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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各高校都在探索高

校思政课改革的种种路径。在课程设置、教材体系、教学方

法等方面，思政课的改革成绩斐然。然而，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改革成效的检验，即思政课课程考核改革方面，理论

界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本文立足于培养创新能力为

核心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分析了我国高校思政课现行

考核模式，从本课程现行考核模式、考核改革目标和改革具

体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 考核方法 改革

Research on Assessment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Wang
Xiaot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further strength-
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exploring various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has been suc-
cessful in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arrangement, teaching mate-
rials, teaching methods and so on. However,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college students, that is,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ssessmen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there are not many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ability as
the c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assessment mode of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arries out an in- depth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current curriculum assessment mode,
assessment reform objectives and specific path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assessment
methods;reform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现行考核模式
1.1 应试教育的考核方式

应试教育的考核方式是一种在长期应试教育背景下形

成的一种重理论、重记忆、重结果的考核方式。这种应试教

育的考核模式基本都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以固定的题型

考核学生对基本原理、概念以及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显而易

见，应试教育的考核方式是有悖于教学改革目标的。学生在

这种考核模式下，学习目的极为功利，学习方法趋于单一。
以固定知识点为考点的方式，使学生不再主动思考，也不用

尝试创新思维的运用，只需要按照老师的重点知识范围，在

考试前死记硬背就能通过考试，甚至取得很好的成绩。显

然，这种考核模式无法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有的教学实

效性。
1.2 终结式考核方式

终结式考核方式是指单一的以期末考试成绩核定学生

最终成绩的一种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广泛地存在于我

国高校中。在教学实践中，许多高校虽然在考核中加入了平

时成绩的部分，但所占总成绩比重较低，不能体现考核的过

程性。而平时成绩的获得基本由学生的出勤因素决定，学生

为通过考试被动听课，使平时成绩的引入不免成为一种流

于形式的改革方式。因此，终结式考核模式依然是一种静态

的考核模式，它的设置缺乏过程性和发展性，用静止的眼光

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考核效果。
1.3 单一主体考核方式

单一主体考核方式是指学科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独立

决定的一种考核方式。而这种单一主体考核模式几乎在所

有高校推行和使用。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般是作

为公共基础课，采取大班授课的模式。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但

要完成理论课教学和实践课指导，还要记录过程考核成绩，

评阅学生试卷，批改学生作业，量化统计最终成绩，拟定学

生的课程考核结果。精力的有限性决定思政课教师无法对

每一位学生深入了解，知悉其课堂以外的表现情况，因此这

种考核方式最终仍然会因考核的不准确性和不客观性而陷

入尴尬的境地。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法改革的目标
2.1 以教育观念更新为引领

实现高校思政课考核方法改革，首先应转变教育观念，

在此基础上把思政课的考核视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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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通过多种形式考核学生实践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定位，考核学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能力。其次，应转变旧有的重成绩考核观，重视思政课考核

的激励功能。“一般性的考试是对现有的知识和水平进行规

范化的评价,如等级考试、课程结束考试等,按某一分数段,判
断是否过关和合格。”[1]如将思政课的考核也以是否达到“60
分”作为标准，就等同于放弃了这门课应有的教学目标和原

则，对学生的能力、品质也无从评价或者评价结果缺乏准确

性。第三，转变任课教师终极评价观，实现多维评价、系统考

核。思想政治课既有一般学科所共有的原理、概念和定义内

容，又有自身独特的激励、转化和塑造功能。从根本上说，思

政课的教学效果是通过学生在学习生活方方面面的表现来

传递的。[2]因此，思政课对学生的考核应该多元化，认真研究

和制定反映学生本阶段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评价方法，

对掌握学生真实的思想动向和道德情操有着积极的意义。
2.2 以考核学生综合素质为理念

以往的思政课以期末考试一张试卷衡量学生的知识掌

握情况。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考试结束，成绩通过即学习结

束，更不要提日常思考、知行转化。因此，思政课的考核改革

应当由传统考试的考核学生记忆背诵能力向考核学生综合

素质为理念。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不仅注意学生的卷面成

绩，更要关注学生的转变，哪怕是在日常行为中体现出的一

些意志品质方面的进步，也是需要重点鼓励和赞扬的，是应

当在综合评价中有所体现的。学生能通过这样的考核结果

认识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受到鼓舞和启发，触发学生积极

思考、知行统一。
2.3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是要帮助学生更好地完善

自己，步入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成为祖国的建设

者。[3]因此，思政课的考核也要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

向。当前我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都不再简单以期

末成绩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几乎所有高校在考核设置中，都

有平时成绩、实践成绩的权重。但这些考核项目没有跳出传

统考试的模式，基本是以学生的考勤和几次社会实践报告

来决定。这使学生对平时成绩或实践成绩重视程度不高，导

致学生出现知识与能力的脱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不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是否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课程考核

的导向，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法改革的具体路径
3.1 考核内容分类化

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在于，既是一门理论性强的学科，

又是一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指导性学科。从这个特点出

发，我们对于思政课教学的考核也应当实现内容分类化。
首先，要实现理论考核实用化。理论考核应改变以往的

固定题型的命题方式，多设计一些综合性的思考题，这部分

试题要充分触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大胆思索、勇
于质疑。增强学生运用理论的勇气和语言组织能力，使每个

学生有话可说，有理可讲。其次，要实现实践考核丰富化。实

践考核不能设置成一种“空谈式”模式，要有新意，可操作。
具体可设置：第一课堂实践考核：以课堂讨论、课堂辩论、小
组探讨、分组竞争等方式，将这些表现纳入考核中。教师可

根据学生发言的论点、论据、论证逻辑分别给分，特别突出

创新思维的得分。让每一个学生体会发言的乐趣，在畅所欲

言中获得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回馈。第二课堂实践考核：走

出课堂、步入校园、步入社会的第二课堂。这一部分考核需

要学校、系部、政治辅导员的大力配合。每学期学生的团日

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思政课教师应当组织、参与其中，观

察学生是否做到理论结合实际，是否能够执行统一，是否具

有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作为实践成绩的组成部分。
3.2 考核结构时空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结构时空化是指扩大考核空间，

延长考核时间，对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程考核。扩大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空间是指，学生的成绩应由多方面综

合表现组成。包括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社会实践参与度、
社会实践报告、作业、小测等。[4]我们还应当密切联系学生家

长、学生社会实践的承办方、学生实习实训基地负责老师

等，追踪学生每一阶段，在每一不同场合的具体表现，对学

生做出综合性评价。延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时间是指，

让课程考核时间贯穿学生的全部大学生活。实行一学期一

记录，一学年一核准，至学生毕业时，每人都有一份完整的

思想政治全程考核资料。从这份资料中，我们应立足于学生

能力的提高和思维的进步，最终做出中肯的评价，为学生、
家长、用人单位乃至社会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考核结果。
3.3 考核主体复合化

以往陈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的一大缺陷，即

任课教师一人一卷一评决定制。[5]在我国各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公共基础课，一般为大班授课模式。一位教师要在

一个学期的时间面对几百位学生，凸显了考核主体单一化

与学生个体差异性的矛盾。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考核主体应包括思政课教师、政治辅导员、系部教学负责

人、学生家长、学生实践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在内的六个主

体共同组成。六个主体仍然以思政课教师为主线，由其主导

课程考核，协同其他主体，做好收集、整理、比对、评估、核

算、统计工作。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和系部教学负责人主要担

任学生日常行为的考核员；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担任学

生第二课堂实践成绩的考核员；学生家长可配合学校对学

生的在家表现做出一定评价，纳入考核评价；学生本人可通

过一定形式的自评和互评实现自我评价和生间评价。这种

复合评价的方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结果全面、系统、
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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