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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育人育心
□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病理学教研室 杨志惠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坚

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理念，做出了一

系 列 重 大 的 决 策 部

署。各地区各高校采取

了有力的措施，创造了许多

成功的做法，尤其是上海高校

为破解思政课“孤岛化”窘境开展的“课程思政”改革，

更是为全国各地高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一

个可供借鉴的范本。思政课教师，作为战斗在思想政

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一线成员，在当下全国范围内

“课程思政”改革的滚滚浪潮中，必须增强定力，攻坚克

难，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

育人实效。

教育部在2018年2号文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中指出：高校思政课程是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

和核心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从根本上解决“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作为灵魂课

程，讲政治是思政课的首要要求，对思政课教师而言，第

一要求就是政治要强，“在马言马、在马信马。”

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有老师谈到了她和学生关于

“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话题的交流。这位老

师是这样回复学生的，她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加入

这个政党，是因为他们在经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后终于

发现还有这样一个政党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曙光，而后来

的实践证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处在

和平年代的人，又为什么要入党呢？

这位老师给学生讲：“其实老师以前也有着和你一

样的疑惑。但是随着我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

作的时间越长，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就越来

越清晰了。和平年代，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加入这个政

党，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坚信，这样的一个党，她不仅能带

领受苦受难的旧中国人民打破旧的枷锁，建立一个崭新

的中国，而且她还能带领这样的一个中国重新走上世界

民族之颠，让她的国民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世界哪一个

国家，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合法的权益。

最后这位老师给学生说：这方面的例子，我相信你

也知道许多，但你我也很清楚，我们的党也还有不少需

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党是非常欢迎像你这

样优秀的青年加入到这个团队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然后这位同学说：“老师，我大概清楚一些了，下来

我再琢磨琢磨您说的话。”

类似这样的交流，随时发生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课教师的短信、QQ、微信、微博中。正是因为拥有

一大批这样政治强、情怀深的思政课教师，通过透彻的

学理解析和缜密的逻辑论证，理直气壮地讲好了思政

课，才使我们的学生不仅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

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也逐渐地理解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深学方可至信，至信方可笃行。思政课作为一门

通识必修课，就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史学、

法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于一体的“知识大课堂”，通过知识

来传授思想，表达情感，传递价值。因此，思政课教师不

仅需要通达地学习、广泛地涉猎，在知识储备的长征路

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更加需要审慎探询、深入追问、

周密思考、明晰分辨来笃定所学所思、坚定所信所念，从

而以真学带动真用、以深学促进笃行，通过自身的言传

身教，真正地回应、说服并引领学生。

在“毛中特概论”课程学年总结里，一位学生这样写

道：“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强调，都比不过两学期短暂的课

堂教授，来得深刻……两学期的课堂教授和小组汇报，

让我产生了不小的去调研的兴趣，做好了据此而独立思

辨、政治思考的早期准备……”，这位同学讲：“真正成熟

的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思考，即使这种思考是幼

稚的，但不能没有。”

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在当前“三全”育人大思政格局

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必须坚持推动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改

革创新。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致力于充分发挥思

政课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作用，根据我校医学生和思政

课程“亦新亦旧”、“亦易亦难”的特点，探索出“SPSS+”多

维立体教学模式、“三论三研”思政课实践教育模式。这些

成果，分别获得了2015年泸州市首届和2018年泸州市

第二届“十佳思政教学改革优秀成果”荣誉称号。2019

年，这些成果又成功入选教育部门户网站开设的“高校思

政课建设优秀成果巡礼”专栏。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马克思主义学院又及时推出了“战疫有我医者仁

心”的主题思政课，讲述西南医大人的抗疫故事，展现西南

医大人的担当作为和仁心仁术，以舍身忘死、救死扶伤的

榜样力量感染学生，以“厚德精业、仁爱济世”的校训影响

学生。5月21日，“战疫有我 医者仁心”主题思政课成功

入选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慕课在线栏目。

当然我们深知，“改革没有完成时”，知常明变者赢，

守正出新者进。思政课教师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持续在关键处、要害处上下功夫，切切实实提

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及亲和力。

总之，思政课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的“定海神针”，不

断增强定力，不被乱花迷眼、不被浮云遮眼，持之以恒做

好自己的事情，这样才能行稳致远，在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 全 育 人

作为高校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应当着力让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增长见识、培养奋

斗精神、增强综合素

质，教育引导学生争做

“爱国、励志、求真、力

行”的时代新人。多年来，

我一直本着“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的原则，勤奋耕耘在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第一线，

育人育心，不仅教育学生努力学好专业知识，还加强学

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和点点滴滴做到

为人师。

“三全育人”的重心在“全”，“全员育人”要求全体教

职员工成为“育人者”，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

履行育人之责、产生育人之效，实现育人无不尽责。爱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继承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我在博士答辩的时候，答辩主席是西安交大的一位

教授，他在日本生活学习多年。答辩宴上，他告诉我们，

在日本，只要听到有人妄议中国，他一定和他理论。这

位教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我，至今牢记于心。教书

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坚持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

生思想价值的引领和家国情怀的培养。课堂上，我常将

这位教授的案例及自我的感悟向学生们分享，是祖国给

了我们安定的生活环境、给我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应对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增强对社会、

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全程育人”，需要将立德树人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

过程和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实现育人无时不有。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教育中，教师

是学生的模范，也是学生的镜子。工作多年来，不论是在

教学、科研还是临床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一丝不苟。有时

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我会修改10余次，小到标点符号、

语法错误，大到研究设计可行性、结果科学性。

在培养医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规培生的过程中，我

总不忘告诉他们，要当好一名医生，既要技术精湛，还要

有高尚的医德和处处为患者着想的情怀。临床工作中，

我坚持以身作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个病例，给

患者精准治疗提供最准确的诊断，不因自己的错误让患

者在身体上、精神上或者经济上受到损失。我坚持手把

手带教，做病理诊断时，学生初诊，我复诊。在复诊中，

我会逐一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处，指出从错误中应吸取的

教训。针对诊断困难的病例，我反复给他们讲疾病的诊

断标准、病变特点，需要鉴别诊断的病例，帮助他们快速

成长。

医学知识日新月异，作为教师，尤其需要加强知识

自我更新。我带着学生一起学习更新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各器官肿瘤分类英文原著、肿瘤病理诊断规范、

肿瘤分子病理新进展等知识。通过这些学习，让学生们

获得的临床病理知识做到与国内、国际同质化，不仅掌

握基础知识，还要学习最新进展。

著名的教育实践家、教育理论家霍姆林斯基说过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在学生们成长的路上，我尽可能

地给予关心、鼓励和帮助。

聚焦学生的成长，首先需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有

一次了解到一个学生患有急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

疗，将导致失聪，但学生的父母都在江苏工作不在身边，

当时是晚上10点左右，我紧急联系了医院临床专家给他

看病，最终，学生的耳朵完全康复。在课堂上，当讲到肿

瘤、高血压等疾病病因发病机制时，我总不忘提醒同学

们少吃垃圾食品，加强身体锻炼。

有的同学上课迟到、打瞌睡，暮春初夏，我专门准备

了一张ppt，内容是朱熹先生的劝学诗《偶成》：“少年易

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

叶已秋声。”借此诗告诉同学们，光阴似箭，时不待我，提

醒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不要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免“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校2013级一个学生考进北大攻读临床医学专业

研究生，我常将其作为榜样鼓励他的学弟学妹们，只要

有梦想，足够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不要妄自菲薄，也

不要自惭形秽。我告诉自己的研究生，切勿以己之长攻

人之短，要学会包容他人，多为他人着想。我也告诉同

学们，得学会感恩，应当感恩国家、父母及陪伴他们成长

的一切，包括学校、老师、同学。

教书育人，重在育人。我愿和学校所有教师一道，

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为他们将来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

人才尽教师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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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关爱帮助护佑学生成长

03

听听他听听他们怎么说们怎么说

落实落实““三全育人三全育人””争做争做““四有四有””教师教师

增强定力 行稳致远
□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 赵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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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

本任务，“三全育人”工作

是实现这一根本任务

的有效途径，而学生工

作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普通高等学校辅

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指

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

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首先，辅导员要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入髓

入心。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造灵魂。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019年，我

们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医学生使命”微党课比赛，

演绎革命、建设伟迹，歌颂可敬的生命，让学生充分

体会信仰的力量。二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染

灵魂，实现思想教育感性与理性结合。今年上半年，

我们及时开展“大医大爱”抗击疫情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摄影、绘画、文创等形式定格抗疫一线人物的最

美瞬间与奋斗场景，让学生深刻感悟“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含义，体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

其次，辅导员要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触动灵

魂。一是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潜能，鼓励学生用眼

睛去明辨，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受，用双手去创

造，全方位地投入。二是与学生学习阶段紧密结合，

融入专业精神教育，伴随学生专业学习的全过程。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及时向学生转发卫健委诊疗方

案，并归纳出各版本的变化，引导学生探寻医学真

理。三是注重学生全员参与，微党课比赛全年级有近

三分之一的同学组成32支队伍参赛，全体600余名学

生观看比赛、参与评选。今年的“大医大爱”活动也激

励同学广泛参与和展示，以此形成共情与共鸣。

育人工作的对象是人，那么就要围绕人、关注人。

首先，辅导员必须具有融会贯通的聚合力。学校“三全育人”

的体系，需要辅导员承上启下，做好桥梁纽带，汇聚能量，转化为

学生感受得到的教育与帮助。因此，我们要与学校几乎所有部门

接洽，与院系科任老师紧密沟通，与班导师、班主任密切联系，辅

导员就是“三全育人”中“全员育人”的重要一环，有此定位，才能

把为学生成长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全更细。

其次，辅导员必须具有水滴石穿的耐心。学生出现问题或

心理状况，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倾注十足的精力去帮助，与学生谈

心谈话是贯穿整个学期的工作。同时，也意味着还要对其一直

关注，持续跟进，直到问题的最终解决。2019年我们年办有记

载的与学生及家长谈心沟通就有300余人次。可以说，辅导员

是学生成长的“全程参与者”，在参与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必须锲

而不舍、矢志不渝。

最后，辅导员必须具有大爱无痕的仁心。对于学生的疑问和

诉求，我们始终坚持全方位的倾听、解释、回应。学生出现某种状

况，我们始终坚持拔出萝卜带出泥，全方位地解决其关联问题。

对于安全教育、事务办理、学业提醒、心理疏导、道德纪律等重要

工作我们始终全方位关注，随时讲反复讲，换着说法讲，声情并茂

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学生能平安、健康、顺利的成长。这

次第一批次学生返校，我们年办两位老师与三位黑龙江籍学生及

家长总计电话提醒协调返校事宜18次。其中一位同学感叹：老

师真是太贴心、太温暖了。

学生在校5年，一直陪伴他们成长的是辅导员，因此，我们

在管理、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利用全程陪伴的优势有意识的引

领学生思想进步、精神成长。个人认为，辅导员应当至少在思想

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业与职业指导等方面成为专家。为

此，我积极参加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训，考取了心理咨询师

和职业指导师；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年与年办辅

导员合作的《同理心培养对医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课题获

省教育厅立项。此外，成立易班辅导员工作室，担任学生公寓党

员工作站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互联网+“双创”大赛等。我

希望自己不断精进，努力做好学生成长的引领者。

站在我们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作为

辅导员，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根本指引，将“三全育人”的成效转化为学生一心向党、矢

志不渝的政治信仰，转化为牢记宗旨、保持本色的价值追求，实

现学生个人理想与国家和民族事业的深度融合。

1 讲好中国故事
做学生灵魂的触碰者

2 润物有声
做学生成长的呵护者

3 一专多能
做学生成长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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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持续深入的学问思辨

三 坚持教育教学的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