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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体化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编者按：自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召开以来，我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责；师生全体参与，同向同行落实”的“大思政”工作

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创新网络育

格局，扎实有效地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年来，我校充分发挥课程、网络、文化、实践等

注重文化育人，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践行

一根本任务，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科学构建“党委全

方面的育人功能，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思想政治工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实践育人，教育引导

面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牵头、部门单位负

作成效显著：推进课程育人，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

师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

课程育人——“问题链教学”让思政课入脑入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
统一？这就要积极适应、引导而非简单迎合“95

出的问题只有抓得准，才能吸引人。那么，“问题
链”里的真问题、好问题从何而来？
深入研究学生和教材，是抓住真问题的关键。

后”大学生特点和需求，破解思政课“一深刻就无

只有准确把握学生需求和困惑，才能避免教学“目

趣，一生动就无聊”的难题。让思政课上系政策、

中无人”；只有深入研究教材，才能避免教学“剑

下接地气，我校的思政课“问题链教学”做出了有

走偏锋”。为准确把握、透彻解答教学中的重难点

益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问题，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教学研
讨成为常态，老师们常常为一个“问题链”的提

“问题链”：思政课堂最诚挚的邀请

炼、设计和解答展开热烈的争论。《概论》 教研室
主任郭红梅老师认为：“我们的问题要抓住学生，

“问题链教学”以学生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为起
点，紧扣教材中的重难点问题，在学生关注点和教
材重难点的结合点上精心设计问题，以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问题链”点燃学生、激活课堂，让学
生沿着明辨是非、格物致知的思考路径，在不断深
入的连续追问中学会思考、确立信仰。

必须先激活教师。我们的讨论其实就是课堂的彩排
和预演。
”
从 2008 年至今，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面向

全国 9 个省市 10 所高校学生的问卷调研等形式

进行调查，提炼出上千个大学生关注的问题。
在学院教师看来，学生提出的问题越尖锐，就

在讲授“确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课堂

越需要彻底的理论解答；理论只有透彻，才能

上，邢国忠老师从当前大学校园传教现象说起，抛

明晰学生认识。我校作为财经特色院校，学生对

出一串问题：“人可不可以没有信仰？”
、“信仰有没

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关注度很高，但也有一些模糊认

有对错好坏之分？”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这些

识。有学生提出：“私有制效率更高，为什么我国

精心设计、连环抛出的“问题链”，就像一张又一

还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邢雷老师

张的请柬，是思政课教师向学生发出的最诚挚的邀

提出了“私有制一定效率更高吗？”、“你喜欢贫

请——让我们一起来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

富悬殊还是共同富裕？”、“中国搞私有制能不能

题。

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问题，学生们立刻卷

“问题链”牵引学生们走进神奇的“思想迷

入 激 烈的争论。邢雷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对这些问

宫”，让他们在明辨是非中学会辩证、理性、客观

题进行逐一分析和讨论，使学生们认识到私有制的

地看待当下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在不断穿越“思

固有矛盾和根本缺陷，看到了盲目照搬西方私

想障碍”和“思想迷雾”的过程中体验深刻的思想

有化给一些国家带来的灾难。接着，邢老师又

愉悦，从而由“课堂的旁观者”转变为“课堂的主

提出一个更现实也更尖锐的问题：“在经济全球

人”。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认为：“当今社会

化的今天，国际垄断资本会不会给中国的单个

价值观多元多变，高校思政课只有直面层出不穷的

企业发展到足以与他们对抗的时间和机会？”在师

问题，有力回应思想挑战，才能真正入耳，入脑，

生共同讨论中，邢老师引导学生进一步看清了西方

入心。
”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毒药方”的危害，明白 了 中
国既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私有化经济道路，社

真问题：源自对学生和教材的深入研究

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

学生反馈和课堂实际效果证明，这些课堂上抛

地位。

入脑入心：“问题链”让思政课火起来

院刘英老师在参加教育部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
班上听了我校“问题链教学法”经验交流后，主动

以前，在不少大学生眼里，思政课是可上可不

联系到中财访学。她说：“问题链教学法”抓住了

上的“水课”。“问题链教学”以真问题打动人，以

思政课教学的关键和核心，思政课要入脑入心，还

深刻追问启迪人，以有力结论说服人，让课堂从死

得向中央财经大学这样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上花

气沉沉变得生气勃勃，也让思政课从“水课”变成

大功夫。”由于成效显著，“问题链”教学改革得到

了让学生们“牵肠挂肚”的“火课”
。

教育部首批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戴子钧同

划”、教育部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北京

学刚入学时，就打算把思政课“水”过去，甚至和

市名师工作室、北京市首批思政课教学改革示范点

同学商量，如何抓住机会一起逃课。然而，一堂课

等项目的支持和推广，来自全国各地 20 余所高校

下来，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拴住”戴子钧心

同行到我校学习交流，央视新闻联播、央视晚间新

的，就是谢玉进老师的“问题链”。“既然人都是要

闻、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社、央视网等多

死的，那为什么还要活着？”、“人为自我而活有错

家媒体对“问题链教学”进行了深度报道。

吗？”
、“为人民服务过时了吗？”这些问题“精准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未

中”了在座的“戴子钧们”，在热火朝天的头脑风

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必然会对

暴、自由讨论和师生互动中，“思政课无趣无聊”

思政课教学提出更多新的问题，“问题链教学”的

的念头一扫而光。

内容与形式也将不断丰富、优化和创新。我校将继

“问题链教学”改革既坚守思政课教学的职责

续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深化“问题链教学”改革，

使命，又紧扣“95 后”大学生的特点需求，取得

让思政课真正成为思想含金量更高、理论吸引力更

显著成效，得到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海南经济学

强的魅力课堂！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育人——立体化的党员教育“微课堂”
会计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从“小微”着

的阅读量和转发率。

手，精致化、主体化党员教育，将理论育人与实践

育人相结合，党性宣传与专业成长相结合，线上课

理论认同与价值认同。通过建设“微平台”，拓宽
学习渠道；结合“微研讨”促进理解认识；进行
“微调研”坚持以知促行；立足“微服务”行动温
暖心灵；开展“微公益”共建实践教育平台。“五
微”教育多管齐下，有效拓宽党课渠道，提升党课
的活力与渗透力，提升党员综合素养与先进影响

册》，深入宿舍开展宣传教育。

新运营研究》 党建课题，从信息供给和需求的角

“微研讨”，坚定师生理想信念

堂与线下研讨相结合，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党的基本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情感认同、

研、案例分析及功能开发——我校官方微信平台创
度，分析官微的优劣势和在同学中的影响力，提出

“微公益”，打造乐善助学新平台

相关建议。同时成立调研小组，了解学生对校园近
良好的课堂是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建构的课
堂。支部鼓励学生党员担任“小讲师”开展“微课
堂”
。
一方面，聆听红色经典，看齐优秀前辈。定期

期热点话题的态度与认识。先后开展了“体育课外
锻炼打卡知多少？”、“综测开展前后的认识与行为
变化”、“如何看待挂科？”等热点话题的调查与研
讨。

开展“红色故事会”，由正式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讲述红色故事或党员先进事迹，讲述者在讲述过程
中建立对红色精神的思想认同，听者在聆听中寻找
情感共鸣。

增进支部与社会基层的互动，用知识回报社
会，用红色点亮青春，建立党员公益实践教育长效
机制，拓展育人平台。
心系困难儿童。2016 年 5 月，以红色“1+1”

共建活动的开展为契机，支部推动学院党委与中华

“微服务”，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签署“党员公益实践教育
基地”合作协议。先后组织党员看望玉树地震孤

以楼宇宿舍为单位，开展园区党建；以需求为

儿，与孩子们一同品阅书香；组建“青鸢”团队赴

另一方面，开办一线课堂，坚定理想信念。在

导向，助力学生成长；以新生入学为节点，推进结

各班成立党小组，开展“党小组讲堂”，让理想信

对帮扶。让党员在服务同学的过程中，传递正能

青海西宁市 3 个贫困县开展调研，了解留守儿童的

念 在 “ 微 调 研 ” 官 微 平 台 落 到 实 处 。 2016 年 5

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宿舍园区张贴便民贴士

月，支部书记林艺茹围绕“如何发挥学生党员的先

为同学提供生活便利；开展“我为和谐宿舍代言”

军，走进社区，教老年人学电脑；化身“知心姐

站”微信公众号，以此作为线上理论学习、活动宣

进性？”开展线下微党课，作为课程的延续，各班

美拍活动，增进宿舍和谐；举办宿舍“羽坛巅峰”

姐”帮求助者打开心扉；奔赴打工子弟小学，与学

传、交流反馈的主要阵地，拓展育人空间。将党的

党小组先后围绕“大学理想”
、“党员标准”等主题

对决，丰富课余生活。推出“党员先锋助力成长”

生互动交流。

方针政策、时政要闻、先锋事迹和支部活动等用音

开展小讲堂。

系列活动，邀请优秀校友通过线上微课、线下座

力。

“微支部”，举办线上党课
在继承传统教育形式的基础上，建立“红幡小

乐幻灯片、图解、海报等多种形式展示宣传，形成
“授课—研讨—反馈”的学习方式。陆续推出了

谈、网络直播等方式，分享大学生职业成长历程。

“微调研”，开辟以知促行新课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专题、“数读七一
讲话”
、“图解十三五规划”等板块，均获得了较高

知行合一，以知促行。支部成员开展 《需求调

在新生入学之际，开展“1+X”结对帮扶，即“微
服务”园区党建职业课堂，使 1 名党员对接若干名

新 生 ， 为 新 生 答 疑 解 惑 ； 编 撰 《党 支 部 服 务 手

教育现状与教育需求。

关怀弱势群体。形成了多批次的志愿服务大

启动专业志愿。联合学院教工党支部与“财俊
星驰”学生骨干，于 2016 年启动“志愿帮算小帮
手”项目，为北京市 200 多项小微项目提供财务培
训与咨询，切实将专业运用于志愿服务。

（会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