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之

一。社会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或

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引导大学生掌握马克思

主义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根本途径。2009 年以来，吉林大学以为培养拔尖人

才而成立的试验班为依托，积极探索提高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效的实践教学方式，形成了以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班主任制度为基点的“双结合”的实践

教学模式，有效地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
目的，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真理性

的唯一标准，理论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脱离实践

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而最终流于形式。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指出：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

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因此，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中实行实践教学，便成为了实现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强化学生能

力培养的最有效方式。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是不可

能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可能形成符

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从现代活动课程教育理论来看

活动课程理论有时也叫“经验课程”，是相对

于系统的学科知识而言，侧重学生的直接经验的

课程，这种课程的主要特点在于“做”，在于手脑并

用，在于脱离开书本而亲身体验生活的现实，以获

得直接经验。[2]活动课程理论克服学科课程的封闭

性，它强调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探索解决问题的

方法。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中不仅应包

括“学科”课程，如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等课程，还应包括“活动”课程，即开

展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模式的创新

———以吉林大学试验班教学为例

韩喜平 陈松友 于 敏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 摘 要] 社会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引导大学

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途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班主任制度下的‘双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有效地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班主任制度；“双结合”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5707（2012）2- 0070- 03

韩喜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思 想 教 育 研 究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实践教学专题

2012 年 2 月

第 2 期 总第 205 期

70



（三）从思想政治理论的载体方面来看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

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

互相作用的真正载体，只能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

活动形式或者物质实体，而这种载体具有承载、导
向和培养功能，可以促进主客体相互作用，从而渗

透教育内容，提高教育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班主任制度下

的“双结合”实践教学新模式，该模式的基本内容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班主任制度

这里的班主任制与当前各高校实践中所采用

的普通班主任制存在着本质上和形式上的不同，

它是特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而设立的。我们

在每个试验班专门配备一名教学效果好、科研水

平高、教育能力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丰富的中

青年教师担任该班班主任，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实行跟班教育和管理。在这一项制度中，班主

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工作的承担者、组
织者和指导者，班主任在课内外与学生建立起亲

密的联系，并按照实践教学的目标，拟订各学期实

践教学计划，设计实践路径，确定实践主题，布置

实践教学内容，领导、组织实施实践教学活动，并

总结和评价实践教学活动。班主任还经常针对学

生的思想实际和理论需求科学调整教学安排，有

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生活中和理论上

的困惑，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问题

的能力。
班主任制度是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的前提，也是实践教学的主导者，避免了实践教学

中组织不一、管理混乱、协调不畅的局面，从而保

障了“双结合”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各实

践教学环节的完成。班主任制度的实施使 80% 以

上的学生普遍感觉到自己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导

航者，并由传统的比较被动的学习转变为积极主

动的设计、思考、查找资料、寻求解答。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班主任制度是全国首所高

校和学院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而率先创

设的一项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

育课的一项重要创新，具有鲜明的特色。
（二）采取“双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双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就是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中，一方面坚持课外实践教学和课

内实践教学相结合，另一方面坚持自主社会实践

和统一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
一是课外实践教学和课内实践教学相结合。

课内实践教学就是在教师的主导下，以学生为主

体，以直接主动参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为主要形

式。其优势在于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能及时把

握教学内容的难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教学活动，能

有效改变学生单纯听课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一些人的认知中，课堂似乎就

是进行理论教学的，课堂内不存在实践教学。其

实，实践的本质就是实践主体的亲身参与，凡是学

生作为主体积极主动、亲身参与的教学活动，都可

以称之为实践教学。我们在试验班的教学中，每学

期班主任都组织主题演讲、课堂讨论、主题辩论等

内容，以对相关课程的理论、历史背景、人物、政

策、时事等学生关注的思想难题、社会问题、热点

问题进行专题分析与讨论，班主任根据学生的表

现程度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我们

我们组织了培养法律意识，加强道德修养———由

“彭宇案”、“小悦悦案”等看中国道德与法律、帝国

主义侵略带来了什么？分析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谈

“入学后的感受”、“抄袭他人成果———无可厚非 /

应受谴责”（制裁）、“生命的价值———长江大学学

生勇救落水儿童引发的思考”等问题。课内实践之

外，我们在试验班，每学期都安排、组织有主题的

课外实践教学，以社会为课堂，通过参观考察来教

育学生。只有采取课内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

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才能更有深度，教学效果才能

更加符合教学的需要。从我们 2009 年的实践教学

来看，课内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是我校试验班

每学期必采用的实践教学方式，效果很不错。不仅

深化了学科理论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

识，也锻炼了学生口语和行为表达能力，受到了学

生的普遍认可与欢迎。
二是自主社会实践和统一社会实践教学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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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主实践形式”一般是以学生个体或者由学

生群体为基本单位，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

学进度，按班主任设定的主题，自己寻找实践地

点，进行社会实践，实践完成后要有照片和进行

PPT 介绍。自主社会实践地点多是选择科技文化

服务、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部门和单

位。在实践教学中，我们还根据理论教学内容采用

“统一社会实践教学”，即由班主任负责联系、组
织，并亲自带领学生参观和考察。我们利用吉林省

丰富的社会教育资源，与拥有教育资源的单位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不同政治理论课以及授

课内容的不同，带领学生到不同地方开展教学活

动。2009 年以来，试验班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开展了

诸如以“关注成长，关爱生命，营造民主﹑和谐﹑法

制的校园文化氛围”为主题的赴吉林省少年管教

所和长春市看守所社会实践活动、以“了解以人为

本思想内涵”为主题的赴长春市东站十委社区参

观活动、以“勿忘国耻、爱我中华”为主题的赴伪满

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东北沦陷史纪念

馆参观活动、赴吉林省博物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参观活动、赴长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了参观学习、赴朝阳区南湖街道湖东社区参观活

动等，我们做到了每学年、每学期都安排课外实践

活动。实践活动结束后要讨论写感受谈收获，最后

教师点评总结，构成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自主社

会实践和统一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既使学生加深

了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以及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班主任制度与具体实践教学中的“双结合”模
式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班主任制度是实施

课外实践教学和课内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及自主社

会实践和统一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前提和基

础，课外实践教学和课内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及自

主社会实践和统一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实现要

在班主任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它们统一构成思想

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

效果

通过试验班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改革

与实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实验班取得初步的

效果，学生进步明显。以 2009 级白求恩医学实验

班为例，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思想政治进步明

显。通过社会实践教学，学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理解，加深了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

解，更加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政治觉悟明

显提高。据统计，2009 级白求恩医学实验班共 39

人，已有 30 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5 人成

为入党积极分子，2 人发展成为正式党员。二是学

生的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据统计，实验班

有 1 名学生自己利用假期主动去家乡的福利院看

望老人，有 10 名学生自发去敬老院看望老人，9 人

去卓雅脑瘫康复中心服务，11 人去特教学校支教。
三是学生参加社团组织积极。据统计，实验班参加

红十字社团 6 人，参加阳光青年志愿者协会 6 人，

青年志愿者协会 2 人，参加绿野协会 1 人；学生科

研意识提升，到目前有 1 名学生在院报上发表了

文章 2 篇。四是班级竞争意识、参与意识增强，获

得奖励可观。据统计，班级拔河比赛获得集体第一

名；合唱比赛第一名；太极拳比赛一等奖 18 人；长

拳比赛一等奖 15 人；演讲比赛三等奖 1 人；全国

英语竞赛特等奖 1 人,二等奖 1 人,三等奖 6 人；主

持人大赛一等奖 1 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1 人；校

区优秀学生干部 1 人。在试验班，思想政治理论各

门课程成为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

质、身心健康素质和创新素质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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