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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Mao Zedong thought,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new thought, we have explor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will better guide students to study.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guide students into the classroom, 

into the library, so that they can study tirelessly, and then in the society can have a skill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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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代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主席新思想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对高职院校

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成果进行了探究。通过对思政课教育的实效性进行分析，我们将更好的引导学生

进行学习。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进课堂，进图书馆，让他们能够孜孜不倦地学习，然后在

社会上能够有一技之长，为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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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由于社会的发展，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几

年来高校纷纷扩招，希望能够为群众们提供更好的教育，

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除了大学之外，高职院校也成为

了许多人们进修的选择。高职院校给学生提供了优良的

环境，让学生掌握一些技术，能他们够在社会上找到一

份好工作，活出自我。同时，学校也为同学们提供了思

政课，不仅实让学生的技能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他

们的思想也得到了锤炼，不仅会做事，还要会做人。但

是，是不是这些思政课都有效果呢，我们将对思政课的

时效性进行探究分析。 

 

 

 

2. 高职院校思政课的现状分析 

表 1 高职院校思政课的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不够重

视思政课教学 

大多数的大学生

不够重视思想政

治这门课程 

社会上存在着很多

的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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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往往只

重视专业课，只

是把思政课当做

需要完成的任

务，学校对于思

政课的监督管理

也没有其他专业

课那么严格，忽

略了思政课的上

课效果。 

大多数的大学生

不够重视思想政

治这门课程，他们

普遍认为只有专

业课才是应当重

视和认真学习的

目标，是他们未来

工作的重要依靠。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

很多的不良风气，

这对思政课的教学

效果也产生了很大

的负面影响，随着

物联网科技的不断

发展。 

 

根据不同渠道的调查信息，我们发现，现代高职院

校的思政课无论是在学生层面上还是在教师或学校方

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大致表现在以下的

方面: 

第一：由于高职院校人数激增，思政课只能被安排

在大班教学，许多学生混水摸鱼，教学的质量较差。 

第二：高职院校往往只重视专业课，只是把思政课

当做需要完成的任务，学校对于思政课的监督管理也没

有其他专业课那么严格，忽略了思政课的上课效果。 

第三：教师并未引起重视，在课堂上填鸭式教学，

不关心学生是否理解，也因此，学生就更加容易忽视这

一门学科。 

第四：大多数的大学生不够重视思想政治这门课程，

他们普遍认为只有专业课才是应当重视和认真学习的

目标，是他们未来工作的重要依靠，而学不学思政课对

他们的未来没什么大的用处，不能给自己带来具体的经

济收益，他们来上这门课程的原因也仅仅只是学校要求

以及学生部门点到，就算他们来到教室上课，由于是大

班教学，人数过多，所以他们都各自躲在人群之中玩手

机，写其他课程的作业，一节课下来除了老师提出叫人

解答问题几乎不曾抬头。 

第五：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很多的不良风气，这对思

政课的教学效果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着物联网

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通过在网上获取各种知识的渠道

越来越广，获得的知识也愈发的杂乱，而学生们对网络

上传播的信息是非的认知能力还有着很大的进步空间，

以至于他们都容易被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给带偏，对自己

上课所接收到的思想政治理论不够信任，不愿意去接受

思政的教育，对政治思想方面上各持己见，这也使得老

师的教学难度大大增加。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明白思政课的教学状况不容

乐观。我们需要改变，需要重视起这一门学科。在思政

课上，我们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这本书，那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它呢？

只是浅尝辄止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让学生从学习中感受到乐趣。 

 

 

 

 

3.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效性的提高策略 

表 2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效性的提高策略 

设计新颖的教学

模式，让学生

“进课堂” 

布置课后作业 
向学生推荐优秀

书目 

教师可以在课前

颁布一些主题，

比如说“邓小平

的伟大事迹”，

“改革开放的进

程”等等。让学生

言之有物，不至

于空洞无趣。当

课堂气氛调节起

来了，学生必然

会自己积极地参

与到课堂中来，

让课堂的效率变

高。老师也可以

结合实事与政治

主题来给学生分

享案例，吸引同

学们的注意，让

同学们一起讨

论，一起思考。除

此之外，老师还

可以举办一些有

趣的活动，比如

分小组拍摄思政

小故事，然后让

同学上台拍摄，

让同学评选出优

秀的小组，老师

在对他们加分等

等。 

布置课后作业

尤其是与热点

政治问题相关

的作业，比如台

湾的回归问题

等等。除了小作

业之外，老师还

可以布置大作

业，让同学们分

小组完成。这样

做的好处是，能

够促进同学们

小组内部的合

作，同时又能培

养同学们的竞

争意思，让他们

小组与小组之

间竞争。并且，

这样也不失为

一个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

好方法，不仅仅

将学生的视野

局限在课本之

内，还让他们去

查阅更多资料，

去探索更加广

阔的世界。 

布置课后作业尤

其是与热点政治

问题相关的作

业，比如台湾的

回归问题等等。

除了小作业之

外，老师还可以

布置大作业，让

同学们分小组完

成。这样做的好

处是，能够促进

同学们小组内部

的合作，同时又

能培养同学们的

竞争意思，让他

们小组与小组之

间竞争。 

3.1 设计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进课堂” 

首先，“课堂 10 分钟 PPT 讲解”,让学生上讲台讲

解 PPT 内容，学生与老师的位置互换，提高学生的注意

力，并且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个学科。教师可以

在课前颁布一些主题，比如说“邓小平的伟大事迹”，

“改革开放的进程”等等。让学生言之有物，不至于空

洞无趣。当课堂气氛调节起来了，学生必然会自己积极

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让课堂的效率变高。 

其次，老师可以结合实事与政治主题来给学生分享

案例，吸引同学们的注意，让同学们一起讨论，一起思

考。除此之外，老师还可以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

分小组拍摄思政小故事，然后让同学上台拍摄，让同学

评选出优秀的小组，老师在对他们加分等等。这样既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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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有竞争和合作的意识，又让同学们全神贯注的投

入到课堂中。 

最后，让学生的思考活动在老师的帮助下进行分层，

分段。比如可以说 讲学习的内容或者是教学的知识分

成众多的专题，然后让学生进行分段分层学习，养成独

立的思考。同时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畅所欲言，同

时老师要进行相应的指导。 

3.2 让学生课下思考，引领学生进“图书馆” 

3.2.1 布置课后作业 

布置课后作业尤其是与热点政治问题相关的作业，

比如台湾的回归问题等等。除了小作业之外，老师还可

以布置大作业，让同学们分小组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

能够促进同学们小组内部的合作，同时又能培养同学们

的竞争意思，让他们小组与小组之间竞争。并且，这样

也不失为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方法，不仅仅将

学生的视野局限在课本之内，还让他们去查阅更多资料，

去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只有这两者结合，同学们

才能在社会上表现出更优秀的自己。 

3.2.2 向学生推荐优秀书目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老师可以给学生推荐优秀的

作品，并且要求学生交读后感，然后按完成的情况考査

登记成绩。为了完成任务，学生会主动走进图书馆读书，

然后在不断地阅读之后，学生就会感受带阅读的魅力。

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们会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自己走进

知识的殿堂，去感受知识带来的乐趣。 

4. 积极展开实践教学、支持学生“进社会” 

根据相关资料规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都要

加强实践，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公益活动、志愿服

务、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为了贯彻落实这样的规定，

教师应当将实践与教学相联系起来，鼓励学生去实践，

并且给予学生相应的支持。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

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突破极限。 

实践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学生可以去参与社会调查，

做公益活动，去实习等等。在暑假期间，老师可以给学

生布置“暑期三下乡”的活动，让学生深入乡村，深入

基层，感受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如果学生下乡比较困难

的话，老师也可以布置例如“家乡的变化”“改革开放

之后的故乡”等等的活动，让学生自己主动去做社会，

去和人民群众打交道，做出满意的实践作品。在这样的

活动中，同学们还能加深对课堂上知识的理解，同时也

对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信心。 

鼓励学生去观察社会。在节假日中，鼓励学生多多

观察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比如春节的鞭炮活动，清明的

一些祭祖活动。比如清明节，中国历来有祭祖的习惯，

但是近几年来，祭祖之风似乎过了一点。比如，以前的

清明，人们会自己动手剪纸钱献给祖先，给祖先上香，

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和尊敬。但是现在，人们还会购买所

谓的“别墅”，“小姐”，“百万冥币”等等给祖先烧

去，这样不文明的祭祖方式真是是祖先所希望的吗？祭

祖的陋习也应当要有所改变才对。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文

明道德的社会，我们就更加应该破除陋习，保护我们的

环境，让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得到弘扬！ 

结语： 

 纵观全文，我们明白思政课是非常重要的，但许多

人还是会下意识的忽略它。因此，我们要改进思政课的

教学模式，引起高职学校领导和老师学生的重视，并且

不仅要关注思政课的课堂教学，还要注重学生在课下的

实践。在大家努力下，相信一定能够建设出具有实效性

的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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