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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上好影响人生的思政课
文丨本刊记者    陈之腾

如果问上海杉达学院（以下简称“杉达”）的学生，学校里什么课最受欢迎？在诸多回

答里，思政课的排位名列前茅。

在杉达的评教系统中，学生给思政课打的分数年年在 90 分以上。在杉达校园网的课

程中心，点击量最高的是形势与政策课。当党课作为公选课在选课平台上线时，800 个名额

在短短 30 秒即被“秒杀”。甚至学生毕业以后，依然与学校思政教师保持联系，向他们请教

人生困惑。

用杉达校长李进的话说：“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予子孙后代，取决于我们给予

中国留下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育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

落实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杉达的思政课堂是吸引人的，但杉达的思政教育又不局限于课堂本身。思政课引导学

生关注身边人、身边事，把社会变成了课堂；思政教师成为了学生的伙伴，思政课堂延续到

了毕业以后；思政课又挖掘出传统文化的育人基因，充实了学生的思想厚度，让传统文化也

成为思政课堂的一部分，使学生受用终身。杉达的思政教育着力于“课堂阵地、网络前沿、

校园根据地、社会大后方”，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走进校园，让我们近距离看一看，杉达如何上好这门影响人生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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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动人心的思政课
看到路边车辆乱停放，拍一张；看到

志愿者服务，拍一张；看到老人孤零零地

散步，拍一张……每当在生活中发现引人

遐思的现象时，杉达学生就会立刻掏出手

机，按下快门，a记录下这一刻，随时随地，

随手随心。

“随手拍”是杉达思政课教师布置给

学生的一项充满创意的观察类作业，通过

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活场景，引导学生观

察与思考社会现象。众所周知，大学生普

遍不喜欢传统的“抄课本”作业，他们喜

欢创造性的、多动手的作业。针对他们的

这些特点，教师们设计出了“随手拍”这

项作业，引导他们用手机和电脑完成作

业。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把拍下来的照片

进行整理筛选，拟定主题制作成 PPT，在课

堂上发言交流。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完成

课上的作业，而是主动去观察社会、思考

问题，并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在此过

程中，学生深入理解课堂上所学的理论内

容，使作业兼具了教育的功能。

“这门作业的育人效果出乎预料地

好。学生注意到了许多平时注意不到的

点。”学校社科部副主任游昀之告诉记者，

在学生制作出来的 PPT 相册里，有孤独的

空巢老人，有在红灯下乱闯的路人，有满

地被随手乱扔的垃圾……布置作业的自

己都想不到，学生能在生活中关注到如此

多的细节，“学生们通过观察、整理、总结、

讲述，将对社会现象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

到理性思考。”

摒弃单一的说教模式，创新思政课

堂——“随手拍”作业只是杉达思政课的

一个缩影。多年来，杉达始终把思政课的

教育教学工作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位置

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思政课教师

队伍素质，探索提高教学实效的模式。为

了用足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杉达对思政

课教学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在理念上，学

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融合，致力于大学生创造性人格培养；在

内容上，学校把社会终极关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中国人之为中国

人的做人信仰的教育结合起来。学校把

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倡导审辨性思维，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维、创造性能力和创造性人格。此外，学

校还探索了西方建构主义理念在中国大

学德育教学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进行主体

性、参与式教学创新——线上线下教育相

结合，完善教育途径。杉达以思政课的课

堂为起点，走进了学生的内心。

“我觉得老师的课讲得十分不错，观

点犀利，叩动了我的心。”一位学生上完游

昀之的思政课之后在发来的邮件中这样

写道，“大言不惭地说，我的渺小想法和老

师有着高度的一致。您的谈吐给我的第

一印象就是涉猎广泛。心理学、演说学、

管理学、哲学信手拈来，还有历史知识、马

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境界有一定的高度。

让我对这门课产生很大的兴趣。”这名学

生多次就爱国、道德等课上学习的内容发

邮件与游昀之探讨。在上海杉达学院，像

这样在思政课后与教师就课上问题进行

探讨交流的学生不在少数。

杉达思政课在学生群体中有口皆碑。

有数据显示，在每学期杉达学生评教活动

中，思政课评教分数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在

90 分以上，去年还达到了 90.6 分。社科

部副教授孙丽英向记者透露，受到学校思

政课优质口碑的影响，当学校将党课作为

公选课在选课平台上线时，党课 800 个名

额就在短短半分钟内被“秒杀”，迫使学校

在后期增加党课名额。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杉达还坚持带

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实际运用思政课理

论，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判断能力和

分析能力，让思政育人活跃于课堂内外。

每学期与课程内容密切结合的社会实践

报告是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重要途径。

2015 年，由杉达教师单美英指导市场营销

老师变成学生喜欢的人，学生才能喜欢老师所传授的知识。
多年来，杉达始终把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工作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
位置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探索提
高教学实效的模式。

图 _ 吴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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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周逸凡等 5 人完成的社会实践

报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

赛总决赛暨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上获三

等奖。

亦师亦友，一对一辅导相伴人

生路
杉达思政课教师们有一个共识——

老师变成学生喜欢的人，学生才能喜欢老

师所传授的知识。

“其实，大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仍然非

常感性，”游昀之说，“学生喜欢我们老师，

喜欢我们的课，我们也很乐意成为学生的

朋友，与学生‘一对一’地交流辅导。”

小明（化名）曾是杉达一个非常普通

的学生。在上大学以前，他为了上理想中

的高校复读了一年，但高考成绩始终没能

让他如愿。进入杉达念书时，他对待学习

的态度十分消极，人生随着高考的落第而

进入了迷茫期。在一堂思政课上，当游昀

之正和另一名学生谈论着关于“理想”和

“成功”的话题，听着听着，小明慢慢从课

桌上坐起来，睡眼惺忪的目光渐渐变得专

注而透彻。

下课后，他来到教师办公室，敞开心

扉地和游昀之聊了一次。他倾诉着成长

路上的烦恼，游昀之对他进行安慰、引导，

为他重新树立起理想目标。这次畅谈，在

师生之间建立起了友谊的纽带。回到课

堂上的小明一改过去的消极形象，开始

认真对待每一门课，充实起自己的学习生

活。小明大三时选择了入伍，成为一名光

荣的军人，并在后来以全军第四的成绩考

上军校。

思政课的课堂是没有边界的。思政

课教师几乎人人在课后都要不断为学生

解答各种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思想

上的困惑。有的学生失恋了、有的学生家

里遇到大的变故、有的学生遇到了寝室

矛盾、有的学生遇到了学习困难……在杉

达，无论学生碰到什么问题，总能想到找

思政课老师寻求帮助。甚至已经毕业多

年的学生，依然会找思政课教师们咨询教

育子女、婚姻家庭、工作事业等各方面的

问题。几年前，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在网

上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自己当年的思政课

老师，他说：“走上工作岗位多年之后，才

越来越发现老师当年的教诲是多么的有

价值。”

记者了解到，在杉达思政课教师队伍

里，很多教师自发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

证书，极大促进了思政育人的专业能力。

杉达这支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优异离

不开学校领导层的重视和政策的保障，学

校无论在工作上、职称上、待遇上都充分

提供了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发展机会和发

展平台。杉达学院的思政教师队伍十分

稳定、非常敬业，十多年来，杉达学院的思

政课教师极少离职另谋高就，反而是不少

公办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加入到这支队伍

中来。

文化引领充实思想厚度
人性本善？亦或是人性本恶？这个

话题从千年前古代圣哲们的争论一直延

续到千年后的杉达思政课堂上。

“我认为人心是向善的，人对于善良

的同类都会很友好，对于行凶作恶的坏人

都会有本能的厌恶。”一个学生在课上举

手发言道，但他的发言却立刻引来另一个

学生的质疑：“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人性

本恶，人总是会在欲望的引诱下堕落，即

便没有暴露出恶的本性，那也只是诱惑力

不够大。”在杉达思政公选课“孟子的理

想和智慧”的讨论环节中，有的学生主张

人性本善，有的学生主张人性本恶，有的

学生主张人性不善不恶，还有的学生把高

中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

属性也拿了出来。他们在陈述自己的观

点时主要是举具体的事例来支持自己的

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

“同学们课堂讨论的场面虽然热闹，

但不太容易从逻辑上来证明或理解孟子

的性善论。”授课教师、社科部副主任严

国军引导学生思考，如果用善恶来评价

人性，人性的善或者恶是否是与生俱来、

一成不变？他强调，孟子所说的人性向

善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指人性正常

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但现实中，恶是存在

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就是这些为恶的

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偏差，出现了颠倒错

乱所致。讲到这里，他向学生明确，人的

行为受价值观的支配，善与恶是不同的

价值观引领的结果。“因此，通过修养，

自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的

基本义务。这符合传统儒家的人性论主

张，也符合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理念。以此，来引导同学提高学习

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严国军的课得到了很多学生的认同。这

图 _ 吴知博

图 _ 吴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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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散发着传统文化魅力的思政课，在杉

达并不少见。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相

结合的尝试是杉达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努

力方向。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的重要性；他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四个讲清楚’系列讲话”精神，也指出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积极探索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有效途径，杉达

社科部做了诸多努力和尝试。杉达思政

课建设学科带头人邵龙宝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课程

建设和教学改革”确定为思政课建设和

改革的主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将

传统文化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课程开设，使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相辅相

成，即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为主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

的研究成果讲座为依托；以“文史哲经典

选读”“孟子的思想智慧”“东方智慧：中

国哲学简史”“再生的老子”“红楼梦”“《周

易》趣谈”等部分传统经典课程为铺垫；

以团队教学和辅导员参与产生辐射效应，

训练一支有人文素养懂得中国传统文化

的师资队伍。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

因。值得一提的是，邵龙宝主持的“儒学

精髓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在获得

2016 年校重点教改项目的基础上，又荣获

2017 年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改革试点项目。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北大学生回信中说：“只

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要将国家的昌

盛、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与个人价值

的实现结合起来，将增长才干与加强道德

修养结合起来，将远大理想与踏实工作结

合起来。实现中国梦、实现学校梦、实现

个人梦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都必须

要“弘毅”，坚持理想信念引领。杉达学院

的“中国系列”课程已经正式命名为“弘

毅中国”：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智慧，结合学校的办学理念，坚定理论自

信；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

结合学校的发展路径，坚定道路自信；聚

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德治，结合学

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坚定制度自信；聚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结合学校的校园

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据悉，今年 5 月，杉

达校长和党委书记将亲自上讲台，开讲

“弘毅中国”。

1. 杉达学院邀请郭齐家教授讲解“《大学》之道及其价值传承”

2. 思政课对学生的影响延续到他们毕业之后

3. 杉达学生手绘百米“暖墙”亮相老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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