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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教材修订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
《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组于 2021 年 5 月启
动修订工作，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学习研究、多轮
集中研讨、反复推敲打磨、逐句朗读润色，在《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 年版）》基础上修订
形成了《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 年版）》。目前，
教材已经正式出版，投入教学使用。为更好服务教
学，现将修订中的有关情况概述说明，并提出一些
教学建议，供同仁参考。

一、修订思路
此次教材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体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系列
重要论述精神，有机融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相关
重要育人元素，积极进行教材话语创新和形式创
新，进一步增强教材的时代性、思想性和可读性。
在修订过程中，编写组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研读习近平系列重要
讲话和批示、指示；准确把握中办、国办《关于深
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和中宣部、教育部《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精神；深入了解高校师生对
2018 年版教材的教学使用反馈，不断增强使命感和
责任感，凝聚共识、倾情投入，努力使新修订的教
材充分体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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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建设的新进展，以正确的价值导向、鲜明的
青春气息为师生所喜闻乐见。

二、修订内容
根据修订思路，在此次教材修订中，我们将工
作重点确定在进一步融入新思想、反映新实践、回
应新需求、探索新形式；在全书章结构不变的情况
下，对章内节目结构据需调整，使更完善。
绪论“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重点充
实、反映了习近平关于青年大学生要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的要求。原教材重点从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三个维度阐述了时代新人的应有素
质，新教材调整为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四个维度，分别以“立大志，就是要有崇高的理
想信念，牢记使命，自重自励”“明大德，就是要
锤炼高尚思想品格，崇德修身，启润青春”“成大
才，就是要有高强的本领才干，勤奋学习，全面发
展”“担大任，就是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
当精神，讲求奉献，实干进取”等起句展开。其中
立大志、成大才、担大任三方面内容依据原教材内
容修订，明大德部分为新增写。逻辑框架方面，原
教材绪论由“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和“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两大部分构成，
第二部分又分为“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
人”和“提升思想道德素质与法治素养”两个层次。
这次修订，未改变这些内容呈现的基本逻辑，但为
进一步凸显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提升这一教
材指向的主题，“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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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单独列为一个部分，绪论由此调整为三个构成
部分。
第一章“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期待；并在关于人
生价值的评价标准部分，融入了习近平关于劳动的
重要论述，凸显劳动价值及其在人生价值评价中的
重要作用；在创造有意义的人生部分，融入了习近平
关于“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
底色”等重要观点，鼓励并引导青年在新征程中继
续拼搏奋斗；以相应形式反映了习近平关于加强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大学生思想引导的有关重
要论述。本章结构的局部调整体现在第一节、第三
节。其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个
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统一纳入“正确认识人的本
质”部分，列为第一节的第一目；本节在原教材人
生观与世界观关系论述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生观
与价值观关系的探讨；“幸福观”由原教材第三节
第一目中调出，相关内容体现到本章结尾部分，引
导青年大学生要在掌握人生观理论、正确对待人生
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创造
幸福人生、成就出彩人生。
第二章“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关于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以引导青
年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理想与现实、初心
与使命、责任与担当，努力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
能量。本章还依据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增补充实了
信念具有支撑性、理想信念提供精神支柱等方面的
阐述。本章以“知—信—行”为逻辑线索，章内结
构框架有所调整，主要的变化体现在第二节。节标
题由原教材的“崇高的理想信念”调整为“坚定信
仰信念信心”，节内目次调整为“增强对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第一、二目内容基于原教材补充修订，第三目内容
为新增写。第三节为进一步突出“行”的特点，对
原教材本节两个目的标题进行了修改，分别由“理
想与现实的关系”“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24

2021 年第 9 期 / 总第 273 期

修改为“科学把握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坚持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
第三章“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
讲话的精神，明确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精神之源、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和重要意义，进一
步丰富和拓展了对中华民族崇尚精神优秀传统的
阐述，突出了对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
色、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等内容的呈现。修订中
还充分反映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
相关内容和精神。本章框架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
在：在第一节中，专列“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一
目，以习近平所概括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基本内容展开
阐述，以进一步理顺本节阐述的理论逻辑，与此相
应，本节其他目次中的内容相应调整；第二节标题
调整为“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依此主题，节
中内容重点阐述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原则和要求，设
“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四目展开。第三节第
一目调整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显著特征”。
第四章“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
类价值共识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尤其是依据习近平
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展开了对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核心要义的阐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
主义制度在思想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具有先进
性、人民性、真实性等内容以更多的笔墨予以呈现，
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相关内容，
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等进行了深入剖
析。本章修改中，框架结构亦有所调整，主要体现
在：第一节由原教材的两目增加为三目，新增“价
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本节的第一目，
对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等进行了阐
述；第二节由原教材的“坚定价值观自信”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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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著特征”，设“反映人
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彰显人民至上的价
值立场”“因真实可信而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三
目来展开。
第五章“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传承
红色基因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根据《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等重要文件精神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充实
了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相关
论述，调整更新了“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等方
面的表述。本章逻辑框架的调整中，努力进一步突
出“社会主义道德”的主线意味，集中阐明马克思
主义道德观的相关基本理论、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
性及其核心与原则、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
求、青年大学生如何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等问
题。与此相应，本章由原教材中的四节调整为三节，
依次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吸收借鉴
优秀道德成果”“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其
中，第三节“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系在原教
材第三、四节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对原教
材中关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等内容的阐述作了相应的精简。这样的调整，使
得本章内容更加紧凑，逻辑更加清晰。
第六章“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重点
充实、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阐述了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形成和意义、主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修订中，还
增加了习近平关于法律概念、本质、作用等方面的
重要论述。在框架结构方面，本章由原教材的六节
调整为四节，分别为“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权威”“自觉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由相关历史、理论、实践的阐
述展开，最后落脚于青年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养成与
提升。其中，第一节内容与原教材第一节基本维持
不变；第二节第一目“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为新增内容，第二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在原教材“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内容基础上修订而成，第三目“建设法治中
国”在原教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等内容基础上修订而
成且有新增。第三节“维护宪法权威”在原教材第
二节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增加了加强宪法实施与监
督方面的内容。第四节“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在整合原教材第五节和第六节内容的基础上修订
而成。
以上，我们重点围绕融入贯穿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章内节目的相应调整完善问题作了逐章概述。
此外，贯穿全书的修订工作，还有：
一是进一步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的生动发展，体现党的百年奋斗进程中的伟
大功业、伟大精神。特别是将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生动实践、伟大成
果等充分反映到教材之中。择其要者，反映到教材
之中的新的实践进展包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进展等。行
文中，还运用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成功交会对接，2020年10月27日中国
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
突破1万米等大量生动案例展现我国科技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成就；运用南仁东、王继才、袁隆平、
张桂梅等楷模的先进事迹引导大学生增进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砥砺奋斗之行。此外，还融入了大
量反映党的百年辉煌历程、红色革命传统等方面的
内容。我们意在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让教材给学
生以更强的代入感和共情性，引导学生把个人梦融
入中国梦，心怀“国之大者”，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二是进一步深化学理性建设，同时回应青年大
学生关注的思想理论和人生、法治热点问题。例如，
在深化学理性建设方面，丰富对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关系的阐析；深化对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基
本理论问题的论述，阐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
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
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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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起源与本质、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出发，呈现马
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本内容，阐释社会主义道德与
以往社会的道德形态相比所具有的显著的先进性
特征，等等。在回应青年大学生关注的相关热点问
题方面，修订中我们注重把准问题、凝练问题、回
应问题。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青
年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躺平”，而是要以更加积极、
进取的姿态迎接人生挑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并
非高不可攀、集体主义并不遥远？如何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人民性和真实性？如何认
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真实面目？为什么说“党
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如何理解关于言论自由
的法律规定？类似的问题，我们在教材修订中都努
力以不同的形式予以回应、给出引导。这些方面的
努力，有助于学生在深化思想理论认识的同时，明
辨是非，增强科学的价值判断力，确立正确的价值
导向。
三是进一步创新教材呈现形式。在对教材主体
内容进行精细修订的同时，本轮修订中，我们增设
了“习语”“拓展”“图说”“明辨”四类栏目共
计 163 则，图片图表 60 幅，呈现习近平的相关精辟
论述，引导学生进一步打开知识视野、进行思维训练、
理解党情国情世情、坚定价值自信。此外，我们还设
计加入了 6 个二维码，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得
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的重要文献或辅学材料。这些努
力，使得教材图文并茂，可读性进一步增强，内容含
量进一步丰富，与学生的互动感进一步强化。各章所
附阅读篇目，均增写了简明扼要的题解。学习思考题
也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相应修改。教材修订过程中，
我们还对相关语言文字表述再作推敲锤炼，使之更加
准确有力、简洁鲜活、清新透彻。

三、教学建议
教材是教学活动展开的基本依据。在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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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建议老师们加强对新教材的研究，努力“吃
透”教材。这里所讲的“吃透”，既包括准确把握
新教材所精心融入的新思想、新实践，理解这些新
内容的丰富内涵，理解融入这些新内容的道理所
在，努力将“精心融入”的内容“精彩讲出”；也
包括准确把握新教材总体的、各章节的逻辑结构，
创造性地探索基于教材体系而非脱离教材体系的
教学体系设计。
在此基础上，教学活动的具体展开中，还需要关
注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以思想理论为引领。充分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
青年人生成长、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道德建设、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以之
为教学展开的根本遵循，彰显本课程教学的思想和
价值引领性。二是注重以鲜活实践为素材。本课程
思想性强，实践性亦强。要善于将生动的社会现实
中所蕴含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引入教学活动，活
化、具体化教材阐述，让小课堂贯通大社会、引入
大世界。三是注重以深厚文化为依托。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贴切地引入相关教学环节，
充分发挥好文化育人的作用，以优秀文化涵养青年
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四是注重以成长需要
为接口。一切教学设计，都要自觉考虑青年大学生
的成长需要，关注其心理特点、思想脉动、精神需
求，在回应需求、解疑释惑、砥砺心志中引导成长。
五是注重以提升素质为指向。这门课程的教学目
标，就是要服务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
质的不断提升，与此相应，教学活动要在唤起学生
起而行之的激情上下功夫，在促成学生躬身践履、
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引导学生将思想理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执笔人：沈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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