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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学生的社会思潮辨识力中固本培元 

——谈提高和巩固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有效路径 

何  畏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

人、成才、成功之“本”与“元”。要有效实现对学生的固本培元，就要辨识最

具迷惑性、干扰力的异质力量——各种错误社会思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

在辨识社会思潮上下功夫，在是与非的比较中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提高建设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点燃献身

民族复兴大业的青春激情。 

[关键词]思政课  社会思潮  辨识力  固本培元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何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苏 南京  211106）。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

有用人才。”
[1]
能否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在于能否为他

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自觉地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

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成人、成才、成功之“本”与“元”。要有效实现对学生的固本

培元，就要辨识 具迷惑性、干扰力的异质力量——各种错误社会思潮。这些思

潮多是以零星的、个别的、分域的，或直接或间接，或似是而非的形式呈现，充

满舆论陷阱和圈套。通常只有当某一社会思潮的主导操纵者认为到了发起冲锋的

关键时刻，才会以尖锐的、毫不遮掩的、泾渭分明的姿态出现。由于社会思潮的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论文论著的理论形态，也有影视大片、文学作品等艺术

形式，还有只言片语的言论、嬉笑怒骂的段子、扭曲编造“历史”、捕风捉影甚至

无中生有的“现实”，从而大大增加了年轻学生的辨识难度。思想政治理论课（以

下简称思政课）教师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那些本质性、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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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以提高学生辨识错误社会思

潮的能力，从而在是与非的比较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点燃献身民族复兴大业的青春激情。 

一、在辨识社会思潮中打牢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根基 

习近平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一文中强调：“马

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不断斗争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思政课要在传

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用好批判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

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
[1]
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不管以什么

形式、什么手法表现出来，也不论其意图多么隐蔽，其惯用伎俩仍是有规律可

循的。例如历史虚无主义，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教学入脑入心的

干扰，必须下气力予以分析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和篡改历史，颠覆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从而达到他们推翻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揭露其手段及阴谋是思政课增色强

效的重要途径。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惯用伎俩之一是针对党的领袖群体，利用人们对历史细节

了解的有限性，或抓住日常生活细节的平凡一面而掩盖、否定中国共产党领袖人

物的伟大，或通过捏造和曲解历史事实，丑化领袖形象，从而达到污损党的形象、

抹黑党的历史、消解人们对党的信赖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是由中

国共产党创造的光辉历史奠定的。党的光辉形象首先是与党的领袖们为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无私奋斗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领袖的伟大

就在于他们响应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需要，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把自己的

人生奉献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与平凡是统

一的，领袖人物作为血肉之躯，同样具有平凡普通的一面，如果只见历史人物的

伟大而神化领袖，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相反，如果只见平凡而不

见伟大、夸大平凡而否定伟大，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批判的“仆从”史观。

黑格尔认为，有些接近历史人物的“小人物”，他们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伟人的伟

大之处，他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的某些细节，例如拿破仑的马夫清楚地看到拿

破仑不高的个子，头上经常生满疥疮，所以滋生他对自己的主人“没什么了不起，

甚至并不比自己强多少”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仆从眼里无英雄”，

正因为仆从只是仆从，而英雄毕竟是英雄。历史虚无主义在对待党的领袖问题上，

表现出的就是这种“仆从史观”。“仆从史观”和“英雄史观”是唯心史观在对待

历史人物上彼此相通的两极。 

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常常针对践行了党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的英雄群体，利用

人们的常识思维进行“下线推理”，否定英雄人物的英勇壮举，进而从精神上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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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理论和信仰。党的信仰、党的理想、党的价值观，始终与为了党的崇高理想

牺牲奉献的无数英烈的不朽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

义者极尽想象，挖空心思，来否定英雄人物，从民族英雄到革命英雄再到社会主

义建设改革中的先进模范，无不被他们奚落、抹黑和嘲弄。例如，牺牲在朝鲜战

场上的邱少云，当美军的燃烧弹烧到他全身，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放弃自救壮举，

却被历史虚无主义者诟病违反生理本能，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

再比如狼牙山五壮士，面对身后紧追不舍的日军，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主力，

当与敌人拼杀到子弹打完之时，他们纵身跳下悬崖。历史虚无主义者断然否定,

认为这同样违反人的求生本能。为此，他们进行“合理”推断，认为这五个战士

是因为脱离了部队，饥饿难耐偷了老百姓的山芋，被当地群众追赶得走投无路而

跳下悬崖的。这是多么阴暗的心理！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之为英雄，就在于他

在某些时刻、某件事情上做出了超出常人极限的非凡壮举。我们学习英雄，就是

学习英雄的这种精神。战斗英雄丁小兵曾道出英雄的真谛，他说：“我丁小兵也要

学习丁小兵。”英雄为了民族、国家、人民而牺牲奉献，所以才会有“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的历史记忆。只有尊崇英雄的民族、国家和政党才会英雄辈出。

习近平说：“英雄是民族 闪亮的坐标。”英雄精神是一个民族、国家、政党的范

导力量，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向未来的强大

动力。历史证明，心中装着英雄的民族才能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地上矗

立着英雄丰碑的国度才能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善于针对党的历史功绩，利用普通人常常止于现象感性思

维的局限，曲解党史军史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消解党的历史合法性。透过现象

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

民党的腐朽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国共

产党与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消灭了日本法西斯，取得了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

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站起

来、富起来的基础上，昂首阔步迎来强起来的新征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根本

的历史合法性。历史虚无主义者亦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的火力也多集中在这些

方面。为此，他们不动声色地制造起“民国热”，看似无关宏旨地品味“民国女人”，

暗示民国生活的优雅与自由；以看似纯学术般地谈论“民国学人”，炫耀民国所谓

的“学术繁荣”；以看似纯粹的方式缅怀“民国军人”，把他们标榜为中华民族的

安全风骨……以此对比共产党人的“土”与“粗”。而这其中 容易混淆视听的就

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

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凝聚人心、团结力量、制定战略、指挥战争等方面。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丧权辱国，无以逃脱罪责；民族大敌当前，蒋

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和外国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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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援助不用于抵抗日本侵略，而是用于对体制内的异己军事力量发动内战，对

体制外的共产党及其红军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是共产党

给它扣的帽子，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就是历史的铁证。是中国共产党举起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凝聚抗击日寇的军心民力；是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

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及其策略，从根本上转变了抗日战争的被动局面，成为抗日

战争胜利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

泛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造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因为这一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

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2]
 

概言之，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所体现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主

要是：割裂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割裂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割裂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抓住缺点，否定优点；抓住

支流，掩盖主流；抓住局部，代替整体；抓住现象，歪曲本质。而他们“抓住

的”都是他们所需要的，“无视的”都是他们的“反证”。毫无疑问，这是一

种别有用心的选择性失明。这种论证方法是片面的、极端的、扭曲的和错误

的。通过辨析社会思潮，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运用过程中深深

扎下根来。 

二、在辨识社会思潮中强化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军队非政治

化、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包括上述分析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如何变

幻形式， 终都聚焦到根本制度上：中国必须全面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多党制，

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多党制。笔者以为，思政

课教学不必过多纠缠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应当从总体上深

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问题和界限，分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克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的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本质上是资本

统治。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出现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成功，已经证明并将持续证明：曾经推动社会进步的资本主义正在成

为一种落后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已经展示出无

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思政课教学必

须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 

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建立在两大因素上：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助

推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很快站到物质生产的制高点。二是依靠先进的航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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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军事力量，通过战争快速实现了大规模的殖民，偌大的世界几乎为几个帝国

主义列强所瓜分，从而为新兴资本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世界市场，血腥的奴

隶贸易成了“16、17、18 世纪资产阶级致富的一个重要基础”。
[3](P43)

资本主义国

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国际化，形成资本输出国与劳动力资源国的经济关系，当殖

民地人民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任务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世

界治理体系及其规则，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继续

对世界行使规则霸权和经济剥削，将世界建构为“隐性殖民体系”的世界。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腐朽没落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

革命中提出的，针对封建专制，资产阶级提出“自由”；针对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

资产阶级提出“平等”；针对封建社会阶级压迫，资产阶级提出“博爱”。然而，

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地位的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旗帜就越发

苍白和虚伪。思政课教学必须深入分析其阶级实质及其片面性和虚伪性。资产阶

级的自由以市场自由为核心，在市场上，只有大资本才有充分的自由，对于雇佣

劳动者只有选择雇主的自由，而绝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否则他就无法生存；

资本主义宣称人人平等，理论上人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言论自由权、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等，而在现实中，所有这些权力在巨大的财富反差下，都将受到过

滤和扭曲。所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称

之为“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一个人看似有言论自由，但在资本控制的传媒帝国

中，言论自由实质上被资本利益所控，尤其是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个人想

要摆脱舆论场控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个人虽然拥有选举和被选举自由，但在分

秒万金的竞选节目上、在极尽奢华的竞选游说中，如果没有资本财富的支持，个

人的被选举权只是法律上的空头承诺。因此，不管什么人当选，或明或暗为选举

赞助人谋利是不争的事实，金钱终归是政治的母乳。 

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它自己无法逾越的三个界限，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

命运。一是经济界限。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以及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与资本积聚、

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扩大相伴随的是广大劳动者消费支付能力的下降，从而

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商品过剩危机。一次次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举措，

不是积累为更严重的危机，就是“危机有力地促使了资本与国家对于生产条件

实施更有力的控制或更为有效的计划”，
[4](P270)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

二是政治界限。不管资产阶级如何标榜政治民主，它都绝不可能是人民民主，

只能是有产阶级的民主，几年一个轮回的议员、总统（总理、首相）投票选举，

也无非是选出更能反映资本利益和意志的代理人，而绝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和

广大劳动人民，否则他就无法立足资产阶级政治舞台。三是生态界限。贪婪是

资本的本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导致

全球性气候恶化、环境污染、资源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无可告辩的原罪，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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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法破解人与自然的根本矛盾，无法摆脱“生态危机”

的梦魇。这三大界限都是资本主义基因障碍，突破任何一个界限，都需要资本

主义制度做出根本的改变。 

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基因缺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制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范例。在思政课上讲清楚这一点，是我们战胜

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又一个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人民需要至上，超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至

上的生产目的，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模式，超越资

产阶级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既给经济主体以充分的调节自由，也为总体上防止

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至上”超越资

本主义的“选民至上”，把代表、保证、发展人民权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的；

以全过程的协商民主和决策时刻的票决民主相结合的模式，超越资本主义局限于

选举周期的一次性票决民主，从而把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

各方面；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的政治协商

模式，超越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模式，彻底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政党选举政治的

相互掣肘甚至政治倾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优

势；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模式，以权力分立、制

约与协调统一的政治理念，超越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念，将全部国

家权力聚集并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确立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取向，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生态理念，

当生产与生态发生冲突时，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处理原则，

加上科学的生态规划、严格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绩考查，从根本上超越了由资本主

义制度导致的生态界限，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奠定基础。 

三、在辨析社会思潮中提高学生建设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 

只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我们的学生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瓦解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是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

重要意图，特别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泛娱乐主义等思潮，对青年学生的人生

观影响极大。思政课教学必须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认识消费主义、泛娱

乐主义的经济根源，从人生观上认识其错误和危害，才能打牢他们的马克思主义

人生观根基。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泛娱乐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马克思

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

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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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

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5](P33-34)

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人的“物化意识”或拜物教意

识，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被资本物化的人，

一方面贪婪地占有物，“别人有的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我还有”；另一方面疯狂地

消费物，以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奢侈浪费的消费格调来彰显个人的社会地位和

人格尊严。奢侈成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所谓奢侈，就是“超出必要

开支的花费”，
[6](P86)

通过格调文化标识的攀比式消费，把人塑造成消费机器，将

人的一生设计为“工作—赚钱—消费”的西西弗神话，从而为堆积如山的商品找

到销路，实现资本增殖的周密谋划。制造需求是资本实现增殖的手段，为此，消

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意识形态崇尚当下，拒斥未来；崇尚世俗，嘲弄崇高；崇尚

现存，消解理想，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当下、消费在当下、享乐在当下，用消费、享

乐的格调与水平标识人生的成败与高度，有钱消费，没钱借钱也消费，社会文化

已经“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
[7](P118)

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酒徒—债务社会，“丰饶的贫困”是

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和消费是个一体化过程，一般说来，生产是为了消

费，消费完成生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
[8](P17)

“没有生

产，就没有消费”，反过来看，“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
[8](P15)

马克思反对把

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强调生产对消费的作用和消费对生产的作用的本质区别。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说的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

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因而，“生产生产着消费”，

“生产创造消费者”。
[8](P16)

我们之所以能够消费，是因为有人生产出消费品，生产

始终是消费的先在条件。关于“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马克思强调的是，“消

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 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

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

成为现实的产品，一件衣服只有当消费者穿了才现实地成为衣服。或者，我们说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是因为消费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正是

这种“观念”成为再生产的前提和动力。于是，当我们对生产和消费各自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总体比较和分析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

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

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

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8](P18)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泛娱乐主义说到底是

一种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苦行僧，但是，

共产党人秉承的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道德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

旨，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奋斗牺牲。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分不开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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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来说，产品一经完成，就与它的生产者处于外在的关系中，生产者想获得

产品，必须通过社会分配才能实现，“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

份额”。
[8](P18)

分配的公正性是社会合理性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生

产的产品全部消费掉，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防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所

以能够享有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和安全，是因为有人产出多而消费少、

贡献大而索取少；之所以有人能够奢侈消费，是因为还有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

实力。“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身解放的道路，发科学的理

论为 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方

向。”
[9]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社会价值，不是体现在个人自己的索取上，而是体

现在他的贡献上。一部人类道德文明史，铭记的都是那些为社会的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和社会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是享乐与劳动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

世界，人必须首先劳动，才能消费，人也只有在劳动中才成为人自身，才能成就

幸福人生。历史的真实是，“享”而不“乐”是司空见惯，“乐极生悲”也是人生

的必然。享乐主义和悲观主义都只是仅仅看到人生过程整体的一面而将其推向极

端。享乐主义企图摆脱一切艰苦和痛苦，追求极乐生活。悲观主义则把需求、劳

作、满足的过程当作痛苦和无聊的生成过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一切生命

的本质就是苦恼”，人的一生就像一个钟摆，总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循环运动。有需

求不能满足会痛苦，为满足需求的奋斗是痛苦，满足需求后的无聊是更莫名的痛

苦。其实，劳动与消费、吃苦与享乐、过程之苦与结果之乐是联系在一起，只有

建立在付出劳动、获得成功、做出贡献基础上的消费，才能自得其乐；即使没有

获得预期成功，我们努力了、奋斗了、尽力了，也可以获得问心无愧的心理平衡。

常言道：吃过苦中苦，方知甜中甜，极乐世界、极乐人生只是宗教式幻想。习近平

说：“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10]

有了这种

奋斗观念，就能实现劳动过程的艰苦向幸福的转化，使奋斗本身成为一种幸福。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 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

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

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

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

人们将洒下眼泪。”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贫富

分化，人们成了“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劳动将不再是一种外在必然性所支配，

而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那时，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总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学要通过剖析形形

色色社会思潮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度主张和人生观，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

“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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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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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Students’ Discrimination Ability of Social 
Thoughts by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 Analysis of Effective Ways to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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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outlook on world, life and value systems are the basis and motivation 

for th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to grow up, to become a talent and succeed.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most 

confusing and disturbing heterogeneous forces which are various wrong social though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hould work hard to critically identify 

social thoughts, improve students’ Marxist theoretical ability in the comparison of right 

and wrong, enhance the belief and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rease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gnite the 

youth passion of dedicating to the national 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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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责任编辑：唐闻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