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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s’ tea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talent guarantee for the school to play the role of “making souls and
educating people and establishing peopl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n China have a serious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quality, lack of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status and lack of targe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Based on these questions, how do we improve the full-time teacher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is proposed in four aspects: the status of the discipline,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talents, the formulation of incentive poli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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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小学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发挥“铸魂育人、立德树人”作用的重要人才保障。本文通过实
地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小学思政课程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师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职业地位不受重视和
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体系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我们从如何提升专任教师的学科地位、优化人才
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激励政策制定和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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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构建高水平的政治教师专业队伍是促进小学思政课程体系建设，发挥思政课程“铸魂育人、立德树
人”作用的重要人才保障，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家提出的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坚持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六个方面要求的现实需要。但是，长期以来我
国小学阶段的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一直存在人才结构优化、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面对新的政
治教育发展形势，亟需对我国小学思政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现状进行剖析，探索切实有效的人才发展路
径[1] [2]。
本文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从当前我国小学思政课程系列的师资配比、继续教育、职称
改革等方面剖析了小学思政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如何建设思政课
程教师队伍的有效应对途径。

2. 师资队伍建设现存问题
1) 思政课程师资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
根据我们对西北某地区的 8 所小学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的调研发现，在很多学校思政教师师
资配置情况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教师数量方面的问题，专任的思政师资数量严重不足，人员缺
额较大。我们调研的 8 所学校现有思政课程专职教师 16 人，兼职教师 25 人，其中有小学教育专业本科
学历的教师占比为 32.44%。思政课程教师每人每周平均 12 课时，其中还有较多为兼任教师。数据结果
反映出小学思政课程任课教师人数少、课时多，容易降低课程质量水平。究其原因，我国一直延用 2001
年中央和教育部对小学师比 1:19 的规定，未针对中小学阶段的思政课程师资配比提出明确要求，加之许
多学校对思政课程作用的不重视，加剧了思政专任教师队伍数量的短缺。二是教师质量方面，思政课程
教师的理论知识储备水平有待提高。从思政课程教师的学历结构来看，有本科学历的教师 23 人，占 56%；
专科学历的教师 18 人，占 44%，但是其中有思想政治专业学历或学习过与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相关课程的
教师占比仅为 15 人，占总数的 36%。而且，由于小学思政课程多由班主任、语文老师兼任思品与生活、
思品与社会等思政课程，导致思政课程的专业性和方向性不能得到保障。第三，由于长期思政方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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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数量短缺，兼任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优化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式，而且绝大多数小学没有
充分认识到思政课程教师在整个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性，导致了各学校在师资配备、专业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大，客观上加剧了思政课程教师队伍数量的短缺和质量发展滞后[3]。
2) 思政课程教师的职业地位没有得到重视
教师的职业地位直接关系到教师教学能力的主动提升、教学质量的改善和教师团队的搭建。受传统
“重智育，轻德育”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很多中小学通常把思想政治课当做“副课”或者“选修课”
来对待，尤其是在学校业务考核评价体系中思政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常常被忽视，从而挫伤了他们主动投
身课程建设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对自身专业持续性发展的主动性不强，热情不高。
3) 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体系
小学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缺乏长期有效的进修渠道和培训机制，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培训内
容上，以往思政教师培训过分关注教师的思政知识水平、专业素质，而对如何创新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式
和形式不够重视，使得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多停留在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间接导致了学生对于思政课
程课堂的参与度不高。第二，从培训方式上，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许多小学多采取校内思政教师的相
互观摩和研学，缺少借鉴和引入外部优秀的课程资源，而且过于集中理论方面的封闭化培训，从而导致
培训的形式大于内容，进一步弱化了教师知识更新、教学能力提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从培训目
的方面，教师培训缺乏针对性，部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对思政课程的培训目的认识不到位，走过场、留
痕迹的形式化培训较多，缺乏对后续课程培训效果的评估和监督[3]。

3. 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路径
1) 切实提高小学思政课程的重要性，改善和提高专任教师的学科地位
学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小学思政队伍建设的重要性。首先，学校层面要转换教学管理和教学设计
的理念，将思政课程体系建设纳入学校课程优化和未来教师队伍建设的规划体系。其次，将小学思想政
治课程与学科课程相结合，发挥它们协同育人的功能，拓展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的内涵。只有
在深入转变观念的基础上，思政课程专任教师的地位才会得到应有重视，思政教师队伍的长远发展才能
得到根本的保障[4]。
2) 多种措施并举，优化小学思政师资队伍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
首先，采取多种路径搭建科学、合理的师资团队，保证基本的思政课程教师人员配置数量。各级小
学可以尝试建立以专职为主、兼职补充的思政课程教师队伍，鼓励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师充实进入。
同时，要注重组建核心团队，团队成员通过听评课、教学反思、合作交流、成果共享，形成良性的内部
学习机制。第二，学校要重视培养和提升小学思政课程任课教师的综合素养，提高教师的品德素养和教
书育人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学生思想更新，素质提升的帮扶者、引路者。第三，探索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的导师制，通过“以老带新，以专辅兼”的方法，利用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理论深厚教师的学术和教学
资源优势，坚持传帮带，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坚定信仰、有扎实学理基础的后备师资力量，以适应未来小
学思政课师资队伍发展的需要[5]。
3) 给予思政课程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制度上的倾斜
学校对思政师资队伍进行人、财、物的政策倾斜，要切实关心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在
学校人才引进、学科发展、科研立项、人员经费投入、教学资源使用和评优表彰等方面充分体现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作用，给予积极的政策倾斜，帮助小学思政教师队伍尽快建立梯队合理、学科互补
的教学团队[6]。
4) 构建符合小学思政课程体系实际需要的教师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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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小学可以根据自身思政课程建设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满足本校未来五到十年思政课程建设需
要的人才队伍发展计划。
首先，加强政策宣传，提供学习机会。积极宣传教师专业发展对个人和学校的重要性，尽可能为思
政课程教师提供短期进修和交流访学的机会；增加一线教师到优秀小学进行教学观摩和教研活动的机会，
积极聘请熟悉小学思政课程教学需求的专家、学者对教师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创新能力进行指导。同时，
重视思政课程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职业培养，多借助学术交流、专业会议等途径帮助他们增强自身专业性
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在培训内容上，努力实现专业性和实效性并举。小学思政教师培训工作要突出与
教师实际工作的相关性。由于小学思政教育需要与法律、自然等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因此要提供给小
学思政课程教师如何融合多学科知识，实施多样化教学方式以增强思政课程的时效性。第三，在培养方
式上，多采用体验式培训。受小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制约，思政课程教师设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要
灵活、易懂，因此，需要帮助思政课程教师掌握高科技教学手段和媒体以丰富他们的课程实现方式。在
知识和技能培训中，需要转变和优化培训方式，可以采用“现场观摩式”“集体研究与讨论式”“情景
模拟技术”等有较强人际互动的培训方式。最后，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考核评价体系，避免绝对的量化，
采用多源化的评价方式，即通过上级、同行、学生对教师思政课程效果的评价，综合量化，为小学思政
教师的继续教育和能力拓展提供现实的评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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