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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 院社会 科学系 5 毛泽东 思想、邓小 平理论 和 / 三
个代表0 重要思想概论6 课教学团队 / 坚持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理论体 系育人 铸魂0 的 基本经 验, 其主要 做法
是精心组织集体备课、推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积极 开展教 学实践 活动。通过 这些教 学改革 探索, 确保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本课程中的 / 三进入0 ,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育人铸 魂, 使这门课 成为全
校最受学员欢迎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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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思想、 邓小 平理 论和 / 三个 代表0 重要 思想

是目的。我们体会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只有从宏观上去把

概论6 ( 以下简称 / 毛邓 三0 ) 是我 校本科 生普 设的 一门公
共基础课, 每学期教学 30 多个队次, 2000 多个 课时, 教学
跨三个院 区。为了 加强 本课程 的建 设, 2006 年初, 人 文与
社会科学学 院社会科 学系 党委决 定在 / 毛邓 三0 课 程中进

握, 从本质上去认识, 才能达到真学、真懂、真信的基本要
求, 才能为备好课讲好课打下比较好的理论基础。
第二, 搞 好 总 体设 计, 统一 教 学 思 路。在 / 三 进入0
过程中, 进教 材是 前提。那 么, 如何 正确处 理好 创新 理论

行团队建设。本 团 队成 员跨 政 治学 和经 济 学两 个 教研 室,
现有成员 14 人, 其 中教 授 4 人 , 副教 授 4 人。近 两年 来,
在系、教研室领导支 持和 团队 成员的 共同 努力下, 本课程

与教材的 关 系呢? 我 们 坚持 搞 好中 国特 色 社会 主义 理 论、
政策、学员思 想实 际这三 者结 合, 即以 理论为 依托 , 以理
解党的现行 政策 为中心, 以解决 学员 思想实 际问 题、培养

在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 三进 入0, 坚持用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 系育 人铸魂 方面 积累了 一些 经验。我
们的做法和体会是:

学生中国 特色 社会主 义的 世界观、 方法论 为归 宿。把 / 毛
邓三0 课既不能讲成空 对空 的纯 理论 课, 也 不能 讲成 时事
政治课, 更不 能讲 成问题 解答 课。因此, 每 学期 开课 之前

一、精心组织集体备课, 确保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

都要按照党的 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 调整和 充实教材 内容,
搞好 教学总体设计。我们团 队在 教学 总体 设计 上搞 好 / 四
个设 计0 , 即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 教学 方法和 教学实
践活 动的设计。通过搞好 / 四个设计0 , 在教 学内容 上达到

胡锦涛 同志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 深入 学习贯彻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 着 力用 马克思 主义 中国 化最新
成果武装全 党。
0 [ 1] 推 进中 国特色 社会 主义理 论体 系 / 三进

/ 三个清楚0, 在教学手 段上达到 / 五个统一0 。在教 学内容
上达 到的 / 三 个清楚0 是 对每 一章 要学习 的创 新理论 要清
楚、要掌握的 党的最 新政 策要清 楚、学员 学习 这一章 反映

入0 , 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武装 学员头脑, 是
/ 毛邓三0 课程建设的 出发 点和 落脚 点。可 以说 / 三进 入0
效果的好坏, 是衡量 本课 程教 学质量 优劣 的首要 标准。为
了确保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 理论体 系进 教材, 我 们团 队重点

出来的思想认识问题 要清 楚。在 教学 手段 上达 到的 / 五个
统一0 是在团 队成员的教学中使用统一 的电子教案、 课件、
案例、多媒体 课件、试 题集, 使教学 逐步 规范 化。去 年秋
季教学, 在贯 彻 胡锦 涛同 志 的 / 61250 讲 话、 / 八 一0 讲

抓好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 原原本本学好党的十七大报告, 完整准 确地把握
其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在学习十七大报告中要求 团队成员

话, 特别是党 的十七 大精 神的过 程中, 我 们的 这些做 法取
得了 较好的效果。
第三, 加强分 工协 作, 把好 集体 试讲 关。按 照团 队集

做到 / 三真0 , 即 真学、真懂、真信。真 学就 是象学 专业 知
识那样去研读, 这是基础; 真懂就是真正理解其基本内容 和
精神实质, 这是核心; 真信, 就是心悦 诚服, 深 信不移, 这

体讨论形成的 / 四 个 设计0, 分工 每 个团 队 成员 重 点 备一
章, 然后组织 集体 试讲, 一 章一章 地试 讲, 一章 一章 地研
究, 这样做, 既 统一了 整个 教学思 路, 又把 住了 每章 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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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文仿: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育人 铸魂的教学实践
的质量, 提升了团队整体教学水平。
大家知道, 教学质 量的 好坏, 教 员素 质 是关 键, 近两
年来, 我们 在 加强 课 程建 设的 同 时, 切 实加 强 队 伍建 设。
其中对年轻 教员 培养 的办法 有三 条: 一是 集体拉, 即采取
集体备课的 方式, 让 年轻 教员 用集体 备课 的成果 上课, 起
点高, 上路快。二是重点推, 每年计划推 出 1- 2 名 年轻教
员的教学被评为学校优秀。三是个别帮, 每个教授分工带 1
- 2 名年轻教员。近两年来, 这些教员在学校的教学评估中
被评为优秀 , 其中 1 名年 轻教员 获 2007 年度 学院教 学比赛

95

时, 我们先组 织学 员在自 学的 基础 上, 分工学 员备 课, 然
后让学员上 台讲 课, 最后 由教员 小结。这 些教 学方式 方法
的改 革, 增强 了教学 的生 动性, 提 高了学 员参 与教学 的主
动性 和积极性, 发挥了学员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三、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确保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学员头脑
为了巩固和 拓展 课堂教 学成 果, 我们 团队 还积极 开展

一等奖。同时, 老 教员 从年轻 教员 身上也 学到 了不 少好的
做法。年轻 教 员的 迅 速成 长, 教 员队 伍 整体 素 质 的提 升,
为备课和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课堂活动, 用 中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理论 占领 学员课 余生
活阵 地。近年 来, 我们团 队在 坚持 用中国 特色 社会主 义理
论体系育人铸魂 的过 程中, 组 织学 员开展 了系 列课外 教学

二、切实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确保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课堂

实践 活动。一 是建立形式 活泼 内容 丰富 的 / 毛 邓三0 教学
网站 , 学习和 宣传中 国特 色社会 主义 理论体 系。二是 组织
开展 / 军校学员理论 热点 面对 面0 活 动, 定 期收 集学 员思

确保中 国特色社 会主 义理论 体系 进课堂 , 处理 好教学
内容与教学 形式的关 系是 关键。学 员把我 们政 治理 论教员
分为三类: 一是只 重内 容不重 形式, 即 一本 教材, 一 张嘴
的教员, 内 容好但 缺乏 生动性, 此为二 类教 员; 二是 只重
形式不重 内容, 课 堂上 热热闹 闹, 课后 留不 下什 么, 此为
三类教员; 三是既 重形 式又重 内容, 此 为一 类教 员。为了
力求团队成 员都成为 学员 欢迎的 一类 教员, 确 保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进 课堂, 在 教学 内容和 形式 的结 合上进
行了初步探索。
在教学内容上, 坚持达到 / 三性0 , 即准确 性、思想性
和针对性。所谓准 确性, 就 是教 学内容 要讲 准, 教材 内容
和教案与十 七大 精神 不一致 的, 要以 十七 大精神 为准, 把
教学内容和学员思想统一到十七大精神 上来。所谓思 想性,
主要体现在本课程的功 能作用 在于 帮助学 员树 立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 世界 观和 方法论。 所谓针 对性, 就 是要 求教学
联系学员思想 实际。这 些实 际问 题, 主要是 / 三个 紧贴0 ,
即紧贴理 论前 沿, 紧贴 军事需 求, 紧贴 学员 思想 实际。就
我们这门课 来说, 学员 反映的 思想 认识问 题主 要是 三个方
面: 在理论层面上, 反映创新理论发 展太快, 思想跟 不上,
内容把 不准; 在实 践 层面 上, 是 理论 与 实际 的 反 差太 大,
/ 理想的不现实, 现实的不理想0 ; 在学员 个人问题层 面上,
扎根部队, 献身国防 思想 树立 不牢。这三 个层 面的 问题带
有一定 的倾 向性。在 / 毛邓三0 课程 教学中, 我们没 有就
事论事, 而是从理 论与 实际的 结合 上帮助 学员 解决 这些带
倾向性的问 题。通过 教学, 使 学员 认识到 新的 实践 呼唤着
新的理论, 我们现 在的 理论学 习就 是为了 跟上 党的 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 新的 步伐。通 过教 学, 使学员 认识 到社 会主义

想反映, 解答学员 在学习 中国 特色 社会主 义理 论体系 过程
中出现的疑 难问 题, 并计 划每年 结集 出版一 本集 子。三是
学习 、宣传和 贯彻十七大精神的主题活 动。这些活动 包括:
( 1) 组织政治学本科学 员向 全校 学员 发出 倡议 , 要做 党的
十七大精神 的积 极学习 者、热情 宣传 者、模范 实践者 和忠
诚捍 卫者; ( 2) 通 过问卷 调查 收集 学员在 党的 十七大 报告
学习 中反映出来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30 多 个, 并在教 学和开
设的讲座中逐个 加以 解决; ( 3) 组 织全 校学 习 / 毛 邓三0
课程的学员撰写 学习 十七大 报告 的体 会文章, 并召开 学员
理论研讨会; ( 4) 组织学 员举办 / 颂歌献 给十七大0 的诗
歌朗 诵会, 经 过初审、彩排, 从 参赛的 16 个队中挑选 出 10
个队的节目 参加 了比赛 演出, 参 赛节 目主题 鲜明, 军 味浓
厚, 形式活泼, 学 校政治 部副 主任 和学院 政治 部主任 参加
这次 活动, 给 予了较 高评 价, 对这 次活动 校报 和校电 视台
分别进行报 道和 播放, 在 校内产 生了 较大反 响。以上 教学
实践活动, 都 是在 学院政 治部 和系、室 领导下 , 由团 队策
划, 政治学 本科 队学 员组织, 学 习 / 毛 邓三0 课 程的 学员
积极参与 开展的 。实践证 明, 这些 系列 活动的 开展 , 对于
拓展课堂教 学成 果, 丰富 学员课 外学 习生活, 培养和 提高
学员 组织活动的能力, 融洽师生关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两年来 , 本课 程在 推进 马克思 主义 中国化 的最 新成
果 / 三进入0, 坚持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 体系育 人铸魂
的过 程中, 教 学质量 有了 很大提 高。每期 教学 都受到 学员
的普遍好评, 满意 率都在 95% 以 上, 2008 年本 课程被 评为
学校的精 品课。同 时, 也提 升了团 队成 员的整 体水 平, 团
队 14 名教员中, 2 人 被评 为全 军优 秀教 员, 1 人 评为 全国
/ 三八0 红旗手, 3 人 获全 军院 校育 才金、银 奖, 6 人 被评
为学校教学 质量 优秀。因 本课程 教学 成绩突 出, 近两 年来

实践和理论总是有差距的, 理论指导永远 处于时代的 前列,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理 想的现 实就 是需要 我们 在理 论的指
导下去改 变。通过 教学, 使 学员 认识到 国富 需要 军强, 我
国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 成果 必须有 现代 化的军 队来 保卫, 我

政治 学教研室先后被评为 学院 先进 党支部 和学 校的先 进基
层单 位。

们现在献身 国防, 扎根 部队就 为了 创造一 个安 全稳 定的国
内外环境, 因此我 们现 在必须 好好 学习, 学 好本 领, 为将
来到部队建功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

[ 1]

在教学形式上, 我 们普 遍 运 用 案例 式、 研 讨式 教 学。
特别是研 讨式 教 学, 学 员十 分欢 迎, 如 在 讲 / 五 个 统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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