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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ꎬ以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内涵与培育路径为研究重点ꎬ深入分析了思政课教师具
有深厚情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ꎬ从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情怀和人民情怀 ３ 方面阐述
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基本内涵ꎬ提出了加强教育培训、完善相关制度、加强
舆论引导等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培育路径ꎮ
关键词:思政课ꎻ教师ꎻ情怀ꎻ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ꎬ旨在培
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１] ꎬ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办好思政课的关

的仁心仁术救治、关爱病人ꎻ对于警察和消防

键在教师ꎬ思政课教师的职业特点和使命任

家的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大情怀ꎻ对于教师

务需要其具有深厚的情怀ꎮ 只有具备深厚的

而言ꎬ良好的情怀表现在爱党、爱国、爱人民、

情怀ꎬ思政课教师才能不辱党和国家赋予的

爱社会主义ꎬ时刻把自己的职业使命与国家

神圣使命ꎬ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衷心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ꎬ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有用之才ꎮ

一、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情怀要深的意义
１. 深厚情怀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要求

员而言ꎬ良好的情怀主要表现为时时刻刻以
保护人民、保护国家为己任ꎬ具有舍小家为大

的前途 命 运 联 系 在 一 起ꎮ “ 教 师 是 立 教 之
本、兴教之源ꎮ 办好思政课ꎬ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ꎬ离不开一支政治素质过硬、育人水平高超
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ꎬ思政课教
师队伍使命光荣ꎬ责任重大ꎮ” [２] 思政课的关
键在教师ꎮ 思政课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职业是指个体服务于社会ꎬ通过自身的
知识和技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ꎬ从而

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主渠道ꎬ关系着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获得相应报酬ꎬ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工作ꎮ

的树立ꎬ需要思政课教师精心栽培、 积极引

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个体具备相应的理论知

导ꎬ用深厚的情怀感染学生、影响学生ꎮ 习近

识、技能、 情怀等ꎮ 不同的职业情 怀 要 求 不

平总书记指出:“ 思政课教师情怀要深ꎬ保持

同ꎮ 对于医生而言ꎬ具有良好情怀的一个重

家国情怀ꎬ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ꎬ在党和人民

要表现就在于对待病人时ꎬ不因病人的国籍、

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 关注社会ꎬ 汲取养
分、丰富思想ꎮ” [３] 思政课教师只有具有深厚

身份、职业以及性别而区别对待ꎬ以悬壶济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Ｌ１９ＷＴＡ０１３)
作者简介:顾世春(１９７７—) ꎬ男ꎬ辽宁凤城人ꎬ副教授ꎮ

６１８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的情怀ꎬ才能讲出生动感人的课ꎬ才能以情动
人、以情化人ꎬ使学生自觉成为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ꎬ成为担当民族伟大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ꎮ
２. 深厚情怀是思政课教师完成育新人使命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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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ꎬ并随着国家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的ꎮ 正如毛泽东于 １９３８ 年

提出:“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ꎬ看在什么样的
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ꎮ” [４] 在近代ꎬ我国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ꎬ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ꎬ数以万计的先进分子投

思政课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
社会主义情怀、人民情怀ꎬ才能在课堂上把学

身于革命中ꎮ 所以ꎬ爱国主要体现为推翻压

生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ꎬ使学生

本主义、封建主义ꎬ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

在学习和实践中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首要ꎮ

不懈斗争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ꎬ我国

同时ꎬ也能使学生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的工农业不发达、科技文化水平较低ꎬ与其他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ꎬ为实现中国梦贡献

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ꎬ当时的重要任务就是

自己的力量ꎮ 思政课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情

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状况ꎬ进行中华人民共

怀ꎬ才能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引导学生

和国建设ꎬ所以ꎬ爱国就是积极投身于中华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ꎬ进而影响学生的价值判

民共和国的建设当中ꎮ 改革开放时期ꎬ我们

断和价值选择ꎬ使学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

要改变过去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状况ꎬ有效促

上进行价值判断ꎬ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ꎮ 思

进生产力的发展ꎻ要解决人民温饱问题ꎬ改善

政课教师只有具有深厚的社会主义情怀ꎬ才

人民生活状况ꎬ逐步使我国人民从站起来走

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ꎬ

向富起来ꎮ 所以ꎬ爱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为我国人民谋幸福、谋利益ꎮ

解放思想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迫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

思政课教师只有具有深厚的情怀ꎬ才能

建设ꎮ 当下ꎬ爱国主义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实

完成其肩负着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ꎻ积极维护祖

代新人使命ꎮ 思政课教师可以通过自身情怀

国领土、领空、领海完整ꎬ各民族大团结、大融

在教学过程中唤起学生的爱国之情ꎬ潜移默

合ꎻ坚持爱国、爱社会主义和爱党相统一ꎻ坚

化地引导学生树立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

持改革创新、 爱国主义和世界眼光相结合ꎮ

强国之志ꎬ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渐转化为实际

思政课教师要心怀国家ꎬ把家国情怀付诸于

的报国之行ꎮ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学实践中ꎬ为祖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

不仅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的优秀人才ꎮ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同时ꎬ爱国与爱党是有机统一的ꎬ我国是社会

更要在行动上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主义国家ꎬ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ꎮ 中国共产

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思政课

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ꎬ中国共产党是

是向学生传递思想政治理论的前沿阵地ꎬ培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心骨ꎬ是领导核心ꎬ是

养学生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思想

被历史证明了的能带领我国走向伟大复兴、

认同的重要途径ꎮ 因此ꎬ思政课教师要具有

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党ꎮ 所以ꎬ思政课

深厚的情怀ꎬ充分利用自身素养去感染学生、

教师要热爱中国共产党ꎬ对党忠诚ꎬ牢固树立

影响学生、 指引学生ꎬ 使学生成长为心中有
爱、胸怀大志、立志报国ꎬ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ꎮ

二、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基本内涵
１. 家国情怀
爱国是抽象的ꎬ也是具体的ꎮ 爱国主义

“ 四个意识” ꎬ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ꎬ要时刻
关注党的方针政策ꎬ在思想上笃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ꎬ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ꎻ在行动上积
极践行党的路线、决策ꎬ用新思想武装自己、
充实自己ꎮ
２. 社会主义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道路决定命运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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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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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我国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ꎮ 正

中国特

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才使我国从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

富起来到强起来ꎮ 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者、

中不断摸索形成的ꎬ是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

培育者、启迪者ꎬ只有心怀社会主义、坚定中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ꎮ”

逐渐成长起来的ꎬ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
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ꎮ 鸦片战争时期ꎬ腐朽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 四个自信” ꎬ才
能更好地培养出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的封建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ꎬ无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有用之才ꎮ

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ꎬ无法解

３. 人民情怀

决鸦片战争带来的政治危机ꎮ 因此ꎬ在鸦片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中国的先进分

创造者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ꎬ也是从事生

子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ꎬ主张向西

产物质资料的主体ꎮ 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

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和管理经验ꎮ 在此期

切物质资料都是由人民群众所生产的ꎬ人民

间ꎬ无数先进分子前赴后继、不屈不饶ꎬ进行

群众对现有的技术手段进行不断革新ꎬ使生

了许许多多的尝试ꎬ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结

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进步ꎬ从而促进

束ꎬ依旧未能改变人民大众凄惨的命运和半

了整个社会的发展ꎮ 人民群众不仅是生产物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ꎮ １９２１ 年ꎬ中国共

质资料的主体ꎬ 更是创造精神产品的主体ꎮ

产党成立ꎬ义无反顾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

精神产品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ꎬ

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ꎬ成功推翻了帝国主义、

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精神产品的创

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ꎬ消灭

造ꎬ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们

了剥削压迫ꎬ使中华民族真正站了起来ꎬ最终

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精神产品ꎮ 人民群众还是

实现了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ꎮ 社会制度的更替ꎬ是

跃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我国积极推进改

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实现的ꎮ 人民群众在

革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

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生产力ꎬ从而推动生产

度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ꎮ

关系的变化更迭和社会的向前发展ꎮ 总之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是历史活动的主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ꎬ始终坚持和发展具有中

体ꎬ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要具有深厚的人民

ꎮ 建国 ７０ 多年以

出:“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ꎬ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ꎬ积极 “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６]

情怀ꎮ 早在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ꎬ 毛泽东同 志 就 指

来ꎬ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ꎮ” [８] 中国共

态发展过程中ꎬ“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的ꎬ是中国工

本利益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ꎬ体现人民共同意
志ꎬ维护人民合法权益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人阶级的先锋队ꎬ具体表现在 ３ 方面:首先ꎬ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ꎬ代表着历史

发展思想ꎬ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

的前进方向ꎮ 工 人 阶 级 是 我 们 党 的 阶 级 基

[７]

础ꎻ其次ꎬ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祉ꎬ走共同富裕道路”

ꎬ我国用最快的速度

走完了发达国家花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ꎻ最后ꎬ先进的马

历程ꎬ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ꎮ

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ꎮ 中国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用这些成就向全世界

产党不仅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同时也

人民证明了其显著的优势、展现了鲜明的特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ꎮ 先锋队的

色ꎮ 同时ꎬ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历程也表明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
的ꎬ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ꎮ 自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ꎬ始终践行这一根本宗旨ꎮ 习近平总书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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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
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ꎬ全心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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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和管理制度的建设ꎮ 健全思政课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ꎬ完善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办

因此ꎬ思

法ꎻ进一步改进思政课教师激励制度ꎬ以鼓励

政课教师要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ꎬ要思人民

思政课教师加强自身情怀建设ꎻ优化思政课

所思、想人民所想、忧人民所忧ꎮ

教师的引进制度ꎬ把思政课教师的情怀作为

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ꎮ”

三、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培育路径
１. 教育培训

教师引进的重要指标之一ꎻ围绕思政课教师
的情怀制定相关教学及科研活动的规章制
度ꎮ 第二、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完善思政

教育培训是提高思政课教师情怀的有效

课教师的培训制度ꎬ优化思政课教师的培训

方法ꎮ 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者ꎬ首先要接受

内容ꎬ增强思政课教师培训的系统性、 针对

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素养教育等ꎮ 高校和教

性、有效性ꎬ提升思政课教师培训质量ꎮ 充分

育管理部门要在思政课教师教育培训上下功

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ꎬ积极利用微信公众

夫ꎮ 第一、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要制定完整

号、微博、斗鱼、一直播、抖音、快手等平台对

的教育培训内容ꎮ 教育内容要包含爱国、爱

思政课教师展开全方位的网络培训ꎬ使思政

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等ꎬ“ 使思政课教师

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休息日、节假日、上下班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的空闲时间进行网络学习ꎬ不断提高自身情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ꎬ做为学为人的表率”

[１０]

ꎮ 第二、高

怀ꎻ各高校党组织可以吸取 “ 周末理论大讲
堂” 的经验ꎬ定期邀请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

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培训要具有连续

模范教师进行宣讲ꎬ为思政课教师情怀的提

性ꎮ 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

升提供厚实的“养分”ꎻ第三、高校要优化思政

的过程ꎬ需要经过多次教育培训才能达到预

课教师入职培养和师德培养制度ꎮ 对新入职

期的效果ꎬ所以ꎬ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思政

的思政课教师制定专门的情怀培养计划ꎻ对全

课教师的教育培训要具有连续性ꎬ循序渐进

体思政课教师要制定长期的情怀培养计划ꎮ

地培养思政课教师的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情

３. 加强舆论引导

怀、人民情怀等ꎬ使之牢牢地印在思政课教师

社会舆论影响着思政课教师的情怀ꎮ 要

心中ꎮ 第三、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培

想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情怀ꎬ就必须加强舆论

训要具有针对性ꎮ 相关部门要事先做好思政

引导ꎬ为思政课教师的情怀建设营造良好的

课教师的情怀调查研究ꎬ根据调查结果ꎬ有针

舆论氛围ꎮ 第一ꎬ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ꎬ以家

对性地培养思政课教师的情怀ꎬ使思政课教

国情怀、社会主义情怀、人民情怀为主题开展

师的情怀不断提高ꎮ 第四、高校和教育管理

相关的宣传活动ꎮ 高校要加大对优秀思政课

部门要丰富教育培训手段ꎮ 相关部门要充分

教师的宣传力度ꎬ深入挖掘优秀思政课教师

利用信息技术ꎬ开展线上教育培训ꎬ提高思政

的宣传素材ꎬ丰富宣传内容ꎻ加强对中国特色

课教师的情怀ꎻ 积极开发利用校园环境ꎬ 例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宣

如ꎬ通过校园大屏幕、校园板报等方式对思政

传ꎬ引导思政课教师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课教师进行情怀涵育ꎮ

观、人民观、历史观ꎬ为培育思政课教师的家

２. 完善制度

国情怀、社会主义情怀、人民情怀营造良好的

制度具有导向作用ꎬ良好的制度可以提

舆论氛围ꎮ 国家、社会、学校要对思政课教师

高思政课教师的情怀ꎬ相反ꎬ落后的制度对思

情怀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研究ꎬ通过开展与

政课教师情怀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ꎮ 因此ꎬ

思政课教师情怀相关的宣讲活动ꎬ带动整个

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完善与思政课教师相

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ꎮ 第二ꎬ

关的制度ꎮ 第一、高校要加强对思政课教师

为思政课教师的情怀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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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世春等: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情怀与培育路径研究

谈会上重要讲话[ Ｎ] . 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９ － ０３ －

加强网络上关于思政课教师情怀言论的管
理ꎮ 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上关于思政课教师
情怀的言论进行筛选和辨别分析ꎬ并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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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 .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行正确引导ꎬ为提升思政课教师情怀创造良

课教师座谈会与会代表热议 努力培养担当民

好的舆论环境ꎮ 第三ꎬ充分优化校园舆论环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９(４) .

境ꎬ推动思政课教师情怀的培育ꎮ

四、结

语

广大学生 是 祖 国 的 未 来ꎬ 民 族 的 希 望ꎮ
思政课教师作为学生前进道路上的引路人ꎬ
不仅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ꎬ更要有深厚的情
怀ꎮ 思政课教师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涵育广
大学生ꎬ以炙热的社会主义情怀感染学生ꎬ以
质朴的人民情怀关爱和服务学生ꎮ 通过对新

族复 兴 大 任 的 时 代 新 人 [ Ｎ ] . 人 民 日 报ꎬ

[４]
[５]

情怀的培育ꎮ 同时ꎬ也有利于思政课教师在
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情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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