台和新媒体技术手段，加强师生线上

与线下互动。探索课堂内外融会贯通的教学实践新模式，课内采用案例讨论、演

讲辩论等形式，课外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多形式的社会考察和调查研究。 

改革评价方式，优化教学考核。优化课程考试考核结构，逐步推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全部作为绩点课程计划，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知识题库，注重过程评

价，突出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理论应用等考核。建立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考核

相挂钩的思政课评价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分按学习成绩与

操行表现评定，课程学习成绩计入学习学分，操行表现纳入毕业前的总体课程评

价，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依据。积极构建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每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项调研，研究建立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控评价

体系，完善评教制度。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严把思政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加强政治方

向、理论基础、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考查。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评教结果纳入

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指标。开展观摩教学公开课、集体备课、课程研讨等

教研活动，加强教学培训。遴选校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优秀教



师、先进人物、优秀辅导员和杰出校友等兼任思政课教师，组建多元结构的“形

势与政策”师资队伍，创新教研室体制架构和组织形式。成立校级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专项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团队建设。 

加强统筹协调，健全保障机制。成立学校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校党委每学

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课教学专题研究。建立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开展调

研、听取汇报、讲授思政课、到堂听课、参加集体备课等制度。建立以马克思主

义学院为主体，相关党政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政策和

措施。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聚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专项督查，

从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特色项目等方面开展对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链接地址：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40/201611/t201611

04_287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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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思政司简报报道我校创新大学生思政教育形式 

来源：教育部思政司网站 2016 年 10 月 8 日简报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效 

 

上海师范大学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通过仪式教育、情景教育、分享

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认同和践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实效。 

坚持仪式教育，促进核心价值观内化。学校注重挖掘重大节日、重要仪式中

的丰富教育资源，通过集中的仪式教育促进学生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开展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升旗活动，让学生在宣誓过程中铭记历史。坚持 18年开展“文

明修身”系列活动，通过文明修身“六在”，引领学生点点滴滴强学风，时时刻

刻讲诚信。举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让学生在青春宣誓、正冠拨穗的仪式中怀

揣对梦想的不懈追求。近三年，学校毕业典礼中的视频在网络平台点击量持续上

升，2016年毕业视频播放次数超过 10万人次，提升了广大师生对核心价值观的

精神共鸣。 

创新情景教育，增强核心价值观认同。学校聚焦不同学生群体特征，通过情

景剧、心理剧有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策划校园情景剧《青春颂——遇见师

大》在新生入学教育中演出，将爱国主义、学涯规划、宿舍安全等教育元素融入

到人格化、形象化、具体化的角色和情境中，让学生在欢笑与泪水中增强核心价

值观认同。打造心理情景剧《橘心》并在上海 10余所高校巡演，通过角色扮演、

人物独白将学习生活中的心理问题集中呈现，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重新认识和客

观审视自己。学校开展情景教育的工作，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受到了上海教育

新闻网、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媒体的广泛报道。 



推动分享教育，引领核心价值观践行。学校立足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知行合一，

举办各类分享会激励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举行“和平使命，青年责任”纪念抗

战胜利主题分享会，通过抗战老兵、退伍士兵讲述亲身经历，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近三年，学校入伍的学生中，91.6%的学生获得过各级各项奖励。开展“讲述师

大人自己的故事”主题活动，邀请教师代表讲述如何实践、传承、诠释“厚德、

博学、求是、笃行”的校训故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汲取学校精神。持续开展

“榜样的力量”优秀学生事迹巡讲会，邀请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

方面的学生典型分享成长经历。近三年，学校考研率和创业成功学生比例持续增

长，通过朋辈引领，激励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 

    链接地址： 

http://www.moe.gov.cn/s78/A12/moe_2154/201610/t20161019_285492.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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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上海师范大学推行思政课改革，权威讲座与小班讨论各

占课时五分之一—— 下课铃响了，学生讨论仍意犹未尽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6 年 11 月 18 日 3 版 新闻·要闻 版面头条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推行思政课改革，权威讲座与小班讨论各占课时

五分之一——下课铃响了，学生讨论仍意犹未尽 

记者：董少校 

 

    影视配音《建党伟业》，女声合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是一

场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出，又是一次思政课的课程作业汇报。前不久，上海师范大

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剧场里，一堂思政课让同学们大呼“有味道”。 

自 2016 年秋季学期以来，上海师大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课堂教

学结构分为三大模块，五分之三课时进行正常的中班教学，五分之一课时开展权

威专题讲座，五分之一课时进行小班辅导讨论。 

上课形式变活的同时师资力量也在壮大，亲身参与讨论和演出增强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下课铃响了，讨论仍意犹未尽。 

2500名学生同时聆听专家讲座 

开学后不久，上海师大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讲座，800

多名学生在主会场听讲，约 1700名学生分别在 20个教室收看现场直播。中央马

工程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平引用大量中西文化冲突案例并加以解说，

带给学生不一样的课堂体验。 

这是上海师范大学“闻道中国”系列的第一讲，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

走进思政课堂，引领同学们感受理想的光辉和信仰的力量。目前，“闻道中国”

已累计举办 3次权威讲座，本学期后续 5场讲座也已排定。 

 “‘闻道中国’系列讲座紧扣课堂教学知识点，抛出主题让学生去思考、



探讨，将枯燥的学习生动化。”上海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书俊说，2500

多名学生同上思政课，参与者可以感受到一种庄重的仪式感，成为他们的群体记

忆。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滕建勇表示，专家的讲座帮助学生实现了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切实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效果。 

小班讨论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看完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在小班的课堂讨论中，我对如何规划事业、

人生也多了一些思考。”上海师大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金嘉颢觉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枯燥。 

上海师大思政课面向全体本科生推行小班化教学，小班辅导讨论占全部课时

五分之一，每门课每学期大致上 3 次。约 30 名学生分为五六个组，结合教材内

容，围绕“闻道中国”讲座、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部电影等展开讨论。话题贴

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小组讨论成为同学们主动参与的“乐事”。 

小班教学需要大量师资，怎么解决？上海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将 60 多名研

究生助教、20 多名辅导员引入思政课教师队伍，主持小班讨论。教师从原先的

“主演”变为“导演”，而学生则从观众变为课堂的真正主角。 

研究生助教赖聪聪告诉记者，她每次去主持小班讨论前，一方面会得到专业

课教师指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备课。在课堂上，她担任引导者，学生进行讨论，

最后她再把讨论的内容结合教材进行总结。“学生参与非常积极，甚至辩论起来

下课了都不愿走，想把问题弄明白。”赖聪聪说。 

文艺展演让艺术类学生大呼“我要学” 

艺术类学生通常给人一种“自由散漫”的印象，对严肃的理论课缺乏兴趣。

思政教学如何调动起他们的主动性？针对表演、播音、动画、广播电视编导等专

业的学生，上海师大将文艺展演纳入课程，结合他们的专业特点开展思政课教学。 



在“革命情·改革志·中国梦”汇报演出中，学生分 3 个篇章表演 12 个节

目，基本每个节目都由团队合作完成，形式包括微话剧、经典诵读、小品、合唱、

动画短片等。表演结束后，学生和教师交流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心得体会，并在“美丽中国进行曲”大合唱中结束活动。 

不仅如此，音乐学院学生还在课外学习红色歌曲，在小班讨论中演出；美术

学院的学生用书法、绘画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改革、建设、中国梦的理解。思政

课从“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每次看到他们的文艺展演，我总受到深深地感染，体会到只有把握住大学

生成长中的脉搏，贴近他们的兴趣点，才能把思政课教到他们的心坎上。”上海

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徐丰说。 

    链接地址：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6-11/18/content_466706.htm?di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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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大学思政课程不再“孤岛化” 

来源：解放日报 2016 年 12 月 5 日 01 版 要闻 头版报道 

标题：从核心思政课、通识类课程到纯专业课程，每门课皆可融入核

心价值观教育——大学思政课程不再“孤岛化”——上海探索构建

全员全课程大思政教育创新体系 

记者：徐瑞哲 

 

     从“七一讲话”到“长征胜利”，从“供给侧改革”到“南海仲裁案”，

各地 50多名教师日前来沪赛课，决胜首届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巡回教学

展示活动。结果，上海交通大学陈华栋以“G20 杭州峰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的主题授课，被评为一等奖。有意思的是，在这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

陈华栋只是“兼职”老师，他本人其实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基层党组织的副书

记。 

就在教学展示前一天，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也按每学期惯例开设形势与

政策课，用他亲身经历的 3 个上海故事，阐述“卓越全球城市”建设。而 11 月

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也如约为千余名本科生上了一堂思政课，

这位物理学家的授课主题是“用公式推导回答中国自信从何处来”。 

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会不会关起门、板起脸，或总让几个思政专职教师站讲台？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政教育似乎自成一体，存在“孤岛”现象，与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两张皮”现象未能根本改变。 

而今，通过顶层设计与机制改革，沪上高校思政课程不再“孤岛化”，而是

构建起全员、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从单一化的“思政课程”向多层面的

“课程思政”转化，连最传统的中医中药、最洋气的外文泛读等课程，也蕴藏并

赋予了思政内容与价值。 



必修课也有核心价值观在传递 

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遗体接收站外有一条“遗体捐赠文化走廊”，走廊

的墙上挂着医学生对捐躯者的感恩致谢之辞，这些话都摘自学生解剖课实验报告

中的心得体会。他们将志愿捐献的遗体尊称为“大体老师”，其中一句是“我不

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为了谁。” 

与其他医学院校一样，《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而上海中医大的课上出了

“思政味”。作为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副教授，人称“黎哥”的张黎声有着 34 年

教龄、30 年党龄，他将课程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和情感目标。在“解剖第一

课”上，他与学生一起分享遗体捐赠者的遗嘱、病历以及与疾患抗争的图文影音

资料；在解剖课课外，他带领学生与遗体捐献者座谈、慰问捐献者家属甚至参加

追思会等，由此形成的资料也成了活生生的“教材”。 

每次解剖前，师生们总向“大体老师”默哀并献花，中医七年制岳阳班学生

吴雯倩不由想起那句刻骨铭心的话：“你们可以在我身上划错几十刀、几百刀，

将来千万不能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 

校党委书记张智强告诉记者，除了这堂有温度的人生大课，学校目前形成了

专业课德育实践“课程群”，培养了一批具有高水平德育意识和能力的专业课教

师，今年被试点立项为“课程思政”的专业课程已增至 23 门，如《中医各家学

说》、《中药学》、《生物化学》、《卫生法学》等。目前，校院两级共有 50 多门专

业课开展试点。 

无论“最中国”的课还是“最西方”的课，都有核心价值观在传递。上海外

国语大学拥有多达 28 个教学语种，但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鸣歧看来，相当

部分学生在外语语境下越发了解外国，却越发不了解中国了。于是，学校尝试从

外语课程教学中挖掘思政教育资源，根据不同时段社会热点选取原汁原味的中外

时文，设计出“外语+思政”的专业必修课，适用于全校各专业。学德语的校党



委书记、学法语的校长都参与授课，让学生为之一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

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到李克强总理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再到 《经

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发表的 《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精选来

自中国和外国有关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著名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发言、

深度报道以及研究文章，分析时文所持的不同立场、观点、方法及逻辑，培养学

生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如何从中外两种视角出发、客观公允看待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 

文理通识也隐含思政博雅 

大学通识教育，文理博雅一堂，已成各大高校共识与实践。那么，思政教育

是否也是这类综合素养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呢？打开此结，豁然开朗。 

11 月 28 日，从“大国方略”1.0 版，到“创新中国”2.0 版，上海大学又

开出“创业人生”3.0 版的通选课，让创业家们来到校园现身说法。不出所料，

学生火爆抢课。这一系列的公共选修课，看似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专题，更是思

政课的新教法。 

以“创新中国”为例，无人艇、机器人、大数据、生命技术、石墨烯、投资

金融、知识产权等内容轮番登堂，其实一一隐含“创新乃大国重中之重”、“万

众创新谁是主体”、“有了 BAT就是互联网强国吗”、“人类能创新自己吗”等

哲学式的命题，让大学生学了“术”，更悟了“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各大高校已形成一个“中国系列”公选课思政群。除

了开设较早的复旦大学《治国理政》、上海大学《创新中国》，还有上海交通大学

《读懂中国》、同济大学《中国道路》、华东政法大学《法治中国》、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人文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智造中国》、上海政法学院《大国安全》

等。 

“它完全推翻了我以前认为‘一个老师一堂课’的思想，能见识那么多名师



大咖，无疑在各方面带给我们视觉上、听觉上的享受，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中国认

知。”上大学子在体验了“创新中国”的创新授课模式后说。原来，“创新中国”

主讲人，包括 973首席专家、上大党委书记罗宏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大校长

金东寒，上大计算机学院院长、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研究所所长郭毅可，上大无人

艇研究院院长罗均等学校高峰高原学科和其他学科的 30多名专家、学术带头人。

与此同时，课程首席专家、上大社会学院顾骏教授，上海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顾晓英工作室”主持人顾晓英不仅担纲策划，还是大课堂的串场和主持，

拿着麦克风满场飞。 

课内延伸课外，“创新中国”网上论坛与线下互动，一学期点击量达 3万余

次，平均每名学生发帖交流大于 10 次。听了校长金东寒的课后，学生论坛反馈

多达 23 页，合计 3.3 万字。顾骏教授透露，目前“创新中国”全程在线课程也

已制作完毕，与全国 130所高校共享。 

“显性的正面教育，是中国德育优势与特点，但也是还不够完整的一种现状，”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向记者表示，课堂思政的成功

之举就是，既把显性教育进一步强化，又把隐性教育做足做深，大学思政工作空

间更大了。 

核心思政课程让学生成“主体” 

高校思政理论教育的核心课程是“4+1”，也就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等内容的 4

门必修课，以及 1门形势政策课——它们始终是思政教育的“主场”和“主体”。

在“主场”上，沪上各高校“一把手”成了“主教练”；同时，“主体”方面则

是“翻转课堂”，让大学生成为“主体”。 

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直接分管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他作为国

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也



是马院学术指导，并亲身投入育人。为了贴近大学生，了解其真实思想，童世骏

采取约饭方式，在闵行校区办公楼里与学生共进午餐，简易拼凑的圆桌，简单盒

装的快餐，坦诚而风趣的哲学教授与“饭友”们畅聊社会人生。 

因为在师大校园，校长、书记们吃学生食堂也是“家常便饭”，每次都被学

生围成一大桌，于是也就衍生出固定化的午餐会形式。按“校领导午餐会”的传

统，每次都由学生充当的校长助理，根据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热点问题设

置议题，邀请学生报名参加，也同时邀请校领导参加。眼下，这样的非正式课外

交流覆盖了新老校区，从校级扩展到各院系，每个校领导都有了与学生同餐的对

口院系，知己知彼找到了“饭搭子”。 

作为沪上首家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另一所师范院校也在创新思政。上海

师大党委书记滕建勇挂帅成立本校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从 2016 级新生开始实

行课改。马院院长周书俊介绍，如今面向新生的思政课堂“闻道中国”分成了三

大教学模块，包括五分之三课时开展中班教学，五分之一课时开展专题报告，五

分之一课时开展小班辅导——让大课变身小课，听讲关系翻转。 

最近，小班课就在奉贤校区 40 多个教室同时举行。基于“教师指导—研究

生助教—辅导员参与—本科生讨论”的小班模式，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专业的 60 多名研究生助教，以

及 20多名学院辅导员均参与其中。 

“张涵予、彭于晏在电影《湄公河大案》扮演的中国警察，出入金三角抓捕

的电影片段与真实的历史场景之间，如何进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研究生

助教、2015 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的赖聪聪，根据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学生的

专业和兴趣，个性化、针对性设计与影视相关的教学主题，并打破以往课堂组织

形式，将学生再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围坐进行讨论。在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

片段回放中，激发学生思考“主人公查理见到圆形的纽扣，就做出习惯性拧动的



动作，反映了资本主义哪些弊端”，充分调动起他们的参与度与活跃度。她说，

师者由“主演”变成了“导演”，听者由“观众”变成了“主演”。 

链接地址： 

http://www.jfdaily.com/journal/2016-12-05/getArticle.htm?id=232139&fr

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jfdaily.com/journal/2016-12-05/getArticle.htm?id=23213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jfdaily.com/journal/2016-12-05/getArticle.htm?id=23213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上海观察：解放调查|大学思政课，摆脱“两张皮”，不再“孤岛化” 

来源：上海观察 2016 年 12 月 5 日 

标题：解放调查|大学思政课，摆脱“两张皮”，不再“孤岛化” 

记者：徐瑞哲 

 

从“七一讲话”到“长征胜利”，从“供给侧改革”到“南海仲裁案”，各地

50 多名教师日前来沪赛课，决胜首届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巡回教学展示

活动。结果，上海交通大学陈华栋以“G20 杭州峰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的主

题授课，被评为一等奖。有意思的是，在这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陈华

栋只是“兼职”老师，他本人其实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基层党组织的副书记。 

就在教学展示前一天，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也按每学期惯例开设形势与

政策课，用他亲身经历的 3 个上海故事，阐述“卓越全球城市”建设。而 11 月

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也如约为千余名本科生上了一堂思政课，

这位物理学家的授课主题是“用公式推导回答中国自信从何处来”。 

思想政治理论课会不会关起门、板起脸，或只让几个思政专职教师站讲台？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政教育似乎自成一体，存在“孤岛”困境，与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两张皮”现象未能根本改变。 

而今，通过顶层设计与机制改革，沪上高校思政课不再“孤岛化”，而是构

建起全员、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从单一化的“思政课程”向多层面的“课

程思政”转化，连最传统的中医中药、最洋气的外文泛读等课程，也蕴藏并赋予

了思政内容与价值。 

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遗体接收站外有一条“遗体捐赠文化走廊”，走廊

两侧的墙上挂着医学生对捐躯者的感恩致谢之辞，这些话都摘自学生解剖课实验

报告中的心得体会。他们将志愿捐献的遗体尊称为“大体老师”，其中一句是“我



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为了谁。” 

与其他医学院校一样，《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而上海中医大的课上出了

“思政味”。作为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副教授，人称“黎哥”的张黎声有着 34年教

龄、30年党龄，他将课程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和情感目标。在“解剖第一课”

上，他与学生一起分享遗体捐赠者的遗嘱、病历以及与疾患抗争的图文影音资料；

在解剖课课外，他带领学生与遗体捐献者座谈、慰问捐献者家属甚至参加追思会

等，由此形成的资料也成了活生生的“教材”。 

每次解剖前，师生们总向“大体老师”默哀并献花，中医七年制岳阳班学生

吴雯倩不由想起那句刻骨铭心的话：“你们可以在我身上划错几十刀、几百刀，

将来千万不能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在读研究生徐欣毅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

离世前对母亲说：“我要和学校永远在一起！”于是提出将遗体捐献给母校，希望

继续在校园陪伴亲爱的同学，为医学教育做最后的贡献。 

校党委书记张智强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除了这堂有温度的人生大

课，学校目前形成了专业课德育实践“课程群”，培养了一批具有高水平德育意

识和能力的专业课教师，今年被试点立项为“课程思政”的专业课程已增至 23

门，如《中医各家学说》、《中药学》、《生物化学》、《卫生法学》等。目前，校院

两级共有 50多门专业课开展试点。 

无论“最中国”的课还是“最西方”的课，都有核心价值观在传递。上海外

国语大学拥有多达 28 个教学语种，但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鸣歧看来，相当

部分学生在外语语境下越发了解外国，却越发不了解中国了。于是，学校尝试从

外语课程教学中挖掘思政教育资源，根据不同时段社会热点选取原汁原味的中外

时文，设计出“外语+思政”的专业必修课，适用于全校各专业。学德语的校党

委书记、学法语的校长都参与授课，让学生为之一振。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到李克强总理在冬季达沃



斯论坛上的致辞，再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的《民主出了什

么问题》，他们精选来自中国和外国有关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著名学者关于

中国问题的讲话发言、深度报道以及研究文章，分析时文所持的不同立场、观点、

方法及逻辑，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如何从中外两种视角出发、

客观公允看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 

链接地址： 

http://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37946&time=1480897026331&fr

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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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教师变“导演” 学生变“主演”——上师大思政课让学

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来源：新民晚报 2016 年 12 月 5 日 A02 版 要闻 版面头条 

标题：教师变“导演” 学生变“主演”——上师大思政课让学生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  

记者：王蔚 

 

   “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生活如何过？”“张涵宇、彭于晏在电影《湄公河

行动》扮演的中国警察，出入金三角抓捕的电影片段与真实的历史场景之间，如

何进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这是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本科生思想

政治课小班讨论课堂上被师生们热议的问题。小班讨论课，一改以往思政课“上

课大家听讲座、下课作业抄百度”的陈旧模式，一个小组十多个学生，在专职思

政教师、研究生助教和辅导员的引领下，就思政上的教学热点和焦点问题展开辩

论。 

上师大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新情况，不断创新思政课的教学形式，提

高教学实效。首先是优化思政理论课的课堂教学结构，实行中班教学、专题报告

与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中班教学突出主要知识点传授和基本原理解读，

专题报告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国内外形势政策和社会热点，小班辅导则针对理论

热点和难点，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开展讨论。在小班讨论中，学校搭建了“教师指

导—研究生助教—辅导员参与—本科生讨论”的小班讨论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专业的 60 多名研究生

助教以及 20 多名学院辅导员踊跃参与。赵晓芳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小班讨论的课堂上，根据动画专业学生的专业和兴趣，结合社会热点问题，针对

性地设计教学主题。“中国影视动画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历程？”“中国影视动



画中所体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将中国精神融入到未来

中国影视动画的创作中，实现中国故事与中国影视动画的完美结合？”一个又一

个有力的发问，让学生在不断地思考中，将思政课堂上的哲学思辨与专业学习的

深刻反思紧密联系起来。 

研究生助教赖聪聪在小班讨论中让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围坐在一起进行小

组讨论。在电影《摩登时代》片段回放中，激发学生思考“主人公查理见到圆形

的纽扣就做出习惯性拧动的动作，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哪些弊端”。她说，小班讨

论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参与度，在激烈的碰撞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研究生助教

们在讨论课教学中摸索出了“问题导入-有力发问-主题讨论-归纳总结”的“四

步教学法”，灵活的教学形式让思政课的授课内容不再枯燥，让课堂的气氛更加

活跃，教师由“主演”变成了“导演”，而大学生们则由“观众”变成了“主

演”。 

今年上半年，上师大成立了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校党委对思政课的根本定

位、基本要求、改革内容、关键环节等重要问题均做了明确指示，尤其要求用生

动的思政课堂教学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这一时代命题作出诠释。为此，

学校还开发建设了思政网络教学平台，积极推动以精品课程、教学微视频、辅导

报告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政理论课网络课程研发和建设，鼓励教师运用易班平台和

新媒体技术手段，加强师生线上与线下互动。 

 在如今的上师大，“大呼隆”一个班级、一个年级甚至跨院系听讲座式的

思政课授课方式得到了彻底改变。返璞归真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正

成为思政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链接地址： 

http://xmwb.xinmin.cn/html/2016-12/05/content_2_2.htm 

  

http://xmwb.xinmin.cn/html/2016-12/05/content_2_2.htm


新民邻声:【高校思政新探索】上师大每堂专业课里都有“思政” 

来源：新民邻声 2017 年 4 月 21 日  

标题：【高校思政新探索】上师大每堂专业课里都有“思政” 

记者：王蔚 

 

“即将端午节，关于粽子，大家吃的是什么味道的？咸或甜？元宵呢？豆花

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学骨干王元

在《文化遗产》课上给学生们抛出的问题，从身边比比皆是的现象开始讲述中国

文化变迁，让学生在热烈的讨论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刚从澳洲访学归来

的王老师，一经得知学校正在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立即积极响应，主动

备课挖掘知识点背后的育人内容，带领学生了解文化遗产历史，培养学生正确的

文化发展观、传承观和保护观。“每一位教师、每一门课程都应负有育人职责。”

王老师认为，所有课程都应站在一个立场——绘好育人的“同心圆”。 

“教书育人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教书是把自己的知识、学问传授给学生，

而育人则是培养学生具有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使学生成为正直、

善良、有益于社会的人。高校教师要将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融入专业课的讲授中，主动作为，成为

课程思政改革的先锋者和领路人，这也是强化教师整体育人意识和能力，提高教

师师德师风的必然要求 。” 今天下午，上师大 党委书记滕建勇在人文与传播学

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培训班开班典礼上如是说。 

上师大为深入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鼓励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较集中的

学院整体先行先试。自改革试点以来，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院从知名大家到新进

教师，从系科主任到教学骨干踊跃报名，经过学院、教工党支部、专业系科不同

层面推荐以及教师自荐，最终实现“五个全覆盖”，即教师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



场层次全覆盖，学院现有的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广告学、

档案学等 12 个本科专业全覆盖，必修选修通识等不同类型课程全覆盖，第一课

堂第二课堂全覆盖，专业教师辅导员学生全覆盖，从而实现“组团式”的课程育

人效果。各位教师主动对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要求，精心遴选了共计 15 门

试点课程，既有充满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古代文学》《文史典籍》，又有充满现

代元素的《流行文化》《现当代文学》，既有着眼于铭记过去的《中国近现代史》，

又有聚焦当下的《社会福利》，既有经典的《新闻学概论》，又有潮流的《网络传

播理论与实务》，既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党的光辉历程》，又有以人格魅力引领的

《我与青年话当年》。坐而论起而行。一支两支教师队伍是孤独无力的，当所有

教师都结伴而行走在课程思政的康庄大道上，共同奔赴人才培养的浪潮，才能形

成“人人做思政”、“课课能育人”的氛围。 

上师大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紧围绕卓越教师和一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遵

循教育规律，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强化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的教学目标，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构建涵盖思政课必修课程《闻道

中国》、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国与世界》、师范生教育课程《中国教育：教育家

与民族复兴》等的分层分类 “中国系列”课程体系，遴选 10 门综合素养课，

以及遴选 10 门专业示范课程建设，引导广大教师教书育人，承担起学生健康成

长先锋者和领路人的责任，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全面

推进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一流本科建设。 

链接地址： 

http://newsxmwb.xinmin.cn/kejiao/2017/04/21/ls/30975658.html 

 

 

  



上海教育：上海师范大学积极推进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 

来源：上海教育 2016 年 11 月 04 日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积极推进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学实效。上海师范大学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

学结构，实行中班教学、专题报告与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中班教学突出

主要知识点传授和基本原理解读，专题报告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国内外形势政策

和社会热点，小班辅导针对理论热点和难点，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开展讨论。开发

建设网络教学平台，积极推动以精品课程、教学微视频、辅导报告等为内容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程研发和建设，鼓励教师运用易班平台和新媒体技术手段，

加强师生线上与线下互动。探索课堂内外融会贯通的教学实践新模式，课内采用

案例讨论、演讲辩论等形式，课外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多形式的社会考察和

调查研究。 

改革评价方式，优化教学考核。优化课程考试考核结构，逐步推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全部作为绩点课程计划，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知识题库，注重过程评

价，突出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理论应用等考核。建立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考核

相挂钩的思政课评价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分按学习成绩与

操行表现评定，课程学习成绩计入学习学分，操行表现纳入毕业前的总体课程评

价，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依据。积极构建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每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项调研，研究建立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控评价

体系，完善评教制度。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严把思政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加强政治方

向、理论基础、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考查。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评教结果纳入

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指标。开展观摩教学公开课、集体备课、课程研讨等



教研活动，加强教学培训。遴选校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优秀教

师、先进人物、优秀辅导员和杰出校友等兼任思政课教师，组建多元结构的“形

势与政策”师资队伍，创新教研室体制架构和组织形式。成立校级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专项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团队建设。 

加强统筹协调，健全保障机制。成立学校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校党委每学

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课教学专题研究。建立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开展调

研、听取汇报、讲授思政课、到堂听课、参加集体备课等制度。建立以马克思主

义学院为主体，相关党政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政策和

措施。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聚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专项督查，

从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特色项目等方面开展对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链接地址： 

http://www.shmec.gov.cn/html/article/201611/89742.php 

 

  

http://www.shmec.gov.cn/html/article/201611/89742.php
http://www.shmec.gov.cn/html/article/201611/89742.php


上海教育：上海师范大学 15 门课程首试“课程思政” 

来源：上海教育 2017 年 5 月 2 日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 15 门课程首试“课程思政” 

转载：腾讯新闻 

 

《文化遗产概述》章节注重“中华文化精神认同”，《用非遗进行产品设计》

章节注重“培养工匠精神”……这是上海师范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试

点课程样稿内容，每个章节都会体现一定的思政映射点，在课堂教学中予以体现。 

上海师大启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人文与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中

国近现代史”“新闻学概论”等 15 门课程率先尝试，以“组团式”课程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这些课程涵盖人文学院现有全部 12个本科专业，

并实现必修课、选修课、通识教育课的课程类型全覆盖。 

上海师大拨出专项经费支持人文学院的改革。4 月下旬，学校举办培训班，

通过主题讲座、专题讨论、教案撰写、试讲比赛、分享体会等方式，引导参与试

点的教师更好地在课程教学中实现育人效果。相关教师将在职称申报、年终考评

奖励中享受政策倾斜。在人文学院试点后，未来将在全校范围铺开。 

 “课堂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舞台，更是价值引领的阵地，每一门课蕴含的育

人功能都应发掘出来。”上海师大党委书记滕建勇说，“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从

专业观出发，提升专业教师思政育人的意识和能力，绘好课程思政同心圆。” 

链接地址： 

http://sh.qq.com/a/20170502/010133.htm 

  

http://sh.qq.com/a/20170502/010133.htm


上海教育：《闻道中国》开讲 上海师大深入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 

来源：上海教育 2017 年 3 月 20 日  

标题：《闻道中国》开讲 上海师大深入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  

 

    为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上海师范大学进一步深入推进

思政课教学改革。近日，《闻道中国》系列课程在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开讲，东华

大学人文学院廖大伟教授受邀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为学生们作题为

《民族救亡振兴运动：辛亥革命》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廖大伟教授以“危局”、“救亡”与“振兴”为主线讲述了辛亥革

命发生的历史进程，他结合详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了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等有识之

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引发的深刻变革。基于对历史脉络的深刻把握，

廖教授指出，辛亥革命不是旧式的革命，而是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革命，开辟

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学生们纷纷表示，廖教授的讲座让他们对辛亥

革命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此次讲

座是上海师大思政课教学改革《闻道中国》系列本学期首场讲座，拉开了学校深

入推进思政课改革的序幕。 

下阶段，上海师大将以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为主线，紧扣时

代主题，回应学生关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推进实施《上

海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

和感染力，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除邀请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

究前沿的专家学者主讲《闻道中国》课程之外，还将以六大思政课教改项目为抓

手，整合校内外多部门资源，在教学形式、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

化改革。邀请校领导、学科专家和职能部处负责人等为学生上思政课，建立校级



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思政课精品课程和网络课程，实施研究生参与思政课助

教制度等，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 

链接地址： 

http://www.shmec.gov.cn/html/article/201703/91829.php 

 

 

 

  

http://www.shmec.gov.cn/html/article/201703/91829.php


东方网：《闻道中国》开讲 上海师大深入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 

来源：东方网 2017 年 3 月 23 日  

标题：《闻道中国》开讲 上海师大深入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 

 

    据上海教育网站消息：为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上海师

范大学进一步深入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近日，《闻道中国》系列课程在上海师

大奉贤校区开讲，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廖大伟教授受邀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堂，为学生们作题为《民族救亡振兴运动：辛亥革命》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廖大伟教授以“危局”、“救亡”与“振兴”为主线讲述了辛亥革

命发生的历史进程，他结合详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了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等有识之

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引发的深刻变革。基于对历史脉络的深刻把握，

廖教授指出，辛亥革命不是旧式的革命，而是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革命，开辟

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学生们纷纷表示，廖教授的讲座让他们对辛亥

革命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此次讲

座是上海师大思政课教学改革《闻道中国》系列本学期首场讲座，拉开了学校深

入推进思政课改革的序幕。 

下阶段，上海师大将以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为主线，紧扣时

代主题，回应学生关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推进实施《上

海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

和感染力，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除邀请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

究前沿的专家学者主讲《闻道中国》课程之外，还将以六大思政课教改项目为抓

手，整合校内外多部门资源，在教学形式、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

化改革。邀请校领导、学科专家和职能部处负责人等为学生上思政课，建立校级



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思政课精品课程和网络课程，实施研究生参与思政课助

教制度等，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 

链接地址： 

http://gov.eastday.com/renda/kid/n28617/20170323/u1ai6128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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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新闻网：让大学生喜欢上思政课，上师大是如何破题的？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6 年 11 月 16 日 

标题：让大学生喜欢上思政课，上师大是如何破题的？ 

记者：刘晓晶 

 

编者按： 

11 月 4 日，教育部官网以“上海师范大学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为题，从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学实效；改革评价方式，优化教学考核；加强队

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加强统筹协调，健全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介绍了该校

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举措。事实上，这仅仅是该校在创新本科教学改革中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不断强化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借助国家和地方本科

质量工程项目、上海地方高校内涵建设工程、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上海市教委免

费师范生建设项目等，加大本科教学经费投入，激励教师积极投入本科教学，提

升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同时加强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研究，推进一

系列本科教学改革举措、取得显著的成效，促进了本科教学质量水平，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从今天起，本网将刊发系列报道聚焦上师大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以飨读者。 

聚焦上海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系列报道之一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

部署，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计划，全面深化课程建设综合改革，为推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指明了方向。 

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



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帮助大学生释疑解惑，解决“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问题，让思政课真正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始终是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面临的挑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来破解？针对这些问题，

近年来，上师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歇。 

党委书记走进思政课课堂，为新生上“大学第一课” 

9月 12日开学第一天，校党委书记滕建勇走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堂，为该校建工学院 2016 级土木工程专业的新生上了一堂引人入胜、深富内

涵的“开学第一课”。 

课堂伊始，滕建勇与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指出明确的大学目标是思考“为

什么读大学？”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简单介绍了学校“十三五”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后，滕建勇围绕大学精神，

引用蔡元培、梅贻琦、李大钊等教育先贤和著名教育家、上海师大首任校长廖世

承，以及乔布斯、俞敏洪等公众人物激励青年学子的话，指出大学是仰望星空、

做“梦”的地方，大学是青年实现人生梦想的地方。 

滕建勇对新生说，大学生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意味着更加自律、相容的生

活环境，更加自立、博学的学习要求，因此应当本着志存高远的成长目标，争取

全面的发展。青年学生在大学不仅学专业的知识，更可以在大学学会“悟道、受

业、释惑”，而现在“道”的根本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你大学毕业后准备干什么？”的问题，滕建勇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用师大杰出校友唐盛昌、仇忠海等典型人物和师大承前启后的 85 后、开拓创新

的 90 后等身边典范，激励新生们能够在大学里做好一份职业生涯规划、读一批

好书、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等 10件大学期间应该做的事情。 

2016 级土木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刘成林这样说道，滕书记的课让我对大学

有了新的认识，使我对什么是大学、怎样度过大学、如何丰富自己有了全新深入



的认知。同时，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大学生的责任，明白了中国梦的深层含义，

让我对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更加有规划，更加有信心！ 

闻道中国，学校思政课改革首场讲座开讲 

9 月 28 日，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平走进该校 2016 级新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作

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讲座。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书俊教授主持并介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

相关情况。他从中国传统文化“朝闻道，夕死可矣”到“一以贯乏”的精神脉络，

诠释了“闻道”就是要知“道”；知“道”，就是要行“道”。“闻道中国”就

是要通过专家的明示知“道”，帮助学生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讲座中，陈卫平教授以“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中西合流与变革融合”为

切入点，围绕“什么是正确观点”“什么是错误观点”的命题，强调指出毛泽东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

体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结合。在阐述清楚观点的基础上，陈卫平教授从“毛泽东思想：近代中

西文化合流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毛泽东思想的

融合：对传统文化的融合”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两节课的时间里，陈卫平教授大量引用了关于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案例，中国

古代先贤名人的诗句，从必要性、可能性、继承性、中国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

西合流、变革融合的重要性。 

不变的教学内容，翻转的教学方式，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教学体验。学校充分

整合校内外资源,在 2016级新生中实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对《思想道德与法

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进行改革试点，包括创新



教学组织形式、改革学习评价方式等。其中，课堂教学结构将分三大模块进行，

包括五分之三课时开展中班教学，五分之一课时开展专题报告，五分之一课时开

展小班辅导。开设“闻道中国”系列讲座,邀请全国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走

进思政课课堂,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理想的光辉、信仰的力量和启蒙的先声，帮

助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切实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

效性，推进上海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思政课改革首推小班讨论模式，让课堂真正活起来 

“为什么读大学？大学生活如何过？”“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文化的融合体

现在哪些方面？”“张涵宇、彭于宴在电影《湄公河大案》扮演的中国警察，出

入金三角抓捕的电影片段与真实的历史场景之间，如何进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

解读？”……10 月 26 日，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小班讨论在奉贤校区 40 多个教

室同时举行。 

在小班讨论中，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协同搭建了“教师指导—研究生助教—辅

导员参与—本科生讨论”的小班讨论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专业 60多名研究生助教，20多名学院辅导

员参与其中。课堂上，专业教师通过回顾“闻道中国”系列讲座的内容，结合课

堂教学的知识点，抛出主题交给学生去思考、去探讨，在老师与学生的、学生与

学生的互动中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将枯燥的学习生动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赵晓芳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小班讨论的

课堂上，根据谢晋学院动画专业学生的专业和兴趣，结合社会热点问题，针对性

地设计教学主题。“中国影视动画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历程？”“中国影视动画

中所体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将中国精神融入到未来中

国影视动画的创作中，实现中国故事与中国影视动画的完美结合？”一个又一个

有力的发问，让学生在不断地思考中，将思政课堂上的哲学思辨与专业学习的深



刻反思紧密联系起来。 

研究生助教、2015 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赖聪聪在小班讨论中打破以往

课堂组织形式，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围坐在一起进行小组讨论。

在电影《摩登时代》片段回放中，激发学生思考“主人公查理见到圆形的纽扣就

做出习惯性拧动的动作，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哪些弊端？”她说，小班讨论充分调

动起了同学的参与度，在激烈的碰撞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研究生助教们在“问题导入-有力发问-主题讨论-归纳总结”的教学实践中，

纷纷表示“小班讨论对于专业学习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可以学以致用，可

以边学边用。”参与讨论的学生则这样说，灵活的教学形式转变让思政课的授课

内容不再枯燥，让课堂的气氛更加活跃，教师由“主演”变成了“导演”，而他

们由“观众”变成了“主演” 

思政课改革三个“新”带来课堂新气象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书俊告诉记者，2015 年 6 月，学校在

全校学生中开展了关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调研。调研主要围绕学生对于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总体评价和喜爱程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对于学生的影

响程度；不同学科、不同身份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程度；学生喜爱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和考核方式等核心问题，希望通过现状分析，找到改革的思路和方

法，以回应学生对思政课的期盼。 

2016 年上半年，学校成立了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思政课改革方案始终在

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包括方案的根本定位、基本要求、改革内容、关键环节

等重要问题，既牢牢把握了大的方向和基调，又明确提出了具体思路的方法。 

周书俊说，几经调研、论证和研讨，形成了具有师大特色的思政课改革方案，

用生动的思政课堂教学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作出了解答： 

首先，核心理念定位要“新”。实施“以知信行为导向”的思政课改革，充



分体现了学校培养“德行高尚、学识扎实、身心健康，具有现代精神以及人文素

养的卓越教师和一流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价值引领、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的教育教学理念。建立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考核相挂钩的思政课评价

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分按学习成绩与操行表现两部分评定，

课程学习成绩计入学习学分，操行表现纳入毕业前的总体课程评价，并作为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依据。 

其次，教学组织方式要“新”。实行中班教学、专题报告与小班讨论相结合

的教学形式。紧密结合大学生关心的现实和热点问题，优化思政课的课堂教学结

构。校党委书记滕建勇走进《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堂，以《梦想启航 砥

砺前行》为题，建工学院 2016 级土木工程专业的新生上了一堂引人入胜、深富

内涵的“开学第一课”。面向近二千多名学生开设“闻道中国”系列讲座，整合

国内优势资源，邀请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上海、山东等

省市社会科学院的知名专家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第一课堂。建立了“教师

指导－研究生助教－辅导员参与－本科生讨论”的小班讨论模式，在老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中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将枯燥的学习生动化。 

最后，机制体制架构要“新”。成立校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健全思政课教

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机制。校党委会议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课教学专题研究。

建立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开展思政课调研、听取汇报、讲授思政课、到

堂听课、参加集体备课等制度。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体，宣传部统筹协调，

教务处、学工部、团委等单位相互协同配合的思政课改革工作机制，定期开展专

项调研，研究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推动专兼职思政课教师联动，尤其是建立思

政课专业教师与辅导员两支队伍的协同创新，全国教学名师汪青松教授、全国师

德楷模孙雅艳的教改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在周书俊看来，学校思政课改革实施以来，无论是思政课教师还是学生都深



刻体会到改革带来的课堂新气象。在新生“大学第一课”，了解校领导眼中的师

大历史、师大精神和师大情怀；在“闻道中国”系列讲座，聆听“大咖”们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国内外政策形势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辩证分析；在小班讨论环

节，体验老师从“主演”到“导演”，学生从“观众”到“主演”的角色转换。 

链接地址： 

http://www.shedunews.com/zixun/shanghai/gaodeng/2016/11/16/207013

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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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海师范大学：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学实效。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结构，实行

中班教学、专题报告与小班辅导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中班教学突出主要知识点传

授和基本原理解读，专题报告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国内外形势政策和社会热点，

小班辅导针对理论热点和难点，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开展讨论。开发建设网络教学

平台，积极推动以精品课程、教学微视频、辅导报告等为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网络课程研发和建设，鼓励教师运用易班平台和新媒体技术手段，加强师生线上

与线下互动。探索课堂内外融会贯通的教学实践新模式，课内采用案例讨论、演

讲辩论等形式，课外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多形式的社会考察和调查研究。 

改革评价方式，优化教学考核。优化课程考试考核结构，逐步推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全部作为绩点课程计划，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知识题库，注重过程评

价，突出学生参与、教学实践、理论应用等考核。建立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考核

相挂钩的思政课评价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分按学习成绩与

操行表现评定，课程学习成绩计入学习学分，操行表现纳入毕业前的总体课程评

价，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依据。积极构建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每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项调研，研究建立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控评价

体系，完善评教制度。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严把思政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加强政治方

向、理论基础、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考查。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评教结果纳入

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指标。开展观摩教学公开课、集体备课、课程研讨等

教研活动，加强教学培训。遴选校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优秀教



师、先进人物、优秀辅导员和杰出校友等兼任思政课教师，组建多元结构的“形

势与政策”师资队伍，创新教研室体制架构和组织形式。成立校级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专项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团队建设。 

 加强统筹协调，健全保障机制。成立学校思政课改革领导小组，校党委每

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课教学专题研究。建立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开展

调研、听取汇报、讲授思政课、到堂听课、参加集体备课等制度。建立以马克思

主义学院为主体，相关党政部门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政策

和措施。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聚

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专项督

查，从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特色项目等方面开展对照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链接地址： 

http://www.dangjian.cn/djw2016sy/djw2016gddj/201611/t20161107_387

05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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