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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在与疫情斗争的过程中凸显与凝练的伟大抗疫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资源ꎮ 深入挖掘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
义ꎬ破解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提出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对策ꎬ即融入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ꎬ发挥第二课堂熏陶作用ꎻ融入社会实
践活动ꎬ发挥实践育人作用ꎻ融入网络育人阵地ꎬ发挥网络育人作用ꎻ融入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ꎬ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等ꎬ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探索与思考ꎬ
旨在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的思路ꎬ提升育人成效ꎮ
关键词:伟大抗疫精神ꎻ大学生ꎻ日常思想政治教育ꎻ融入对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ꎬ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教育、 融 入 “ 学 习 观、 成 才 观、 就 业 观、 人 际

重要讲话中指出:“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

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的教育实践活动ꎮ 探索

死较量中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ꎬ铸就了生命至上、举

的有 效 对 策 具 有 重 要 的 时 代 价 值 与 现 实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

意义ꎮ

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ꎬ

一、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疫情表彰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发表的

大抗疫精神ꎮ” “ 伟大抗疫精神ꎬ同中华民族
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
和发展ꎬ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ꎬ丰富了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ꎮ”

[１]

伟大抗疫精神

观” 的指导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从而引导

１. 伟大抗疫精神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了宝贵资源

的深刻内涵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

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

了新的资源与思路ꎮ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

育的重要内容ꎬ通过运用多种教育资源激发

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ꎬ是指高校学生工作

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及时代责任感ꎮ 其中ꎬ教

队伍主动将伟大抗疫精神的丰富内涵和价值

育资源的感染力、亲和力是保证教育取得成

指引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感

效的重要条件ꎮ 疫情爆发后ꎬ人们认识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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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严重性ꎬ快速地投入到举国抗疫的战斗

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生动教材ꎮ 高校应站在青

之中ꎮ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ꎬ白衣战士逆

年学生的角度ꎬ通过鲜活的事例ꎬ剖析国家、

行出征ꎬ人民军队冲锋在前ꎬ科研人员努力攻

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ꎬ将伟大抗疫精神中

关ꎬ社区人员坚守岗位ꎬ志愿者们积极奉献ꎬ
广大群众坚守家中ꎮ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体现的国家、社会、人民 ３ 个层面的价值追求
融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ꎬ引导青年学生勇

中ꎬ全国上下一条心ꎬ 团结起来跟疫情比速

于担当历史使命ꎬ立足自身实际ꎬ积极奉献ꎬ

度、比耐力、更比信心ꎮ 这举国同心的壮举充

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ꎮ

分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刻内涵ꎬ为大学

４. 伟大抗疫精神为大学生科学精神教育提供

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宝贵教育资源

[２]

ꎮ

２. 伟大抗疫精神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供
了生动教材

了内容遵循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ꎬ是推动国家和
社会向前发展的源动力ꎬ对青年学生进行科

理想信念是人生航线上的灯塔ꎬ指引前

进的正确方向ꎻ是人精神上的“ 钙” ꎬ坚实人

学精神教育是极为必要的ꎮ 近年来ꎬ国家鼓
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是从科学技术发展

们的脊梁ꎮ 疫情来势凶猛ꎬ扰乱生产生活ꎬ夺

的角度出发出台的政策ꎮ 高校在大学生科学

去人的生命ꎬ然而ꎬ面对万分凶险的境况ꎬ无

精神教育方面ꎬ不能只停留在科学知识的学

数白衣天使逆行出征ꎬ无畏凶险ꎬ挺身而出ꎬ

习层面ꎬ更要注重培养尊重科学、求真务实、

多少战士冲锋在前ꎬ不惧艰难险阻ꎬ中国人民

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ꎮ 在与疫情的战斗中ꎬ

团结一致ꎬ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防护墙ꎮ 许

科学技术发挥的力量和作用毋庸置疑ꎮ 党中

多人牺牲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ꎬ他们舍生忘

央的决策部署、 治疗方案的探索、 疫苗的研

死ꎬ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坚定信念的生动

发、手机健康码的管理、学生的线上授课、人

写照ꎮ 此次疫情ꎬ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们的科学防护等多项措施ꎬ都是遵循科学规

的优越性以及中国人民不畏困难、战胜困难

律ꎬ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实施的ꎮ 强大的科学

的意志品质ꎮ 抗疫精神蕴含的一系列精神元

技术手段作为支撑ꎬ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强

素ꎬ如奉献、团结、奋斗和担当等ꎬ也正是大学
生需要补足的精神之“ 钙” [３] ꎮ 在大学生的

的科学技术保障 [６] ꎬ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ꎬ更充分展现出尊重科学、勇

理想信念教育中注入伟大抗疫精神ꎬ用鲜活

于创新的精神ꎮ 通过抗疫的事例ꎬ能教育引

的案例激发其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ꎬ使其

导大学生在学好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ꎬ培养

坚定“ 四个自信” ꎬ锤炼顽强意志ꎬ培养不怕

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ꎬ学会思辨ꎬ用科学的方

牺牲、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担当意识ꎮ

法解决问题ꎬ求真知识ꎬ做真学问ꎬ刻苦钻研ꎬ

３. 伟大抗疫精神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提

守正创新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ꎮ

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ꎬ国家就有前途ꎬ民族就有希
望ꎮ” [４] 大学生是肩负祖国建设重任的青年
群体ꎬ理清国家、社会、人民的关系ꎬ是大学生

二、当前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１.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的
途径单一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ꎻ是激发其努力学

校园文化活动是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

习ꎬ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奋斗的动力ꎮ 面对疫

治教育的有效途径ꎮ 当前ꎬ各高校充分发挥

情ꎬ中国积极分享抗疫经验ꎬ向全世界展现了

伟大抗疫精神的感染力ꎬ将其融入校园文化

大国的担当与风范

[５]

ꎮ 全社会的青年人广

活动ꎬ使其成为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ꎮ 但由

泛参与其中ꎬ在不同的岗位上诠释着青年一

于此项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ꎬ纵观各高校开

代的道德担当ꎬ他们的事迹都成为了大学生

展活动的方式ꎬ较普遍的有创作宣传伟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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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精神的歌曲和舞蹈作品、举办抗疫主题的

工作ꎬ从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心理咨

书画展等ꎬ受众面集中在有艺术专长的学生

询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多个方面

中ꎬ导致效果受限ꎮ 高校应充分拓展校园文

进行了有效探索ꎮ 新冠疫情给大学生的心理

化活动中文艺、体育等多方面的载体ꎬ拓展伟

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ꎮ 目前ꎬ高校

大抗疫精神融入校园文化活动的载体ꎬ创新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

活动形式ꎬ使教育活动更加可持续ꎬ进一步营

动的内容和形式基本停留在伟大抗疫精神和

造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热烈氛围ꎬ使伟大抗

抗疫故事的讲授层面ꎬ未能深入探索伟大抗

疫精神真正走进学生内心ꎮ

疫精神背后的生命教育支撑、伟大抗疫精神

２.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
内容有待拓展

融入更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方法、伟
大抗疫精神中所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是高校实践育
人的重要途径ꎮ 疫情发生以来ꎬ中国各大高

等ꎮ 因此ꎬ高校应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家ꎬ对

校纷纷鼓励广大学生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服

进行系统性研究ꎬ真正让伟大抗疫精神走入

务ꎬ充分发挥高校大学生的青年先锋作用ꎬ广
大学生能够亲身践行伟大抗疫精神ꎮ 但与此
同时ꎬ高校对伟大抗疫精神融入社会实践活
动的探索相对薄弱ꎬ仅在原有实践活动体系
中加入伟大抗疫精神理论宣讲团的内容ꎬ而
社会实践内容包含理论宣讲、实地调研、学科
实践等多个方面ꎬ应从多个方面充分探索伟
大抗疫精神融入社会实践的内容和途径ꎬ提
升伟大抗疫精神作为实践育人鲜活教材的
价值ꎮ
３.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网络育人阵地的
活力不高
近年来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加
强网络育人阵地建设ꎮ 通过开通思政专项的
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账号ꎬ开展大学生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ꎬ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但疫情发
生以来ꎬ高校主要利用网络育人阵地来发布
疫情相关报道、发起抗击疫情倡议ꎬ这些方式

伟大抗疫精神充分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心灵ꎮ

三、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对策
１.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校园文化活
动ꎬ发挥第二课堂熏陶作用
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载体ꎬ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润物
无声地广泛传递的重要方式ꎮ 因此ꎬ探索伟
大抗疫精神与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契合的途
径十分重要ꎮ

(１)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校园文体活动

校园文体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主体内
容ꎬ应充分挖掘校园文体活动与伟大抗疫精
神的契合点ꎬ例如ꎬ举办宣传伟大抗疫精神的
书画比赛、讲述抗疫故事的演讲比赛、“ 抗疫
在身边” 主题文艺晚会、“ 抗疫先锋、强健体

活力不足ꎬ不能有效吸引大学生浏览和关注ꎬ

魄” 主题体育活动等ꎬ吸引广大学生参与其

因而基础浏览量有限ꎬ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

中ꎬ使其深刻领会伟大抗疫精神ꎮ

的目的ꎮ 因此ꎬ高校应发挥网络育人阵地灵
活度高、覆盖面广、 传播速度快等多方面优

(２)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学生社团活动

学生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组

势ꎬ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伟大抗疫精神、

成部分ꎬ应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带动作用ꎬ寻

抗疫故事在网络上进行展示ꎬ提高抗疫精神

找社团活动与伟大抗疫精神的契合点ꎮ 特别

融入大学生网络育人阵地的活力ꎬ实现高校

是理论宣讲类的社团ꎬ应在社团指导教师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ꎮ
４. 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

带领下ꎬ站在大学生的视角ꎬ将伟大抗疫精神

动的深度有限
近些年ꎬ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学习和宣传融入到相关社团活动中ꎬ使学
生结合自身的学习和生活实际ꎬ将伟大抗疫
精神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充分展现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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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创作宣传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作品

３０５

展社会调查了解家乡的抗疫实践ꎬ成立宣讲

文化作品的传播是最具宣传力度的手段

团前往中小学宣传防疫知识ꎬ走进医院了解

之一ꎬ高校应通过抗疫主题海报设计大赛、抗

医生的实际工作等ꎮ 鼓励大学生结合所学专

疫主题短视频大赛、抗疫主题原创歌曲大赛

业ꎬ在家庭所在地适时进行抗疫志愿服务活

等形式

[７]

ꎬ鼓励大学生主动创作宣传伟大抗

动ꎬ在一线服务中ꎬ发挥当代大学生的青年先

疫精神的文化作品ꎬ以大学生的视角ꎬ用大学

锋模范作用ꎬ勇担时代使命ꎮ

生的表达方式ꎬ将对伟大抗疫精神的理解和

３.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网络育人阵

传承体现到文化作品中ꎮ 同时ꎬ高校应对宣

地ꎬ发挥网络育人作用

传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作品进行多角度、多

网络时代ꎬ高校应利用互联网发展带来

方面的宣传和展示ꎬ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方

的教育契机ꎬ将伟大抗疫精神资源充分融入

式ꎬ充分营造深入学习和传承伟大抗疫精神

网络教育ꎬ提高大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

的浓厚氛围ꎮ

对性、时效性、感受性ꎬ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

２.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ꎬ发挥实践育人作用
实践育人是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途径之一ꎮ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ꎬ可以使学
生深入了解社情、国情ꎬ坚定“ 四个自信” ꎬ树
立坚定的理想信念ꎮ 因此ꎬ将伟大抗疫精神
融入社会实践活动ꎬ能够充分发挥实践活动
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作用ꎮ

(１)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实践理论宣讲

理论宣讲是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十分重
要的一项内容ꎮ 通过理论宣讲团的实践ꎬ可

于心、外化于行 [８] ꎬ提升育人成效ꎮ
(１) 打造网络思政小课堂

疫情全球蔓延之后ꎬ由于不同国家受到
疫情影响程度不同、国家体制不同、采取措施
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等形成了一些误解ꎬ某些
“ 有心人” 在网上散布不良不实的信息ꎮ 这
些负面信息某种程度上会给缺乏理性判断的
大学生带来思想上的困惑和动摇ꎮ 而新冠疫
情催生了“ 互联网 ＋ 教育” 模式ꎬ同时也带
来了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的改变 [９] ꎮ 因此ꎬ高
校应利用网络育人阵地ꎬ打造网络思政小课

以使大学生深入学习国家的大政方针ꎬ并通

堂ꎬ在网上对抗疫过程、伟大抗疫精神等进行

过自己的方式传递给普通民众ꎮ 将伟大抗疫

解读ꎬ积极正面宣传ꎬ消除负面报道影响ꎬ引

精神纳入社会实践的理论宣讲模块ꎬ为大学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ꎬ提高辨别能力ꎮ

生深刻理解伟大抗疫精神提供有效平台ꎮ

(２)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具体实践活动

(２) 开展伟大抗疫精神网络传递活动

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优势ꎬ结合大学生的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利用假期

特点ꎬ设计开展抗疫志愿服务传递活动、表白

走向社会、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ꎮ 高校将伟

抗疫英雄漂流活动、抗疫故事讲述活动等具

大抗疫精神纳入社会实践活动内容ꎬ鼓励有

有广泛性、传递性的网络活动ꎬ将伟大抗疫精

条件的学生实地参观“ 火神山” “ 雷神山” 医

神的宣传通过传递的方式ꎬ在网络上迅速铺

院ꎬ结合疫情发生时的真实案例ꎬ去体会抗疫

展开来ꎬ充分营造网络上学习宣传伟大抗疫

过程的艰难、伟大抗疫精神的可贵ꎮ 学校还

精神的浓厚氛围ꎮ

可以组织抗疫英雄采访团ꎬ去采访在抗疫过
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和集体ꎬ通过了解

(３) 宣传抗疫文化作品

高校应充分挖掘抗疫故事 中 的 精 神 食

抗疫过程背后的故事ꎬ学习英雄舍生忘死的

粮ꎬ讲好抗疫故事ꎬ创作文化作品ꎬ感动学生

担当精神ꎮ

群体ꎮ 同时ꎬ积极发动大学生广泛参与伟大

(３) 积极开展抗疫志愿服务活动

抗疫精神文化作品的创作ꎬ通过为抗疫英雄

应充分整合校外资源ꎬ创建多层次的实

画像、作诗、写歌、编剧等多种形式ꎬ利用网络

践平台ꎬ例如:参与社区、医院的志愿服务ꎬ开

媒体传播相关作品ꎬ将学习伟大抗疫精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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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生活有效连接ꎬ营造学习伟大抗疫精神、
讲述抗疫故事、践行抗疫思想的浓厚氛围ꎮ
４. 将伟大抗疫精神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ꎬ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容
忽视的一环ꎮ 此次疫情给大学生生命观带来

工作的突破口ꎬ使其内化为价值追求ꎬ外化为
实际行动 [１１] ꎬ为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提供有价
值的思路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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