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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继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又提出了一系列创新
观点。为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三进”工作，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的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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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对 2018 年版《概论》
进行了修订，后经工程咨询委员会和其他相关部门
的书面审议，形成了 2021 年版《概论》。现就教
材修订情况及教学建议作简要说明。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思

一、2021 年版教材修订的总体情况
按照中宣部、教育部要求，本次教材修订坚持
全面性、权威性、针对性、创新性原则，牢牢把握
正确方向，在准确上下功夫，在深入上下功夫，在
结合上下功夫；充分反映鲜活实践，与实践同频共
振，与时代同向同行；遵循教学规律，贴合教学实
际，进一步改进呈现方式，增强吸引力、亲和力。
总体上讲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成果，突出了用这一思想铸
魂育人的重要作用。此次教材修订的核心任务，
就是把 2018 年版教材出版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的内容全面体现到教
材中。
一是根据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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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总体国家安全观”（2018 年版教材放在“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2018
年版教材放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六
是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更新了教材中的相关数据，
如中国总人口、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以及体现经济
社会发展的相关数据等。
第二，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的
重大战略部署，把党中央最新精神全面准确有机融
入各章节。2018 年版教材修订以后，我们党相继召
开了十九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内容涉
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
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军队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为充分体现这些
重要内容，此次修订对教材相关内容及章节目标题
进行了调整和改写。
一是根据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将中国特色
我
时代坛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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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
歌。” [1]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的目标
主要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
民富裕。面对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
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3](P13)
展望未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任务是 实现 社会主 义现 代化和 中华 民族伟 大复
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4](P19)从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
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曾经在不同的语境
下表述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题或主要
任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广大教师要加强对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的研究与阐释，说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现代化、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第三，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即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关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
习近平对当今世界形势作出的一个总体判断，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并丰富
发展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党制定新时代大国外交
政策的主要依据。在 2018 年版教材中，这一部分
内容是放在外交部分论述的。2021 年版教材的修
订过程中，我们将此内容放到第八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来
讲。与 2018 年版不同的是，在上一版我们用了“三
个前所未有”，这一次讲了“五个前所未有”：一
是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二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
烈竞争前所未有；三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
性变化前所未有；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
不对称前所未有；五是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
前所未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内容在教材
中非常重要，需要广大教师结合习近平相关论述
加强研究，并积极吸收国内学者在研究阐释这一问
题时的最新成果。
第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想的理论贡献。要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就必须讲清楚这一思想的理论贡献。在教材
修订过程中，我们依据《学习问答》，从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几个方面对
此进行了简要论述。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
矛盾学说的新发展；提出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要观
大势、定大局、谋大事，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问题
导向，要抓重点、抓关键、抓牛鼻子等，是对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新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方
面，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提出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新发展。在科学社会主
义方面，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提
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
学说的新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这些论述重
点突出了“是什么”，未从“为什么”角度进行
展开论述。因此，广大教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
一是要从整体上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从而说明这一思想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后
面的相关部分要从“为什么”的角度分别对这一
思想的贡献做进一步的阐释，讲清楚其中蕴含的
学理、哲理、道理。
第五，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教育教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包括一系列分领域思想，此次教材修订均
有所体现。根据教材结构需要，习近平外交思想作
为单独一节论述，其他几大思想都在教材中用一
个目展现。这是本次教材修订的一个重点，也是
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广大
教师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根据已经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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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外交思
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进一步丰
富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二是要及时关注习近平经
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和
习近平在此方面发表的最新讲话，以便深化思想
认识，丰富教学内容。
第六，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
展格局。这是本次教材修订过程中新调整增加的
内容，也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在教学过程
中，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高度关注：一是要结合
习近平重要论述讲清楚“三新”提出的背景和重
要意义；二是要分别讲清楚新发展阶段、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特别要讲清楚新发展
阶段是个什么阶段，它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
关系。三是要讲清楚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四是要讲清楚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具体举措。
第七，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在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辉煌
历程时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们在教
材中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未展开
论述。在教学过程中，这是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
个难点问题。讲好这个问题，必然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的要点：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方面、八个要
点，32 个字，到底如何更加深入、全面、准确理解？
二是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什
么关系？
第八，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的“普
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党的十
八大概括提炼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 年 9 月，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
话中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全
人类共同价值，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
次强调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全人类共
同价值与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二者的本质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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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哪里？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我们倡导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关系？如何在国际上弘扬和
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在国内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抵御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的侵袭？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中必然要面对的
难点问题。
以上只是我们根据教材列举的部分难点问题，
教材中涉及的难点问题绝不只是这些。要回答这些
问题，需要我们广大教师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
研究。

三、使用 2021 年版教材的建议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教育学生、培养时代新
人，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优势。及时将党的创新理
论写进教材，从而进课堂，进而进大学生头脑，这
也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概论》2021
年版修订主要集中在教材的第三部分，即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部分。这一部分的一些
论述有较大的变化，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建议做到
如下几点：
第一，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
教材编写的目的是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
化，因而必须遵从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尽可能保
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而要提高
党的创新理论“三进”的实效，还必须实现从教材
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
教师必须注意教材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做到教
学内容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
特点，遵循教学规律，把握教学内容的重点。为此，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方向，从纵向上，要兼顾同一知
识在大中小不同阶段学生的接受特点和知识储备，
要特别注意与中学思政课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联系，既要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又要注
意教学内容的提升。在横向上，要处理好与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中其他几门课程的关系，要通过集体
备课的形式，对教育教学内容作适当分工，防止出
现教学内容的重复或遗漏。
第二，正确处理好教材与原著、党的文献的关
系。“概论”课教学有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广大教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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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育教学，引导青年学生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增进政治认同、理论认同、
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成果主要体现在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原
文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引
导青年学生熟读党的文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讲话
原文。如讲授毛泽东思想时可以引导学生读《毛泽东
选集》重点篇目；在讲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时，可以引导学生读
《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
重点篇目。在讲授第三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可以引导学生读《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读一系列重要讲
话和论述摘编，同时引导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
学习资料。此外，广大教师要随时关注习近平最
新讲话精神，及时把习近平讲话精神贯穿到教学
过程中去。
第三，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正确认识当今中
国与世界，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概
论”课涉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大理论成果，
其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有
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搞好“概论”课教学，
广大教师必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几大理论成果形成发展的
国际背景讲清楚。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
当代青年是在开放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
国与世界的对话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他们是网络
原住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教师，网
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各种信息既扩展了他们
的视野，也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惑。广大教师只
有视野开阔，才能释疑解惑，才能引导学生全面
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引导学生在
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
第四，要有广深的历史视野。历史是一面镜子，
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
面向未来。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
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
供启示。对于“概论”课教师来说，历史视野尤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为重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
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
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索
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
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
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此外，教师要把“概论”课讲好，
必须把教学内容与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共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结合起来。
第五，要不断提高科研能力与水平，以科研促
教学。要让学生真懂、真信、真用，教师必须真懂、
真信、真用。要让学生把所学内容搞清搞透，必然
要求教师先把问题把搞清楚、搞透彻。为此，教师
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必须
加强对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的深入思
考和研究。对于“概论”课教师来说，当务之急是
加强对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包括我们在
前面提到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还要适应新形
势的变化，研究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掌握他们的
接受心理，在充分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基
础上，使“概论”课教学具有现实针对性，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
第六，注意处理好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关
系。教学形式单一是以往思政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
一个问题。由于“概论”课集中反映的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又集中体现在
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因而存在着教师上
课念文件的现象。近几年来，“概论”课教育教
学过程中，多媒体、慕课、微电影、微视频等教
学形式日益丰富，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弥补了以往教
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等方面的不足，适应
了青年大学生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也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概论”课的教学效果。但我
们发现，伴随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概论”课教
学中存在着一定娱乐化的现象。因此，我们建议，
在处理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关系方面，一定要
做到内容为王，广大教师务必把教学内容放在首
要位置，所有教学形式都必须围绕教学目标和要
2021 年第 9 期 / 总第 2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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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展开，防止泛娱乐化，更不要用眼花缭乱的教
学形式冲淡了教学内容。
第七，正确处理好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关
系。由于“概论”课学分多、学时多、内容多，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探索
线上组织教学的方式，有的学校采用了慕课形式，
有的学校对部分教学内容采用了网络视频课形式，
有的学校还集中优秀教师录制了“精彩一课”视频
课。这些探索取得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疫情过程中，“概论”课与其他思政课教学一样，
不得不采用了全部课程内容线上教学的方式，从而
保证了教学计划的如期完成。我们认为，线上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应急办法，可以适
当弥补线下教学的不足，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但
我们建议，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可以有机结合起
来，但线下教学仍然应该占主导地位，不能用线上
教学完全替代线下教学。此外，我们认为，线上教
学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何加
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如何改进线上教学的手
段，等等，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第八，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实践
是思想之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搞好
“概论”课教学，必须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近
几年来，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
的做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中国特色社

16

2021 年第 9 期 / 总第 273 期

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为思政课教育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教学案例和素材。实践证明，实践教学是思
政课教学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起到课堂教学无
法达到的效果。尤其是对于“概论”课来说，实
践教学更有利于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投
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本领。但也不
可否认，受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学校的实
践教学流于形式，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建议，
要搞实践教学，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强
实践教学的设计，使实践教学服务教学内容和教
学要求，避免出现两张皮的现象；二是要实现课
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而不是用实践教学替
代课堂教学；三是要搞好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工
作，并建立必备的条件保障机制；四是要建立实
践教学的科学评价机制。
（执笔人：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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