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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新思路

□张笑怡，胡和平

(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8)

摘 要: 新时代下，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五要素”，即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

都较以前有所不同。用“课程思政”理念引导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的观点，也顺应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要求，还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文以载道”的理念，能为

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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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剧烈变化，这些都

对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形成了新的挑战。大学语文

作为一门通识课，如何跟上时代形势、结合自身特

点，在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中发挥应有作用，成为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的时代背景下，学生、教师、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教学五要素”都

与以前有所不同，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到底该怎么

教，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在“课程思政”理念引导下

进行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观点，也顺应了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的要求，还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

“文以载道”的理念，或能为公安院校大学语文的教

学改革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总之，在“课程思政”理

念引导下进行公安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既需要我们

更新认识，也呼唤我们有革新的勇气。

一、学生: 多样文化下的“野蛮生长”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

这个主体的作用，首先得认真地把学生研究透。00
后大学生思想新锐，包容性也更强，可以说，他们是

多样文化下“野蛮生长”的一代。自 1840 年鸦片战

争的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人民历经屈辱，

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不自信。及至“五四”运动，青

年学子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彻底把中国传统文

化踩碎，走上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道路。一时间之间，

各种主义如潮水般涌来，热闹非凡。［1］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自从马克思

主义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便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在思

想文化的“洪流”中撷取出这颗最璀璨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文化逐步发展，并在建国后正式确立了

自己的主导地位。［2］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外的众

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各种文化异彩纷呈。90 年

代，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学热”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关注。人们认识到曾经被踩在地上的“孔夫子”
并非一文不值，儒家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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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3］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发展，千禧年

后出生的“00 后”面对着比以往更为绚丽多姿的文

化园地。总之，目前的文化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风云激荡，各种非主流文化

光怪陆离。这些共同造就了“00 后”开放包容、无拘

无束的成长经历，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来表述，正可谓

“野蛮生长”!

大学语文课程面对的是高等学校非中文系的学

生，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专业，而更多的是要通过大学

语文课堂提升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对中国语言和文

化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公安院校的

大学语文课程所面对的群体更是极其特殊，他们是

新时代的预备警官，是未来公安事业的生力军。祖

国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是，不但要有过硬的身体素

质、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顽强

的斗争意志。一句话概括，公安院校要培养的是

“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无疑，“又红又专”
的培养目标与“野蛮生长”的现实境况之间形成了

一定对立。
“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入，能在目标与现实之间

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有效运用了语文

课程在德育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真正做到教书与

育人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文论中早就有“文以载

道”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提倡“文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4］在公安院校的大学语

文课堂上，除了交给学生一件听说读写的“工具”，

也能教给学生一份忠真智勇的精神。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充分发挥自身特色，能真正做到“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作为显性教育

的“思政课程”可谓惊涛拍岸、掷地有声; 而作为隐

性教育的“课程思政”则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5］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在愉快的审美体验中

无形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修养品德、涵育文化，使

得公安院校的“育人”过程更富亲和力、吸引力。

二、教师:“工具论”的挑战和“自由主义”的谎言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公安院校要实现培养公安

事业接班人的目标，教师这个主导的作用不容忽视。
要在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在

“教师”这个维度上至少有两个问题亟待革新。
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一些语文老师也包

括公安院校的部分大学语文老师认为教学的主要任

务在于字词句篇、听说读写，更注重大学语文“实

用”的一面。至于思政教育，被他们认为是思想政

治专业课老师和指导员的专利。此为第一个必须进

行的革新。
语文课的“工具论”与“人文论”的争论由来已

久，论战双方各持己见。在实践中，我们更认可将

“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方式。既将语文视

作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也用它来磨砺品格、陶冶情

操。而且，由于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属性、阶级属性，

用文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可行，而且可谓是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6］所以，公安院校老师在大

学语文课堂上进行德育的渗透，应该成为一种理所

当然的选择。对于思政的内容，我们不但要讲，而且

要讲得理直气壮。
西方自启蒙运动起就把“自由”当成对抗封建

与皇权的利器。到了近现代，更是在全世界鼓吹以

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在思想政治教

育领域推行所谓“自由主义德育论”。［7］公安院校的

大学语文教师大多毕业于地方院校的中文系，他们

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其中有些人甚至将自由

主义、普世价值奉为圭臬，在教学中羞于讲阶级、耻
于讲集体。而公安院校以政治建校，为人民办学，其

教书育人工作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

印。另外，公安院校讲求整齐划一，强调集体主义，

还大多实行警务化管理。由此看来，部分老师“自

由主义”的主张与公安院校确实有些格格不入，此

为教师这个维度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自由主义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价

值，然而西方世界的道德危机和社会问题都已经证

明，世上绝无绝对的“自由”，西方推行的所谓“普世

价值”只是站在其自身立场上强加给其他文明的价

值。近期反中乱港分子在香港制造的种种暴乱事件

也证明“自由主义德育论”不过是一场别有用心的

骗局，所谓价值中立的德育只会造成人心的混乱和

社会的撕裂。［8］所以，一旦站上公安院校的讲台，不

论你是教授哪门课程的老师，理所应当少谈点自由

主义。由于大学语文科目天生具有的形象性、情感

性、审美性的优势，大学语文老师更应该理直气壮地

讲革命理想、谈爱国精神。

三、教学内容: 市场经济下文学的“媚俗”

当前，为盲目迎合市场而导致的文学上的“媚

俗”倾向，主要表现为“审美粗鄙化、叙事格调调侃

化、叙事方式极致化”。［9］这导致年青一代审美能力

低下; 而为了迎合新人类的审美旨趣，又进一步加剧

了文学的“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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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要直面这些困难、着
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源头上保证我们输入给

预备 警 官 的 都 是 适 合 他 们 职 业 特 征 的“精 神 食

粮”，才有较大的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安事业接班

人，所以，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选择都成为相

当关键的问题。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应当选

取一批“文质兼美”且符合公安院校教学目标的课

文供学生们精读。
为什么说要选择“文质兼美”的课文呢? 人民

公安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公安院校的教学不可避免

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大学语文科目的教学也不例

外。然而，大学语文课毕竟不同于马哲、毛概等思想

政治理论课，如果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了语言

运用能力的教育，忽视了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那只

会让语文课失去“语文味儿”，从而模糊了“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的界限。所以，“文”与“质”实在

需要兼顾。实际上，“文”与“质”也可以兼顾———从

本质上看，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审美”属

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是可以统一的。公安院校的

大学语文教学从教学内容上就要选择那些“文质兼

美”的作品: 既具审美价值，又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 既考虑了美育方面的要求，也满足了德育方面的

要求。［10］

除了“文质兼美”，公安院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

容最好还要符合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符合预备警

官的身份特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公案小说、侦
探小说、法制文学、公安报告文学等，都可以成为比

较理想的教学内容。当然，那些与公安工作、执法

行为不直接相关的作品，只要是展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只

要能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
凝聚中国力量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教学内容。教

师应主动挖掘其中的思政因素，为公安院校的育人

目标服务，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

四、教学方法:“乱花渐欲迷人眼”后的初心

近年来，各种新的教学模式层出不穷———混合

式教学、翻转课堂、对分课堂、智慧课堂等等，你方唱

怕我登 场; 在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的 加 持 之 下，微 课、
MOOC、SPOC 等等也纷纷涌现，让人眼花缭乱。热

闹背后，我们还是有必要进行冷静思考，公安院校大

学语文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从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实践来看: 孔子有关于

诗歌的“兴观群怨”说; 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 张载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 周敦颐明确

提出“文以载道”……可见，文学天生就是具有社会

作用的。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看: 马克思认为，

“文学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而不应漫无边际

地飞驰 遐 想”; ［11］ 毛 泽 东 提 倡“文 艺 为 工 农 兵 服

务”; 新时期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 习近平提出文艺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①”……可见，文学应当与时代、与人民

紧密相连。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

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学发展的要求，而且

在中国古代的教学实践中早已有之。
具体到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中，用“课程

思政”的理念指导教学，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强化

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警察意识、坚定学生的

理想信念，所有这一切的“初心”都是为了公安院校

的人才培养。认清楚这个“初心”，我们在教学中首

先要注重“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既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科学性，也注重它的亲

和力、吸引力; ［12］ 第二就是要平衡好“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关系，既教给学生知识与技能，也教给

他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最后，我们在教学中还要

主动在“审美属性”教育与“意识形态属性”教育之

间保持一定张力，既给学生以美育，又给学生以德

育，让他们全面发展。［13］

五、教学环境:“文明冲突论”与文化殖民主义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不断更新换

代，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绚丽多彩却又波诡云谲的

“云世界”，反映在文化上则是文明多样化的特征越

来越明显。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影响下，美国不仅在政

治经济军事上围堵中国，在文化上更是积极进行文

化殖民主义渗透。［14］文化殖民主义理论是指西方利

用其话语优势和先进的传播手段，将西方的意识形

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传播到东方世

界，以达到同化“他者”，甚至使“他者”产生一种崇

拜和归附心理的理论。香港的“占中”行动、修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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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背后都依稀可见文化殖民主义的影子。［15］

教学环境( 特别是教学的文化环境) 的改变，要

求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引入课程思政理

念，进行改革。第一，用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气

派解决世界问题、化解文明冲突至关重要，应是公安

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合和天下”“和而不同”等观点充满智慧，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都证明了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于中

国。第二，公安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坚持正确

政治导向，教育学生发好公安声音、讲好警察故事，

并要注重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总之，我们的时代总在发展，我们的教学又怎能

固步自封? 让我们怀抱“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

险又出发”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不断为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贡献力量，不断为中国

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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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 New Idea for the Ｒeform of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in Police Colleges

ZHANG Xiao － yi，HU He － ping
( Hunan Police College，Hunan Changsha 410138)

Abstract: In the new era，there has been changes in the“five elements”of language teaching in police colleges，namely，students，
teachers，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Using the concept of“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to guide
the university language teaching in police colleges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and also undertakes the concept of“text － based”in the Chi-
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ought，which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police colleges．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olice colleges; College Chines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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