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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受热捧
抬头率点头率高了 亲和力凝聚力强了

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进高校
巡讲，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动，举行“脱贫攻坚进高
校”专题思政课活动……一堂堂有意义、有意思
的思政课正在我市各高校轮番登台。

高校思政课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课程，
如今更成为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高校思政课改革创
新，切实推进教学讲义“标准化”、教学资源“可
视化”、教学方式“立体化”、教师队伍“专业化”，
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

2019年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经验总结复制推广工作会现场

“我是周发春，一名重症医学科医生，来
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今年年初，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自1
月26日起，重庆医科大学5所附属医院派
出了269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

“在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有着许多
生死瞬间，但我们始终拼尽全力、不离不弃，
坚守在那道生死门前，绝不让生命叫停！”

“3月29日，重医医疗队圆满完成援鄂
抗疫任务，全部平安返渝。学校还火线攻
关，研发出了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出
口全球10多个国家。我的16位同事还作
为中国专家组成员远赴非洲支援抗疫工
作。”

……
台上深情述说，台下掌声雷动。

去年，我市组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事迹报告团进部分高校巡讲，利用思政
课堂组织全体大学生观看现场录像，让每
个班级、每名学生都接受这堂特殊思政大
课的洗礼。

守护生命防线的故事传递着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更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这样的思政课让学生深受触
动，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培养勇
于担当、乐于奉献、艰苦奋斗的闪光品质。

2020年初，因疫情影响，我市按照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全覆盖
开展在线教学，思政课不仅没落下，反而
以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市教委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组
织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并深入指导各高校
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网络教学的组织模式和
教学方法，特别是将“抗疫”故事转化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生动素材，增强青年学生听
党话、跟党走的自觉。

全市各高校还在新媒体平台开展“我
们都是收信人@大接龙”活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

“90后”党员重要回信精神。
重庆邮电大学师生推出原创歌曲《一

路同行》，用歌声传递温暖。长江师范学院
师生通过线上会议开展“让青春在党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烂之花”主题团
会。重庆医科大学将“重医人”守卫重庆、
驰援湖北、援外抗疫、科研攻关的故事拍摄
成了7部视频短片，并筹办“医之模样”抗
疫主题展览，引导学生学习白衣战士逆行
而上、勇毅向前的风范。

将“抗疫”精神融入课堂
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2020 年，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
委、红岩联线和重庆大学等共同举办的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岩
革命故事展演”活动在我市多所高校开
展。展演以讲、诵、展、演等鲜活的舞台形
式，展示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在重庆驻守8年，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
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的艰苦
奋斗和卓越贡献；讲述了王朴、薛传道、江
竹筠等红岩革命英烈的故事，诠释了伟大
的红岩精神。

将革命故事搬上舞台、送进高校，弘

扬红岩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这样有特色、
有温度的思政课，让学生深刻感受到革命
先辈为了信仰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英雄
气概和革命精神。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动只是我市扎
实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一项。

据悉，我市积极指导高校充分整合各
类红色教育元素，细化工作方案推进“四
史”教育落实落地，通过不断加强“四史”
学习，切实引导广大师生知史、学史、悟
史，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
的光荣历史。

如，将“四史”教育作为思政课“手拉
手”集体备课重要内容，让思政课堂成为

“四史”教育的主渠道。组织高校师生积
极参与“网上重走长征路”暨推动“四史”
学习教育竞答活动等。

以西南大学为例。该校整合马克思主
义理论、历史学、民族学、音乐学、美术学、
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专家资源，开发“革命精
神与红色文化”系列思政大课，精心设计
《长征精神》《红岩精神》《抗战精神》《红色
遗址文化》《红色音乐文化》等课程。

通过讲历史、讲理论、讲故事等方式，
强化欣赏鉴赏、体验互动和研讨探究，将
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育
人优势，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内化为学生的素养。

将“四史”内容融入课堂
讲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帮助巫溪天元乡创作设计
系列产品包装，成功塑造成为
区域特色品牌，使全乡特色农
产品增值达到20%以上；承担

“美丽中国行——西部乡村创
新营建人才培养计划”；把应用
设计创意融入酉阳、石柱、巫溪
等地的扶贫过程中，逐步探索
形成“农+艺+商”融合的实践
样本……

四川美术学院学生在学校
带领下，为脱贫攻坚凝聚起青
春力量。

尤其是在酉阳，该校探索
设计新零售商业供应链体系，
指导开设50余家连锁便利店，
已实现200余种农品上架，惠
及100多户贫困户和300多贫
困人口。贫困户通过入股分
红、农品销售、固定工资、劳务
工资等实现增收150余万元。

助力脱贫攻坚，是一堂教
学与实践相融合的特殊思政
课。我市高校把脱贫攻坚伟大
实践的内容作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重要内容，并围绕脱贫攻
坚主题开展实践教学和活动。
市教委扶贫集团组织驻乡驻村工作队队员、

“第一书记”、乡村干部、贫困户脱贫代表等走
进高校，开展“脱贫攻坚进高校”专题思政课
活动，组织驻村干部为师生讲述脱贫攻坚一
线的感人故事，激励师生践行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

把抗疫、战贫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思政
课，折射出我市纵深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
魄力、行动、成效。

近年来，我市按照教学讲义“标准化”、教
学资源“可视化”、教学方式“立体化”、教师队
伍“专业化”的总体思路，充分整合线上线下、
校内校外各种资源积极推进高校思政课“四
化”改革。

比如，在教学资源“可视化”方面，为提高
思政课亲和力、针对性，我市录制一批精品微
课，充分展现地方特色，引入历史、文化、革命
教育资源，让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又如在教
学方式“立体化”方面，探索使用案例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
式教学、分众式教学，并将教学内容通过微视
频、H5等不同形式，促进学生网络自主学习
与教师课堂教学互动互补。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制定出台和推进落实
《重庆市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方案》，目前全市高校所有专业全部课程正在
加快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深入挖掘各门课
程的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将
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活动之中，
更加注重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更
加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王小寒 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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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重大。
近年来，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为大力推动高校
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我市切实加强工作领导、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打一场
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真正落
实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地位。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工作领导
我市把思政课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市委常委会每年专题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将思政课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市领导每人联系一所高校，走上讲台
为师生讲思政课或作形势政策报告。

近年来，我市相继印发《重庆市贯彻落
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
案》《重庆市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
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工
作台账》《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体系建设行动方案》《重庆市普通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

划（2019—2023年）》等文件，各市级部门
按照职能分工，协同抓好思政课建设。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定期专题研究
思政课建设问题，每年召开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专题会议。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亲
自抓思政课建设，将思政课建设列入学校
事业发展规划，作为学校重点课程建设。

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该校把“领导
干部上讲台”纳入思想政治工作重点，通过
形势政策课、“大学习大落实讲堂”“就势论
事 西政开讲”系列讲堂、党校、团校等平
台，落实领导干部带头上思政课制度。近
年来，“领导干部上讲台”专题讲授累积覆
盖全校13个学院16630名学生。

通过抓住学生关注点、需求点的讲授，
引导学生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善于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该校
2020届毕业生报名边疆地区公务员、西部
基层就业、参军入伍毕业生总人数达到
419人。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
近年来，我市组建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校园”宣讲团，宣讲总数达9326场。同时，

还组建讲师团在全市高校开展“学习新思
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市教
委根据中央及市委部署，在全市教育系统
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校
园”活动。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开展宣传宣
讲活动6619场。

通过理论宣讲，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广大学生更加坚定信仰信念、牢记
使命担当，奏响了用青春建功新时代的最
强音。

为加强理论研究，全市建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团队
17个，设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重大攻
关项目6项、重大项目10项、重点课题13
项和专项课题100项，新建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协同创新团队20个、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协同创新培育团队20个。

●聚焦素质提升建好教师队伍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按照“数量多起

来、培训抓起来、待遇提起来”的思路，着力
打造好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
广、自律严、人格正”的专业队伍。

自2018年开始，实施“一校一策”配备
方案，加快落实思政课专职教师配备工
作。各高校采用引进一批、培养一批、转岗
一批等方式切实配齐建强专职教师队伍。

在保证足够的专职思政课教师数量的
同时，我市采取有力措施，着力提升教师队
伍能力素质。命名10个市级思政课名师
工作室，10个市级教学科研示范团队，择
优资助优秀教师100名，每年投入100万
元设立思政工作专项课题，积极培育领军
人物。通过上岗培训、骨干研修、全员轮
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和学历学位提升，分
课程分片区开展“手拉手”集体备课工作，
不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琪教授，
坚守教学一线，长期给本、硕、博学生讲授
思政课。她还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理论与教学实践研究探索，成果获教育部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30周年成果奖、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30年30本标志性成果等多项
荣誉，并被评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影响力标兵人物”。

同时，我市鼓励支持辅导员、班主任骨

干兼任思政课教师，鼓励支持思政课教师
从事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推动两支队伍的
有机融合。

重庆工商大学的王婷老师，是一名专
职辅导员，同时也是一名兼职思政课教
师。她注重将思想引领、理论讲授同具体
实践相结合，持续关注贫困生成长，开展一
系列励志强能活动，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
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由
于出色的工作，她于2020年荣获全国“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

在重庆，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教师，
成为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他们发挥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培养时代新人。

此外，我市积极落实思政课教师岗位
津贴。从2019年1月起，市教委所属公办
高校思政课教师按月人均2000元、辅导员
按月人均1000元的核定标准，单独核增岗
位绩效并确保发放到位。民办高校也进行
积极探索，重庆工程学院制定了思政课教
学补贴办法，每年投入经费40万，切实保
障教师待遇，真正让教师进得来、留得住。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理论武装
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

纵深>>>

数说“十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