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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信脱节”是职业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以下简称《概论》课）课教学的“痛点”。化解这一“痛点”的关键

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上下

功夫。

本课程秉承“明理践行、知信创合一”的教学理念，采用“问题引领、

两个关注、三个环节”的“知·信·创”教学模式来增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明理践行、知信创合一，就是通过专题教学，让学生在明理认同的基础

上，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四个自信和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提升理论思维与实践创新能力；问题引领，就是以问题链为导向，每个专题

讲清 3——4 个问题；两个关注，就是关注理论的时代价值与专业价值，进而

引导学生走知信创成才道路；三个环节，就是将“知·信·创”贯穿教学全过程，

知：学知识，悟真理；即通过党史案例达到以史知理、知史明志的效果；信：

信真理，强信念；创：践行动，创未来，把理论外化于行，为未来奠基助行。

通过“知·信·创”教学模式的建构来增强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

和实践性，做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

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

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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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教学设计

（一）参赛选题分析

本课程设计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培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级职

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工程教材《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版）为依据，遵循高职学生增

强四个自信的规律，结合职业教育改革要求和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将《概论》课教材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

东思想部分的主体内容作为参赛内容。

第一，参赛选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引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体现

在教学设计中。

第二，教学设计体现贯穿在《概论》课的一条主线和三个支线中。主线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三条支线是：毛泽东思想为

新中国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富中国开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强中国领航。

第三，参赛选题以“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奠基”为主题，共四章 16 学时，

重点引导学生把握四章之间与各章内部的逻辑联系，确立“毛泽东思想依然

为我们导航”的信念，进而激发学生产生对后面要学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引导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自觉地投身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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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为20 级计算机专业本科班学生，根据雨课堂平台上的数据记录，

通过课前测试、问卷调查、教学观察以及访谈，做出以下分析（见图 1）：

图 1：学生知识基础分析

知识基础：授课对象为 20 级计算机专业本科班学生。他们在高中阶段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初步了解，但理论知识体系没有完全建构，尤其

是对毛泽东思想缺乏系统了解。

图 2：学生认知结构和学习特点分析图

认知结构：处于信息化时代的“00 后”民办职业本科学生，信息化手段

应用熟练，但阅读面太窄，信息整合能力弱，理论思维基本缺乏，且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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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的问题比较严重。

学习特点：“00 后”民办职业本科大学生很关注理论的时代价值与专业

价值，但不喜欢枯燥的理论教学，希望老师的解读联系实际，生动形象。

上述特点要求思政课教学内容要精炼管用，紧扣中心，避免空洞说教，尤

其要加强对理论的时代价值与专业价值的解读。

（三）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坚定用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铸魂的信念。

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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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

本参赛选题的教材选用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 版）教材。

参赛选题的内容选自教材第一版块毛泽东思想部分第一章毛泽东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第四

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见图 3）

图 3：教材版块分布框架图

四章内容共 16 个学时，在整个课程理论教学 64 个学时中约占四分之一，

共分 16 个专题进行讲授。（见图 4）

图 4：参赛选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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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设计

设计思路:本课程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秉承“明理践行、知

信创合一”的教学理念，以“问题链”为导向，采用“问题引领、两个关注、

三个环节”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将“知·信·创”贯穿教学过程，培养以赓续“艰

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红色基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人才。

内容设计：基于以上思路，将课堂教学划分为“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奠

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富中国开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强中国领航”三大内容来实施，引导学生坚定用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铸魂的信念。

一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奠基”为主题，有机整合第一、二、三、

四章的教学内容，形成 16 个专题，每个专题 1 学时。

二是专题内的问题突出重点与难点，力求解读好理论的时代价值与专业

价值。

三是将“知·信·创”贯穿教学过程，引入“党史切入、问题思考与感悟践

行”三个环节，达到以史知理、知史明志、坚定信仰、勇于创新的效果。

四是精准实施，做到问题准、思路准、解读准、资源准、实践项目准。

在准确理解教材精神的基础上，准确梳理出贯穿在教材各章之间以及各章内

部各节之间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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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教学设计示意图

二、课堂实施及成效

（一）课堂实施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目标与教学理念，把《概论》课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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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教学内容合理划分为 16 学时对应 16 项教学任务。用“问题链”的方式

贯穿始终，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化解每一节的知识点及重难点，紧扣“知·信·创”

的主线，理论回归现实，回应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

具体课程实施如下:

课前——“导”而”知“，

教师通过雨课堂等信息化平台向学生发布微课、课件、视频、案例、习

题等多项学习资源，辅之以微信“小打卡”小程序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从而引导学生自主在线学习，培养学生课前自主学习习惯，实现学生带着思

考进课堂的目标，使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课中——“知”而“信”

主讲教师根据专题内容，通过问题驱动、党史案例、视频资源、情境创

设（VR）、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运用自学思考法（找

问题——划重点）、问题讨论法、互动教学法和“五准”教学法，将问题线

索转化为任务线索，创设一个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在“知、思、悟、行”的

过程中完成课堂理论教学，达到“知”而“信”的效果。

课后——“信”而“创”

通过课后拓展、协同合作完成实践任务，让理论走向实践，知识化为力

量，为未来奠基助行。找准实践项目，通过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线上再学

习等多种手段，实现知信创合一。同时，对于教学活动进行个性化、过程化

评价，全面把握各个环节的教学效果，为下一次教学设计提供科学有效的信

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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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过程以教案 5：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依据（见图 6）

图 6：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依据实施流程图

（二）课堂成效

1、借助信息化平台，推动重难点问题有效解决，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氛围，

实现知识目标

思政课数字资源平台内容丰富，包括党史资源网站、在线开放课、VR 线

上展馆、学习平台、视频案例库等均免费向学生开放，特别是疫情期间，我

们充分利用学习强国、人民网公开课、思政金课等优质资源，运用在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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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等信息化方式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深化学

生对教学重点、难点的掌握，教学效果显著。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在雨课堂

平台对专题 2《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测试率达到 100%，平均分数达到 87.8

分，说明学生对重难点理解较好。

图 7：学生成绩排名

2、以“问题引领、两个关注、三个环节”推动教学方式，辅之以虚拟助教、

课堂辩论、情景剧的活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技能目标。

以“问题链”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层层剖析，关注专业价值和时代

价值，拓展教与学的广度与深度。课前学生自主学习，完成项目准备环节及

完成课前检测。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将问题线索转换为任务线索，教师分解

教学任务，学生再逐步完成任务。针对教学重点，借助虚拟助教突破。针对

教学的难点，通过课堂辩论解决课程内容的理论深度、通过课堂情景剧，创

设教学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获得更为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学生在团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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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课堂讨论、分享总结中突破教学重难点，充分掌握素质目标所要求内容。

在后测环节，教师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开展针对性指导，大大提高了教

学效率和学习效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道德明辨能力、团

队合作精神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达成技能目标。见图 8，图 9：

图 8：以“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教学内容的“问题链”教学过程

图 9：混合式平台使用效果分析图

3.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理论与实践并重，最终实现素质目标。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增强学生的“获得感”。通过课前问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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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驱动，问题导入，学生反馈学习感受及需求，教师及时掌握反馈，更新教

学模式和手段，调整教学策略，优化课中教学效果。教学实施后，经过综合

评价的问卷调查，学生“信仰”“理论认同”、“使命担当”等均有不同程

度的提升，素质目标达成。见图 10：

图 10：学生政治素质情况调查表

三、特色与创新

（一）教学特色

本课程教学的特色是：用专题化、精准化、项目化来增强思政课教学“八

个相统一”，解决知信创的问题。

一是用专题化教学解决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问题。即按照每章的逻

辑主线与教材精神来设计专题，突出政治性不走样，再通过专题的精准解读

突出学理的深刻性，让学生明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二是用精准化解读解决思想性与针对性相统一的问题。精准化解读是指

思政课的解读要精炼准确深刻，做到问题准、思路准、方法准、资源准、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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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准，能有效针对学生的期盼，有效排解学生的思想疑虑。

三是用项目化实践解决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问题。思政课的理论性

包括明理与认同两个层次，思政课的实践性则分为精神领悟与实际践行两个

层次。通过项目化的实践参与来链接理论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在中国精神

的熏陶下明理践行。

（二）教学创新

本课程教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

1、教学理念的创新

团队在实践中针对民办高职院校的实际，提出了“明理践行、知信创合

一”的教学理念，即以思政课教学来引领学生铸魂、强基、创新，走知信创

成才之路，这体现了思政课教学以学生为本的要求。

2、教学模式的创新

“问题引领、两个关注、三个环节”的做法突破了传统的老师讲、学生

听的教学模式，是翻转课堂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体现了教师主导性与学

生主体性的结合，是课堂教学的真正革命。

3、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以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为主线，运用信息教学资源的基础

上，我们自创了“五准”教学法，强调理论教学要抓好”四准“，即“抓准

症结、把准思路、精准解析、用准资源”，实践教学要抓好“一准”，即选

准实践项目来链接理论教学。其核心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抓准症结、思路、

解读、资源与链接等五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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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反思

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际效果，真正让学生满意，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选题与教学思路的准确把握，要抓准重点难点，教学内容的取舍与

时间的把控要准；

二是要善于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也就是如何提问非常重要；

三是要善于创造互动气氛，老师要善于掌控课堂、引领课堂，善于启发

学生答题，引发学生思考，前提是熟悉教材，把握教材精神实质。让学生明

白，真理的智慧不会过时，社科理论与专业学习有相通性。

存在的不足：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加上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与

专业价值的深入理解。

改进措施：课前对学生学习情况、知识基础、专业水平等进行全面、深

入的了解，加强教学设计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在实际教学中，营造良好的课堂生态，找准教育时机，利用“五准”

教学法有效推动大学生”知信创合一”。

（498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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