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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个自信”教育贯穿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全过程的思考 

潘学良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将“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客观需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要求，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但是，

当前把“四个自信”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教学内容融入不够、教学方

法不当、教师自身素质不足等，为此，必须做到三个“相结合”，即各门课程教学合理分工与共同协作

相结合、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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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自信”，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强

调“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1]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

2015 年 11 月在会见“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

他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

自信。”[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明确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正式将“三个自信”

上升为“四个自信”。当前，深入开展“四个自信”教

育，促使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信念”，是我们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

人才资源，是“四个自信”教育的重要对象，而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主干渠道。因此，

有必要将“四个自信”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之中，引导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确立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一、将“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全过程的必要性 

将“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全过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客观需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要求，

而且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1.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西

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渗透，高校首

当其冲。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

西方社会思潮极力贬低和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对我国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产

生挑战和冲击。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做好高校宣

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

*
本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项目批准号：13＆

ZD003）和 2015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项目“经济新常态下维护公平正义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5118010201）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580/j.sxlljydk.2016.10.021



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2016 年第 10 期 / 总第 214 期 105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

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4]“四个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

展，坚持“四个自信”的本质就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为此，必须在高校中大力开展“四个自信”

教育，促使高校师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

“四个自信”，自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

和侵蚀，从而筑牢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 

2.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

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

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可见，“四个自信”

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创新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成果的新发展，将之贯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

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性质和教学任务所决定的。将“四个自信”融入到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能够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

时俱进，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形势，从而提高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力。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在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方面的作用，增强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3. 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群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肩负着建设

祖国、振兴民族的重大历史使命。然而，当前一部

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

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特别是我国在发展过

程中日渐暴露出诸多问题的现实以及多元文化思潮和

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对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的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反而对西方某些腐朽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颇为推崇。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容易导致学生丧失奋斗目标和精

神动力，变得意志消沉、消极堕落，走入歧途。因此，

必须通过“四个自信”教育，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起崇高的理

想信念，找准人生的奋斗方向，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从而实现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二、“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全过程的现状 

当前，许多高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推

动“四个自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总

体效果良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值得我们重视和加紧解决，以免影响“四个自信”

教育教学后续的有效开展。 

1. 教学内容的融入有待加强 

“四个自信”教育作为新内容独立于思想政治理

论课原有教学体系之外，如何自然巧妙地融入到教学

中难度比较大。当前，一些教师对于“四个自信”

的教学仅限于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在融入的广度和

深度上还有欠缺，且随意性较大，缺乏系统性和完整

性。如对“四个自信”怎样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缺乏

整体的规划和安排，教师随意发挥，教学侧重点不明

确。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程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由于

课程内容与“四个自信”相近，教师讲的比较多，而

内容却有一定交叉重复，而在其余几门课程中则讲的

很少甚至不涉及。同时，各门课程缺乏相互协调和相

互配合，往往各自为战。此外，本硕博不同阶段教学

也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很多时候本科课堂讲过的内容

在研究生课堂上再讲一遍，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2. 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要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

教育，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他

们的思想政治意识、道德判断力和价值评价能力，这

不是单靠教师一味的知识灌输和学生盲目的被动接受

所能实现的。为此，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

中不断优化和改进教学方法，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着力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取得了可喜成效。但



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06 2016 年第 10 期 / 总第 214 期 

是与此同时，仍有部分教师忽视学生个性和需求，在

课堂上一味的进行满堂灌，教学方法单一、落后。这

样的教学导致了学生不是变成缺乏独立思考的机械记

忆者，就是产生厌学情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遭

到打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初衷相背离，无法

达到“四个自信”教育所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由

于经费不足和课时紧张等条件的限制，目前一些高校

开展“四个自信”教育主要依靠课堂的理论教学，忽

视甚至抛弃实践教学。然而，在理想信念、价值观教

育中，实践教学是促使学生由对知识的理解上升为价

值认同，进而内化为信仰的重要途径。“四个自信”教

育的实质就是理想信念教育，其根本目的是要帮助大

学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起为共产

主义而奋斗的远大抱负，肩负起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

如果在教学中缺乏实践环节，学生缺乏对现实国情民

情了解的机会，那么他们对“四个自信”的把握很可

能就会停留在理论的了解和认知层面，他们无法从百

姓生活的点滴变化、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印迹中真

切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学生就很难对“四个自信”

形成价值认同，更不可能将之内化为牢固的信念。 

3. 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升 

教师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对于教学的开展具

有重要影响，同时教师自身的政治道德品质和思想

观念对学生也具有示范引导作用。在开展“四个自

信”教育教学中，可以看到我们大多数教师信念坚

定、师德高尚、水平一流，对教学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向学生展示了良好的榜样效应。然而，不可否认

的是，我们还有一些教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影

响了教学的效果。一是部分教师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

不足，重视度不高，没有真正将“四个自信”教育落

实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二是一些教师仅仅关注

自己研究的领域，对“四个自信”持冷漠态度，关注

和钻研的不多。由于教师研究的不多，在课堂上讲的

自然不深，学生就会听的一知半解，有的教师甚至避

重就轻，直接省略不讲，这就导致学生对“四个自信”

的理论认知不足。三是少数教师自己对“四个自信”

的信念不坚定，对于党的执政抱有疑虑，对我国成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因此，在课堂上没

有感情的理论说教就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认同。甚

至有极少数教师反对和否定“四个自信”，在课堂上公

开与党中央的精神唱反调，否定党的领导，诋毁社会

主义，一味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文化和价

值观念的优越性，对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严重误

导，影响恶劣。 

三、把“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全过程须做到三个“相结合” 

要解决当前“四个自信”教育教学所存在的问

题，切实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必须做到三个“相结

合”，即各门课程教学合理分工与共同协作相结合、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1. 各门课程教学合理分工与共同协作相结合 

把“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

过程是要把“四个自信”教育有机融入到各门课程教

学之中。这就需要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的

不同特点和性质，对各门课程实行合理的分工，进行

全方位渗透。同时，又要立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

性和系统性，实现各门课程教学的相互配合、相互协

作，形成教学合力。一方面，要根据各门课程的具体

教学内容和任务，确定教学侧重点。在“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要重点向

学生讲清“四个自信”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等基本

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通过国史党史的讲授，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向学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正确

选择、通过无数血与泪的艰苦斗争开辟出来的成功道

路，让学生明白这一道路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学理层面论述“四个自信”

的科学性，重点向学生揭示“四个自信”是建立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

帮助学生树立起对“四个自信”的理论自觉。“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可以在有关理想信仰教育、价

值观引导的章节教学中，科学恰当地融入“四个自信”

的教学内容，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引导他

们建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各门课程并不是彼此独立、互不干涉的，而是紧密

联系、相互支撑的一个整体。因此，必须要注意各门

课程之间的横向配合与各个学段课程之间的纵向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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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要强化“四个自信”教育在本科四门课程教学之

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撑，构建教学的整体性和系统

性。要加强本硕博不同阶段教育教学的有效衔接，凸

显教学的层次性和连贯性，实现步步深、步步高。本

科阶段，应侧重于概念和原理的讲解，强调学生对“四

个自信”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了解和认知，而在研究生

阶段，要在本科教学的基础之上，采取专题形式对“四

个自信”进行深入的学理剖析和阐述，提高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增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和价值

判断能力，增强政治定力。 

2.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相

结合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教学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也要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凸

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实效性的必然体现，也是提高“四个自信”教育

教学效果的要求。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教师

自身教学观念和能力素质的提升。为此，教师要从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度

去认识大学生“四个自信”教育的重要意义，自觉

推动“四个自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要结合个

人研究兴趣和特色，不断深化对“四个自信”的学

习和探讨，努力提升教学水平。只有不断加强学习

和钻研，做到真学、真懂、真信，教师才能在教学

中将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拥护，对社会主义的坚定

信仰自然地传递给学生，以真挚而深厚的情感去感

染学生，打动学生。同时，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四

个自信”教育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师可以采用比

较教学的方法，通过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比较，凸显正是由

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我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

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用事实向学

生证明“四个自信”；也可以实行讨论教学法，针对

现阶段社会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官员

腐败、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组织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引导学生学会正确看待和认识当前社会的种

种现实问题，并深刻意识到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化解这些矛

盾，逐步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 

3.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理论教学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基础，任何一种理想

信念的确立必须从理论的认知开始；而实践教学是理

想信念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为知识的认知通

向价值的共鸣和认同架起桥梁，推动理想信念的确立。

实施“四个自信”教育必须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

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要把“四个自信”的基本理论

向学生讲清楚，讲透彻。帮助和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四

个自信”的科学内涵，正确把握好四者之间的辩证关

系，充分认识从“三个自信”上升到“四个自信”的

深刻意义。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对“四个自信”的

内容有比较系统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为“四个信念”

的确立奠定必要的理论前提。在开展好理论教学的同

时，应强化教学的实践环节。要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和感悟，开阔视野，提升思想认识境界。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走出去”，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红色革命老区等

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地方进行参观考察；可以采取“请

进来”的形式，邀请政府官员、企业家、国内外学者

等作报告，增进学生对世情、国情、民情的了解；可

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研活动，围绕经济发展、民生

变化、文化进步等主题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这些实践

活动让学生切身体会在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引领

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从而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树立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而奋斗的崇高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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