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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basic mean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ers use for educatees. It is a bridge that link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Only 

the ways to use are proper and reasonable wi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t twice the results with half the efforts.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proceed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campus activities, 

social practice and so on, forming 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family and society. It 

educates the student with scientific cultures, moral characters, aesthetic senti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educ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ys is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lso is the important topic that each education worker should 

research.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nnovate education ways constantly and build 

democratic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 atmosphere for educa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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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消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以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刘江萍 

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昆明 中国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的基本手段，是

教育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只有途径运用得恰当且合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目前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活

动、社会实践等途径，与家庭、社会形成三维教育体系，或直接或间接的对学生进行科学文

化、道德品质、审美情操等方面的教育。军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

也是每一个部队教育工作者应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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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概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是高校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和教学任

务，用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教育影响，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且对社会有一定认同感的教育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

顺利开展所采用的主要方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是使受教育者能更好地接受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教育并付诸于行动所采用的符合高校特色和学生特点的方式方法。正如毛泽东

曾形象的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船或桥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是实现和完成高校教育目标的前提条件，也是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健康成长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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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要包括政治部、各学员大队

的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业教师、学员干部等，他们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共同营造出适合学员成长的教育环境。 

2. 消防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2.1. 重视课堂教学，采用灌输式教育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就是教育者正面地、直接地、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

使之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灌输是我党一直坚持的

教育途径，如今，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和西方思想的浸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得到中国

公民尤其是国家主力军——大学生的广泛认同。我国的高校都有专门的政治公选课，各个学

校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2]以及《形式与政策》等课程，公安消防部

队高等专科学校主要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政治理论课老师通过统一的教材与课程系统地向

学员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导学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流意

识形态。  

2.2. 注重通过校园活动或社会实践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各高校为了弥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程的不足，在采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的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走进社会的机会，

以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也

是如此。各种校级、班级教育活动是效果比较明显的一种教育途径，例如：时事政策讲坛、

庆国庆主题晚会、观看爱国主义影片以及其它参观访问活动、主题班组会等。同时进行多种

形式的义务服务，如爱心募捐、公益宣传、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等，这增加了学员对社会

现实的了解，加深了对劳动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认识，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学校运动会或其他

体育比赛也己成为学校培养学员心理素质的最好形式，比赛中所体现的集体观念和竞争意识

是学员们仅在课堂上难以体会到的。 

2.3. 利用传播媒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我国非常重视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网络都是我们生活中常

见的传播工具。军校也如此，面对求知欲强烈、接收新事物较快的学员，学校大力发挥校园

媒介的重要作用，以学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传播内

容，使学员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了解社会时事热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开设

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微信公共号、校园广播电视台、校园主页等积极传播校园文化和

社会先进文化的主流方向。 

借助于多媒体，典型教育也成为传递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高学员思想觉悟的重要途径。

典型教育是通过生活中典型的人或事进行教育，引发受教育者思想情感的共鸣，引导人们向

更优秀的人学习，较单纯的说理更有感染性和可接受性。新时期的典型教育应与新媒体结合

起来，例如组织学员观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历史人物故事等或邀请优秀校友座谈，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2.4. 重视院校党团建工作 

组织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党团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的一

直以来的优势和特点。[3]在军校中也一样，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党内可以开展“优秀团

干部”、“优秀党员”、“先进青年”评选等各种丰富的党团建设活动，每个学员大队也可

积极开展党团校或沙龙活动，围绕当前的社会热点进行讨论，及时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把

不良思想苗条扼杀在摇篮中。通过这些党团建工作的开展，充分发挥其政治导向、组织领导

作用以及党员的模范示范带头作用，把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吸收到党组织中。党团建工作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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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它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优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与党员、团员息息

相关的各类活动中，严格要求他们，积极培育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3. 对当代消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反思 

3.1. 消防院校侧重于显性教育途径 

我国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专门的教育者通过政治公共课或借助于

党团组织来进行的，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把观点或要求明确地告诉受教育者，体现了鲜明的政

治性、计划性。显性教育的见效是比较快的，消防院校也不例外。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及大

学生的特点，我国高校应更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两种教育途径相结合，在所有的课程中

都渗透德育的内容而不仅仅在公共政治课上，重视隐蔽课程的效果。同时注意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施路径从过去的单一化向多样化过渡，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积极采用如主题讨论、

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志愿服务等以学员为主体的活动，充分调动学员参与的积极性，强调

榜样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地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社会的要求传输给受教育者，延伸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效应，注重在实践活动中塑造学员的健康人格。 

3.2. 消防院校更注重教育者的引导作用 

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始终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种观念反映在思想政治

教育途径上就是重视教育者而轻教育对象，强调师道尊严，而不太注重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教育者应更注重学生自主性的发展，重视受教育者

的自省内求，也就是说留给受教育者更多的反思空间，锻炼其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能力，让

其检查自身的德行，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其实这也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之一。

儒家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认为反省内求是完善人格、达到圣人的途径，因此，儒家十分强

调“克己”、“内讼”、“正心”、“诚意”，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的学

生曾参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反求诸己”，这是对孔子“内省”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4]  

我国古今的教育思想都表明，只有使教育标准、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人的内在需求，产生

内在驱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而内驱力的产生和强化过程就是内省

与自求的过程。因此教育者的引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自省内求相结合在强调学生个性发展的

当代消防院校中有更深远的意义。 

3.3. 消防院校的心理咨询机构尚不完善 

我国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才刚刚经历了十多年，大部分高校才陆续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很多高校对心理咨询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从事该行业的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因

此，我国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大多还只是流于形式，公安消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也时如此。

但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和人们压力的增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或多或少的存在些心理问题或焦

虑，所以军校更应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咨询这方面的工作，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中，通过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专题报告、开通心理咨

询热线，开展团体心理训练活动等途径来提高学员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能力，解决学员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各种棘手的问题，促进学员不断成熟，增强学员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切实把对学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加大对心理咨询机构建设的资金投入，

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队伍，[5]为学员的身

心健康和健全人格发展提供保障。 

3.4. 消防院校应更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社会的合作 

毛泽东说过:“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

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6-8]这就是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

能只靠少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成，这应是全校乃至全社会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因为学员的茁壮成长关乎着祖国的未来。家长是首先对子女进行各方面的教育的人，当然包

括道德品质、生活态度的教育，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子女产生深远的影响，家庭氛围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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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子女的个性发展；学校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学员进行教育的专门场所；社会大环境对

公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社会的各个

部门和组织应共同形成一个目标一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综合教育网络，发挥教育合力

的作用，以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优化。 

消防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家庭教育的合作可通过家长学校、学校同家长的通讯往来等

方式加强学校同家长的联系，向家长介绍学生的在校表现，征求家长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配合

或意见，让家长也充分参与到学校德育工作中来，共商思想政治教育大计。同时，应充分发

挥社会公共环境资源的思想教化作用，院校或家长可通过带领学生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历史遗迹、名人故居或参加素质扩展训练等增强学员的民族自豪感和综合素质，适时引导学

员树立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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