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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abstraction are not so efficient. The 

reasons are variou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ble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oo limite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very rich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content. It is not only broad and profound, but also has interesting and strong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function, some of which still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not only can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indoctrination resource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interest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 try to discuss them from thi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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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较强，课堂实效性不理想。其原因可以说是

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文化因素融入得太少。优秀传

统文化中包含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教化内容，其优点不仅在于博大精深，而且富有趣味性以及

极强的思想教化功能，其中有很多方面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

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不仅仅可以挖掘、开发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教化资源，而且可

以大大的提高思政课的趣味性，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为此，笔者试从这一视角进行一些有

益的探讨。 

1．引言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整体状况从有些方面来说不容乐观。

思政课就是老师在课堂教学上一味地讲解，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从内容上来看，有相当一

部分的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只是注重书本内容，很少关注学生是否感兴趣。造成思政课出现

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过于重视基本

原理、概念的解释和阐述，使相当多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空泛”，[1]思政课中中

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融入得不够。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

其广博的内容以及灵活生动的思想教化方法，都值得我们当代人去学习、运用和发扬。在思

政课上加强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增强高校思政课趣味性、知识性、高效性，提高思政

课实用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8)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3

103

mailto:605081866@qq.com
mailto:605081866@qq.com


 

2. 高校思政课中传统文化因素融入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严峻的现实状况是绝大多数高校忽视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主要作用”。[3]目前，在高校思政课中，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入很少，其主要表现在

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中所设置中的四门公共课传统文化科目的缺失和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网络课堂中传统文化因素的缺失，以及作为思政课

主体的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传统美德的缺失。 

2.1 课程体系设置中传统文化因素的缺失 

现行的四周可“05 方案”明确指出把“原理”、“概论”、“纲要”以及“基础”等作为大

学生思政必修课。我们从单科来看，后三门都有一些章节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内容，而“原理”

也应该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内容，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从课程设置来看，高校并没有专门开设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思想教育必修或者选修课程。

从这一现状说确实体现了当前课程及教材体系建设的缺憾。 

2.2 高校思政课堂教学传统文化因素的缺失 

目前，在很大一部分高校的思政课课堂教学里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传统文化教育

在思政课中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和比例。高校的思政课课堂教学所涉及到的传统文化内容，

也仅仅只是局限在书本的某些章节提到的有限内容。近年来，虽然部分高校也举办过一些有

关传统文化方面的论坛、专题讲座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学术性与专业性较强，并且只是讲

座和论坛的性质。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些活动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是非常有

限的。 

2.3 作为思政课教育主体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中传统美德的缺失 

大学生是思政课教育的主体，从现状来看，他们的思想以及由思想所表现出的行为中却

明显缺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品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大学生社会公德的缺失 

也许在思想认识上，在理论上，大学生都清楚地明白在学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爱护公物

等，在家要尊重长辈，体谅父母的艰辛，在公共场所要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言行

举止要符合社会文明等，因为从小老师就在这样教育。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做得不够好。这说

明我们在过度追求分数的时候，一些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慢慢被忽略了。对于进入大学，马上

就要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加强这些传统美德的教育是势在必行的。 

2.3.2诚信意识的缺失 

当前的大学生缺乏诚信的问题日益突出，考试舞弊、找人代考、替人做“枪手”、抄袭论文等

现象等屡见不鲜。有调查数据显示，“31.12%的学生有过作弊行为”，[4] “对于拖欠国家助

学贷款和学生违约现象，有 9.09%的反面数据”，也就是不按时偿贷款被纳入“黑名单”，“有

51.4%的学生认为发生在校园中的考试作弊这种行为虽不道德，但可以理解”，[5]而 2002 年

11 月 1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所高校求职的学生中竟有近百名“学生会副主席”的新闻

报道。上述存在的现象，反映了我们教育中存在的对传统文化中“言必信，行必果”等理念

的缺失。 

2.3.3艰苦朴素意识逐渐的淡薄。当前在校就读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出生于上世纪 90年代，由

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家庭生活环境越来越优越，再加上社会上大环境的影响，国家对人

民生活水平的关注等诸多因素，这些没有吃过苦的学生艰苦朴素的意识逐渐淡薄。在生活上，

衣着讲高档，聚会讲排场，吃穿讲攀比，玩乐讲多样，消费讲超前，推崇及时行乐。另外，

对于公共资源没有一个节约的意识。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3

104



 

3. 高校思政课中传统文化因素缺失的原因 

党和政府对于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所起的作用和功能也很重视，并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的决议和文件。从本文的第一部分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中，

传统文化因素重视力度不够，缺失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关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3.1 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未能具体落到实处 

中央对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大作用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在党

的重要会议中屡次进行强调，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习近平在十九七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6]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功能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并屡次强调要充

分利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此颁布

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也相应地很少涉及。这样的话，不得不说是一种很

大的缺憾。 

3.2 高校教学重专业、轻思政，思政课重政治、轻思想的倾向越来越突出 

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偏重于对大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带有政治性的内容明显重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容。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7]习近平在纪

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

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

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8]因此，高校思政课理应把弘扬传统

文化作为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尽人意。从大学生的自身方

面看，许多大学生为了就业，就过分的重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他们把大量的课外时间集中

在英语四六级、三笔考试、普通话、计算机、考研、考公务员，以及一些可以直接用于就业

的各种从业资格证的学习上，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修养与提高。 

3.3 兼有传统文化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的师资队伍缺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树立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是其生命力所在

的理念。”[9]从高校中从事思政课教学的教师队伍情况来看，他们的传统文化理论知识水平

相对来说较低。这种状况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思政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与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机结合，从而直接导致了高校里思政课传统文化因素的缺失。 

3.4 以思想教育为主旨的传统文化教材图书短缺 

截止目前，没有一本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编写的、高校思政课通用的、以传统思想道

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有些高校可能会结合当地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编写一些选修教材，

并开展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讲座。但是，从长远的、全面的眼光来看，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传统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影响。 

4. 加强在思政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好形势下，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有

一个全新的、理性的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论

是在内容上、功能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拙文《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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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契合共通》中已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一契合性

给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可行性。在思政课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资

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4.1 加强和改进教材体系建设 

目前，要在思政课教材中加大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力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4.1.1在现行的“05”方案的四门教材中加强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 

目前这四本教材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较多的有两门，即《纲要》课和《基础》课，

《概论》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涉及，但所融入的内容相对较少。从目前四门课程融入的内容

来看，远远不够，都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4.1.2增加一些专门进行传统美德和思想教化的必修课 

为了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四门必修课之外，再增加一些

专门进行传统美德教育与思想教化的必修课，这些必修课可以涉及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关于修齐治平、为人处世、物质利益观、自强不息、社会责任感、自信心、爱国主义、民

族自尊心和谐社会和大同社会等等内容。 

4.1.3增设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选修课 

通过增设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选修课，以此来作为必须课必要的补充以及延

伸。开设这些必修课与选修课，可以将一些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教化内容直接传授给学生，

使之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学生的精神追求，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2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思政课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桥梁，也是开展融合的关键。”[10]高校思

政课教师首先应当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知识

可以信手拈来。因此，在思政课中加强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就必须打造一支具有过硬本领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还要具备坚实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复合型教师队伍。这

就要求： 

4.2.1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培养方面，应当加强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目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点或博士点在培养高校教师的时候，只注重这些研究

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而轻视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如果这一局面

能得到改善，也是目前在大学生师政课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因素融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4.2.2加强有传统文化功底的教师进入思政教师队伍 

可以考虑将目前高校文学院与历史文化学院部分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教师引进到思政

课教师队伍中来，从事一些专门的传统文化道德体系的工作。当然，这一批教师同时还要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4.3 深化教学模式的改革，继续加强在思政课堂中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 

深化当前的教学模式的改革，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网络课堂中加强传统文化因素的

融入力度，是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

之一，也是加强在思政课中融入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的必然选择。在思政课的第一课堂、第

二课堂和网络课堂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加强现有教材体系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必然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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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加强第一课堂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在第一课堂中，教师可以充分的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主阵地主渠道的作用，有

计划有目的地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第一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具有民族形式

的风格语言去通俗地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刻道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优秀的民

族文化，这样，不仅传承和升华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二

者相得益彰。 

4.3.2加强第二课堂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第二课堂，可以引导学生诵读经典，也可以带领学生们到历史文化遗

迹、博物馆等实地考察学习。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和博物馆都是最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资源之一。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单调、枯燥的说教，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大学生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从而让学生们能够在生动活波、丰富多彩的德育教化形式中大大的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并获取很好的德育效果。 

4.3.3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课堂的优势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引导网络文化发展，实施网络内

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11]利用网络来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了高校思政课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传播传统道德文化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在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上开设一个优秀传统文化专栏，这样大

大的推进在思政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从而有效的提高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

增强课程的实效性。 

5. 结束语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著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在

中国传统文化地宝库中，中国传统道德是最重要地一部分内容”。[13]“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14]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堂教学中，是一项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措施。”[15]如何把这些优势转化成

丰富的思政课堂教学资源，是我们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历史关头，要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

传统文化，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

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来寻求将二者结合契合点，不断提升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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