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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
实践性教学调查报告
高慧燃栗贝阳毛明华张晓峰
（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

为了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研究课题组围绕课题主题对北京８所大学１ ０００多名大学生进
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恩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相

关问题的认识和意见，这对进一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意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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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给学生如何进行观察、收集数据、访谈、问

一、导言

卷调查以及撰写报告等。

实践性教学（亦可称之为实践教学）是西方在

我国高校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实践性教学，尚在

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和行为主义教育哲学，强化

积极的探索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

教育职业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教学实践模

显得尤为迫切。从现有研究情况看，国内关于思想

式，今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正式纳入到其理工农

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的探讨已有不少成果。然

医类学科的教学规程当中，而且一些西方国家已经

而，建立在定量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研究尚属稀缺。

在其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教学中引入了实践性教学

大部分研究仅从意义与价值角度提出实施实践性

的方法。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为本科生提供在政治

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少数研究能够提出实践性教学

和公共事务领域参加实践研究活动的机会（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的实施方案与操作规程。即便是这些看似有实际操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作价值的研究，也往往因为较少考虑学生的意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包

括让学生到议员办公室、法律事务机构，以及涉及

使得方案的效果难以预测。毕竟，学生是思想政治

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无家可归者救助等社会问题

理论课教学的直接指向与最终受益者。考虑到以上

的机构参与一定的工作，目的是使学生在课堂以外

情况，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

增加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增进其决策与实施方面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课题组，于

的实际经验。斯坦福大学设置了暑期实践研究项目

２００５年６月在北京８所高校进行了一项关于“邓小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组织人文社科类学生赴意大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

利、土耳其、秘鲁及美国国内有关地区进行历史遗

学的抽样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客观题

迹考察和研究，并事先为学生开设专门的讲座课

目，测量当前大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的认知水平、

（Ｓｕｍｍ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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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态度、期望设想等方面的实际状况，以便为进

年

一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提供可供参

级

照的重要数据。

二、调查方法
１．调查范围

２７

２９３

４

０

３２４

２．４％

２５．５％

０．３％

Ｏ．０％

２８．２％

５７

３０２

３３

ｌ

３９３

５．０％

２６－３％

２．９％

０．０９％

３４．３％

１３ｌ

２３３

８

ｌ

３７３

１１．４％

２０．３％

０．７％

０．１％

３２．５％

１１

３９

７

１．０％

３．４％

０．６％

０．０％

５．０％

２２６

８６７

５２

２

１１４７

１９．８％

７５．５％

４．５％

０．２％

１００．０％

三年级

为：先从北京市高等院校较为集中的海淀区与朝阳

５７

四年级

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

其他

二年级

区）的８所高校的近１ ５００名学生为总体目标，采

区的１４所高校中随机抽取学校８所（包括中国人民

合计
理工类 人文社科类 艺术类

一年级

本次调查以北京市两个城区（海淀区与朝阳
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具体步骤

专业类别

合计

央财经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在每所抽中的大学中，
按照等距抽样原则，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基于各
所学校学生总数、学生个人背景以及学校学科设置
情况（学科数量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们分布
样本的依据）的不同，我们在上述的８所高校中抽
取了１ １５０名大学生构成了本次调查的样本。
２．资料收集

表１：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３．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
然后输入计算机，由笔者利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主要为单变量统计分析和双变
量的交互分类统计。

本次调查采取了问卷收集资料。问卷由２４个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题组成，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对被调查者的个人
情况及其对实践性教学的态度进行了测量：
①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级与专业类
别。

１．当前大学生对实践性教学模式的认知程度
与认知渠道
为了实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采用进而

②被调查者对实践性教学的了解程度。
③被调查者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的基本看法。
④被调查者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实施方案，包括
采取何种形式，其学分设置、考核标准等方面的
偏好。
被调查学生的抽取与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由中
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课题组的成员分成８
个小组深入８所高校实施与完成（其中一部分被调
查对象当场填写，当场回收；另一部分为在宿舍内
填写，１２小时后回收）。实际发放问卷１ １５０份，
回收有效问卷１ １４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９．７％。实
际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见表１。

万方数据

普及实践性教学模式的目标，首先要弄清当前大
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的认知状况，这包括对于实
践性教学的熟知程度与认知渠道。这是开展实践
性教学模式准备阶段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大
学生对于这种教学方式的熟知程度决定了我们的
工作如何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大多数学生对
于实践性教学方式是知晓的，我们姑且不论程度
如何，那么我们在采用新大纲进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时，就可以比较轻松地导入实践性教学方
式，而相应缩短学生的心理适应期。更为重要的
是，学生对实践教学的认知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我们现今教学活动中采用实践性教学的广度与
深度。尤其是对于学生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实践性
教学的测量，能够为我们今后推广实践性教学工
作中的媒介使用问题提供参考。调查结果显示：

｝

教珐撩薅｜
。．．．．．。。。．。．．。．．．。．。．．．．．÷．。－
。．。ｉ。ｉ。二．．．．＿划
有６７．２％的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模式是有所了解

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某学校采用实践性教学方

的，其中仅有４．３％的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很了

式改善教学效果的鲜活的事例来引起学生对于实

解，１９．４％的学生比较了解，４３．５％的学生仅仅听

践性教学的好奇与兴趣，进而激发学生对于实践性

说过实践性教学这一概念，而其余的３２．８％的学

教学方式的主动参与的热情，以便为今后的推广工

生表示他们从未听说过实践性教学这一概念。在

作做好前期的心理准备。只有学生理解并积极主动

回答您所在的学校是否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地配合、热情地参与才能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上采用过实践性教学方

性教学的顺利有效开展。

式这一问题的时候，有１０．５％的学生选择了“经常

对实践教学了解程度

采用”，有４８．７％的学生选择了“偶尔采用”，而其

比较

仅听

从未听

解

了解

说过

说过

理工

７

６０

９０

６９

２２６

类

３．２％

２６．５％

３９．８％

３０．５％

１００．０％

人文

３８

１５６

３８２

２９１

８６７

４．３％

１８．Ｏ％

４４．１％

３３．６％

１００．０％

艺术

４

６

２６

１６

５２

类

７．７％

１１．５％

５０．０％

３０．８％

１００．０％

４９

２２２

４９８

３７６

１１４５

４．３％

１９．４％

４３．５％

３２．８％

１００％

两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大学生对于实践
性教学模式的知晓程度是偏低的，如果我们将很了
解与比较了解视为对这一教学模式的一种较高层

专

次的认知的话，那么仅有２３．７％的学生属于这一层

业

次。这一现实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

类

强实践性教学理念的推广与宣传，另一方面要在思

社科
类

别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渐进式地引入实践性教学，而
不可过于急躁，因为现实说明大部分学生对于实践
性教学还需要一个从认识到适应的过程，而且当前

合计

大多数高校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概论”课没有积极主动地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
此外，通过表２我们可以看出：专业类别对于学生

表２：专业类别对实践性教学了解程度的影响
２．当前大学生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了解实践性教学的程度影响不大，如果按照理工科
教学中应该采用更多的实践性教学的常识假定来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质量的评价

看，理工科学生应该比人文社科类以及艺术类学生

对教学质量的态度

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或参与实践性教学，但从学生的

很不

差强

比较

很满

反馈来看，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原

满意

人意

满意

意

本应该更加重视实践性教学的理工科没有得到相
应的反馈。这反映出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我们其他大部分学科的教学都缺少主动积极运用
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意识。

专

那么当前学生都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实践性

业

教学这一理念的呢？结果显示：有５０．４％的学生是

类

通过大众传媒获悉实践性教学这一理念与方法的。

别

２７

１０２

７０

２７

２２６

类

１１．９％

４５．１％

３１．１％

１１．９％

１００％

人文

１１１

３１８

３２９

１０９

８６７

１２．８％

３６．７％

３７．９％

１２．６％

１００．Ｏ％

艺术

９

２７

１４

２

５２

类

１７４％

５１．９％

２６．９％

３．８％

１００％

１

ｌ

Ｏ

０

Ｏ

５０．Ｏ％

５０．０％

Ｏ．０％

Ｏ．０％

１００％

１４８

４４８

４１３

１３８

１１４７

１１．９％

３８．１％

３８％

１２．０％

１００％

社科
类

其他

的方式了解到的。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推广
与宣传实践性教学这一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扮演着
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结果对我们的启示是：要抓
住大众传媒渠道适时地积极地对实践性教学理念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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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理工

这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媒体（２６．５％）以及书刊杂
志（２３．９％）。另外有３０．３％的学生是通过人际沟通

合计

很了

余的４０．８％的学生选择了“从未采用过”。通过上述

合计

表３：不同专业类别对该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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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了针对性的题目，目的是为了考察学生真正的兴趣

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开展需要对现有课程的教学效

所在。我们为学生提供的备选答案有：根据所学的

果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所以我们在问卷中专门设计

原理，自制专题，上台授课；走向基层向群众宣传

了两道关于学生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选择邓小平

要思想概论”课教学质量的评价的题目：对该课程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关原理对家乡开

教学质量的总体评价；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最大不

展社会调查；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教学实践基地进行

足之处。根据统计，学生对于该课程教学质量的总

考察；组织有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体评价是这样的：对教学质量持积极态度的学生占

想的各种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学生的反馈情况

到４８％（其中认为很满意的有１２％，比较满意的有

如表４：

３６％），持消极态度的学生占到５２％（其中认为很不
选择人数

比例（％）

到教学实践基地进行考察

６７３

３７．８

思想概论”课教学质量持消极态度，那么是何种原

对家乡展开社会调查

４４１

２４．８

因使得学生产生了这样的态度呢？在之后的“该课

走向基层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

２７５

１５．４

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题中我们得到了答

个代表”重要思想

案：有４０．３％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教学存在的最大不

上台授课

２印

１４．６

组织有关的各种知识竞赛

１３２

７．４

满意的有１２．９％，差强人意的有３９．１％）。这一结果
并不乐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半以上的同学
对其所在学校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足在于课程不能与现实很好地结合。其他的原因诸
如：教材内容陈旧（２８．６％）、采用的教学方式过于
死板（１３．７％）、教学水平不高（９．１％）、大班上课
效果不佳（５．７％）以及课程学时过多等（１．５％），
显然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课程与现实
脱钩这一原因上，这个结果再一次证明了要想提高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
学质量与效果，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势在必行。实
践性教学将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学以致用
的乐趣。
３．当前学生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实施方案的选择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实施方案的探讨
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进行设计，实践性教学的对
象是学生，他们的意见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重
要参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课实践性教学可以使用哪些方式展开，学生们
到底倾向于何种实践教学方式，这些问题的解答对
整个实践性教学的开展至关重要。学生是整个实践
教学活动的主体，如果我们为学生提供的实践活动
方式根本不能切合学生的兴趣，那么这种活动方式
无论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可行性都不应该予以采用。
因此，我们根据现在流行的几种实践教学形式设计

表４：对于实践教学方式的选择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们最为偏爱的实践活动
形式为到教学基地进行考察，其次为到家乡开展社
会调查，而走向基层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上台授课排在其后，最后为参与各种关
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知识竞赛。
这样一个结果显示，如果能够被给予适当的机会，
我们的学生更愿意走出校园，走到社会中，走向基
层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他们敏锐的观
察力与丰富的创造性去发掘去描绘社会中受到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影响的种种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因此，在今后开展实践性
教学活动时，我们可以参照学生的这种兴趣选择，
为学生多安排符合他们个人兴趣的实践活动，充分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
效果。那么在为学生安排实践教学基地的时候又应
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本次调查也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考察。问卷中将教学实践基地按照组织机构的行
政管理形式分为：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国家事业
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或私
营企业；其他。通过调查，学生把国家与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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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作为他们最愿意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实践学习的去处（３４．６％），其次为国家事

选择人数

比例（％）

每两至三个章节进行

６６０

５７．５

学习完全部课程后进行一次大规

２０９

１８．２

业单位（３０．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２０．２％）与外
资、合资私营企业（１４．０％）排在后面。这一点告诉
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与地方政府机构

模的实践活动

或国家事业单位应该成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每一个章节进行一次

１９６

１７．１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实践基地的首选。

利用假期时间在家乡进行实践教学

７７

６．７

其他

４

０．４

当我们将活动方式以及活动地点确定下来之
后，拟定主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这里就
涉及到一个主题的确定方法以及主题内容的选定

表５：实践性教学在课程中的安排

问题，学生对此也作出了他们的判断。根据调查，
选择人数

将近６０％的学生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的主题应该完全根据
自己的兴趣来确定，其余的学生希望任课教师能够

比例（％）

不限院系自由结组

５１５

４４．９

在院系内部结成小组

２６４

２３

以班级为单位

１８６

１６．２

无所谓

１８２

１５．９

为他们开列一个选题表单，他们从中进行选择。我
们认为，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学生如果完全按
照自己的兴趣拟定题目，那么最终的题目必定会五
花八门，其中有些学生自拟的题目不一定能够达到
表６：实践性教学的组织形式

实践教学的初衷，有一些虽然设想精彩、大胆创新，
但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主题的拟定需
要一定的引导。
至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比较希望每两至三个章
节之后进行一次实践性教学，在进行实践活动的时
候，将近一半的学生希望能够不受到院系的限制自

论”课实践性教学的经费问题，主要由校方提供。

由结组进行。同时，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将实践性教

当实践性教学活动经费出现不足时，能否让学生发

学的表现计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挥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到社会中去寻求赞助来解决

想概论”课的期末成绩时，被调查者中，同意计入

呢？学生是否愿意为实践教学活动而拿出自己的

的与反对计入的人数相当，分别为５０．９％与４９．１％。

课余时间走入社会来为自己的活动寻求资金支持

因此，我们尚不能武断地得出结论学生是否愿意将

呢？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者中，有７９．４％的学

实践课成绩计入总成绩中，在操作的时候应该视本

生表示愿意到社会中寻求赞助来支持活动的完成，

校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那么，对于那些同意将实

其余２０．６％的学生表示反对。这表明大部分学生是

践课成绩计入总成绩的学生来说，他们认可的可以

愿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的。这也从一个层面再次证

接受的计入比例是多少呢？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

明：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是持积极态度的。当然，

追问，结果显示：９４．３％的学生认为实践教学成绩

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学校应该规范学生外出寻求

的比重应该低于５０％，一半以上的学生（５５．４％）

赞助的活动，确保学生的出行安全，并应与学生达

的选择集中于１０％一３０％。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在

成协议，以确保学生寻求到的赞助用于实践性教学

这样一个比重之下适当地将实践性教学成绩纳入

活动等。

总成绩的核算体系中。

除了实践性教学主题以外，本次调查进一步关

最后，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即“邓小平

注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

课实践性教学的课程安排、活动的组织形式、成绩

成果的确定以及评估方式的选择。调查结果如下表

评估等。具体情况见表５与表６：

所示：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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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藤荣讨｜

鬣薯蓄戳≮童蔷蠢蠢蔷蠢叠誊奠誊警誓ｊ：二翻

实的基础。

选择人数

比例（％）

２９７

４６．１

上交一篇正式的调研报告

２９６

４６

半，并且绝大部分学生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其他

５１

７．９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存在的最大不足是课程不

２．当前大学生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以答辩的形式接受老师或
评委的审定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时效性的总体评价是好坏参

能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这或许是当今思想政治理论
表７：实践性教学成果确定的方式

由系组成评审小组对学生
的实践成绩进行评定
由任课老师确定学生的实
践成绩

课教学存在的通病。这一点说明，引入实践性教学

选择人数

比例（％）

３７９

５８

２１８

３３．３

５７

８．７

模式对于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而增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的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性教
学正是实现理论与现实连接的一架桥梁。
３．对于具体的实践教学形式的选择，学生们
最希望能够到教学实践基地进行考察，同时希望进

其他

表８：实践性教学的评估方式

入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进行教学实践。当教学实践
经费不足的时候，多数学生愿意自己到社会中寻求
赞助来支持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完成。而对于实践性

上表中显示的数据为我们进行实践教学成绩

教学的时间安排，多数学生认为两至三个章节安排

的评估与审定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这部分

一次教学实践最为合适，同时在活动中他们希望不

代表了学生对于几种方式的偏好。对于成绩的确定

受院系限制自由结组进行活动。对于实践环节成绩

方式我们也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的核计问题，一半同学认为暂时不要将实践性教学

四、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频
率、方式、内容等方面描述了目前大学生对于实践
性教学这一理念的认知程度以及他们对于“邓小平

成绩计入正式的总成绩中，而其余的学生认为最好

将实践成绩以１０％一３０％的比重计入总成绩中，同
时更多的学生希望能够由学院成立评审小组对其
实践性教学成绩进行评估。
以上的结果是此次问卷的主要成果，通过此次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实践性教学

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对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施全过程，包括：实践性教学的开展方式、实践

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性教学基地的选择、实践性教学活动安排以及实践

课中采用实践性教学表现出很高的关切度与热切

性教学成果的评估等的看法。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

参与的愿望。在最后一道开放性问题中，学生都真

如下几点：

实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些学生还提出了具有可

１．当今大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这一教学理念

行性的实践教学方案。这些无疑坚定了我们推广思

认知程度处于中等偏低的层次，但他们对于实践教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决心与信心。更为重要

学形式普遍持积极态度，有较高的兴趣希望参与实

的是，我们认识到，任何一项教学改革都应该到我

践性教学。同时，他们主要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实

们的学生中去寻找灵感与支持，因为他们是教学的

践性教学及其相关理念，这要求我们应该在今后的

最终指向，他们对我们的教学方案具有最为权威的

工作中利用大众传媒对实践性教学方式进行推广

评判权。

与宣传，为将来的全面实施实践性教学工作奠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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