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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的定位与构建
王晓婷 游 翔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沧州 061001）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思想政治课教师存在角色定

位问题，如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角色心理冲突，角色信念不坚定，角色行为冲突等等。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角色问题与

思政课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

围绕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的定位与构建这一中心，对高校思想政治课与高校思政课教师；高校思政课教师应有的角色

定位；高校思政课教师角色构建的渠道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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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the role of positioning, such

as the role of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is not clear,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onflict, the role of faith is not firm, the role of

conflict and so on.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

rect outlook on life, the world outlook and values play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channel and the main position.

Therefo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er location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college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the role of teachers

should be the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channels and ways to 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ro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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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作为中国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引

领和教育者，有着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高

等教育改革，顺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理

应转变旧有的观念，重新构建全新的教师角色。这将对我国高

校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祈祷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高校思想政治课与高校思政课教师

1.1 高校思政课的性质与作用

当前，我国各高校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

置。思想政治课能够通过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当

前大学生在个人理想、政治信念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体现出了

鲜明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作用体现

在：高校思政课具有政治导向的功能。通过课堂讲解，传递给

学生准确的政治知识，引导学生的产生共鸣，从而提高其政治

素养，强化其政治认知；高校思政课具有充实学生知识体系的

功能。通过将我国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真实史料娓娓道来，帮助

学生了解中国，认知中国，热爱中国。高校思想政治课具有提

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能力的功能。通过理论学习，大学生能

够学会运用科学的世界观认识和了解世界，学会运用科学的方

法论指导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1.2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任务

高校思想政治课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因此作为这门课程的设计者、实践者和主讲人，高校思

政课教师的身上，富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使命。一方面，思政

课教师要解决出现在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认知问题，为他们答疑

解惑，指点迷津。另一方面，也要教授他们认识和解决事件的

能力。在文化霸权和文化入侵的今天，学生难免会心有疑惑、

不知何去何从。思政课教师一定要做学生的引导者和倾听者。

倾听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困惑。对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做

出讲解，还要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高校思政课教师角色定位

2.1 传统观点中思政课教师角色

中国的教师一直被赞美成为“蜡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些比喻凸显着人们对教师职业的崇敬和赞许，但也体现着旧

式教育的一些弊端。例如“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除了讴歌

教师的奉献精神，也把教师的教育过程被完全解读为付出和奉

献，而并没有教师个人的成长，收获与提升。“灵魂的工程师”

这一说法，反映了教师职业对学生性格和精神的塑造。但是，

工程师对产品而言，是设计者，是开发者，是塑造者，这种设计

与被设计的观念曾长时间的禁锢着高等教育。教师是工程师，

塑造整齐划一的产品即学生。从育人的角度看，传统的教师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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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定位是有偏差的，是需要被调整的。

2.2 当前形势下思政课教师应有的角色定位

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转变旧有观念重新审视自己，准确给

自己进行角色定位。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以社会需要、学生需要

为出发点，在课堂上与学生建立一种互动的知识交往关系。必

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多种方式的引导、帮助、促进下，

使学生主动改造自己的认识世界。在教学实践中，思政课教师

尤其要注重自身角色的定位，强化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师生间

的信任度。可以提供各种帮助和引导，做好调控，把握好方向，

努力实现教学的平等，教育的民主。我国社会发展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变化，要求高校思政教师成为终身学习者、

教学研究与设计者、学生的引导与合作者和创新思维的激发者。

3 高校思政课教师角色构建

3.1 成为终身学习者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前提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都在不断

的加强。面对着未经筛选的各类信息，大学生成为了最容易被

煽动的一个群体。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先行树立起终

身学习的理念。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更要拓宽自己的

知识面，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思政课教

师给学生指明方向，给学生明确答案，更重要的是令学生心悦

诚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位孜孜不倦，乐于进取和勤学

善思的思想政治课教师，一定可以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令人信

服的形象。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3.2 转变教学方式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的基础

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是以转变传统教学方式为基础

的,应从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评价模式四个方面实

现转变。

具体来说，转变教学观念即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注重

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形成合作学习的氛围，促进师生合作

与生生合作，共同成长、进步。转变教学手段，主要指积极运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形成合力。例如，微课

是一种新的教学尝试，立意新颖、充满趣味和吸引力的微课，一

定可以将知识潜移默化的入脑，入心。转变教学内容主要指，

思政课教学应当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应以开放性的眼光，

结合学生专业实际，创造出开放性的教学新知识，新内容。让

思想政治课走出书本，走出课堂，在实践中得以论证。最后，要

转变思想政治课的评价模式。既重视理论的考核，又强调实践

的表现。既进行结论式的答卷，更强调过程的表现。尽可能的

针对学生的个体性，引进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统一的评价方法，

才能真实反映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效果。

3.3从学生需求出发设计课程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

的桥梁

想要教育好学生，先要做到了解学生。只有关注当前大学

生真正的知识需求，根据学生学习情况的动态变化，有针对性的

设计课程，实施课程，才能真正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思政课教

学的最终目的是端正学生的思想品德，提高学生的政治和法律

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思政课教师

的教学必须适应学生需求，设计课程要考虑学生的个体性。每

个学生的认知能力不同，在面对同样的学习或生活难题时，有些

学生会做出不成熟、不理智的选择。思想政治课课程设计要从

学生的真正需求出发，解决“可能出现的难题”。从学生的需求

出发，通过巧妙的课程设计，适时适度的点拨学生、提醒学生、培

养学生、塑造学生，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

3.4 增进师生合作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的途径

放眼当前的思政课课堂，大多数采取合班授课，大班授课

的方式，教学虽然进行了一些方式方法的创新，但依然是以教

师教授为主题，教师教，学生学的单向度教学。这与思政课教

师角色定位偏离有着直接的联系。想要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

增进师生合作，使教学相长的情境真实发生在每一个思政课课

堂上，加强师生合作，师师合作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首先，提倡

平等的教育观念，从根本上使不容置疑的“一言堂”消失。让学

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尊重学

生，学生理解教师。其次，采用一些具体的方法，增进思政课课

堂的师生互动，既提倡原有的提问法，发现学生理论掌握的不

足之处，一堂课有所收获。也可以采用师生角色互动方法，让

学生参与到讲课过程中，完成一个小问题的课件制作，课堂展

示等。第三，思政课课堂要纵向延伸到课下，教师与学生的互

动也应当延伸到课下。建立 QQ 群，微信群，发布一些微课作

品，时政热点问题让学生讨论、与学生交流。大大减少了时间

和空间不足给思政课师生交流不足的阻力。最后，良好的师师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学生和

课堂上，却忽视了思政课教师之间其实是需要互相学习，分享

经验，取长补短，交流讨论，共同进步的。

3.5 积极引导学生创新是思政课教师角色构建的方向

高校思想政治课的特殊使命，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会学生如何认识世界，如何面对人生

以及如何评价事物。在此基础上，还要为学生阐明改造世界的

路径和方法。社会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创新的理念在中国传

统的教育模式中是被压制和否定的，我国大学生通常都表现出

执行能力强，创新能力差的特点。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的课堂

上，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创新理念，使学生勤于思考、乐于创新。

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深刻理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能只是

坐而论理，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把自己的创新精神，真正的运

用于实践，并且指导实践。积极引导创新，应当是新时期思想

政治课教师角色构建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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