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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是高校发挥育人功能的两大重要支点，思政教育为党建

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的前行指明了方向，二者的协同

发展有利于高校工作的全面进步。 

高校思政教育是面向所有学生开设的教育课程，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思想

政治通识教育。而大学生党建工作是建立在思政教育基础上的，是对优秀大学生

开展的进一步教育。如果思政教育做不好，党建工作就无法正常展开，故而二者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 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学生党员入党后后续教育缺乏。 

学校党建工作往往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党前教育上而忽视高校生入

党之后的后续教育与管理。高校普遍存在大学生对党的宗旨、根本任务等相关知

识，缺乏足够了解的现象，甚至但许多党员都存在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甚少的现象。 

⚫ 存在“ 两层皮”现象，导致党建思政协同效应差。 

党建工作实行封闭运行，不与教学、学生管理联系。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内涵丰富，涉及面广，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才能使党建与思政形成协同效应，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实现立德育人。 

⚫ 教育内容形式单一，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有待增强。 

无论是党建学习还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均存在课堂形式单一、活动内容陈旧，

常常脱离思想形状，活动墨守成规，多停留在听课文、看课件、学文件、读报纸、

写心得的层面。思政教育与党建学习以及其他课程相互孤立，导致只能从单一渠

道对学生实行思政教育。 

（2）解决途径 

⚫ 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全

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 切实推进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同步进行。打破党建工作封闭运行，实现

党建工作与教学、学生管理相融合，使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开展指明方向。 

⚫ 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加大思政资源供

给、共享力度，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力度。深挖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蕴含的思

政教育资源，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党建工作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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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落实地方党委思政建设主体责任，积极拓

展思政课建设格局。 

森途国信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调研高校“如何推进党建思政协同发

展”、“学生喜欢什么样的思政课堂”和“思政教师应该怎么教思政”的基础上联

合光明网共同研发《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数据库深挖党健思政教育资

源素材，从“党建学习、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等维

度服务于高校党建思政教育资源建设。 

二、《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概述 

网址：http://djsz.gxsentu.net/ 

定位：服务于高校党建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多媒体资源素材库。 

概述：《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以“深挖党建思政资源素材，促进党

建思政协同发展”的理念，提供包括党建学习、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光明慕课、

全景思政、中国 2050、学習阅读、时政热点八大版块资源素材。数据库内容基于

高校党建工作开展、思政教育元素与各专业学科的培养理念及人才素质等维度组

合资源，从党建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文化生活等方面传递“正能量”，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 《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详情 

《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分别从高校“党建学习、通识思政课程、课

程思政、价值观培育（德育元素）”几个维度提供资源素材： 

⚫ 党建学习：以党建学习专题为主要形式，提供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两学一做”、“三会一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资源素材。 

⚫ 课程思政：以“课程思政”为主，“全景思政”、“学習阅读”等版块

为辅助，提供与各专业知识学习相关联的思政元素资源。 

⚫ 思政课程：以“思政课程”为主，“中国 2050”、“全景思政”等版块

为辅助，提供高校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的资源素材。 

⚫ 价值观培育（德育元素）：以“光明慕课”为主，“时政热点”、“学習

阅读”等版块为辅助，提供与个人道德修养相关的德育元素资源。 

3.1 党建学习 

紧跟党建学习具体内容，站在用户学习的角度提供 10个主要模块。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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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题的 PPT资源、文本、视频、图片以资源包的形式进行组合，真正实现

拿来即用的学习目的。

 

图 3-1 党建学习网页图 

3.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根据主题教育学习内容进行分类，提供“第二批”主题教育；“第一批”主

题教育；中央精神；忆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案例等学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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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模块网页图 

3.1.2 两学一做 

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容：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为学生与老师提供所需的资源素材。

 

图 3-1-2两学一做模块网页图 

3.1.3 党建文库 

支持不同类型工作的党政公文素材检索：提供关于党支部会务工作、组织

工作、宣传工作、报告工作等不同场合活动的相关公文素材，

下·

https://www.baidu.com/s?tn=monline_3_dg&wd=%E2%80%9C%E4%B8%A4%E5%AD%A6%E4%B8%80%E5%81%9A%E2%80%9D%E5%AD%A6%E4%B9%A0%E6%95%99%E8%82%B2&usm=2&ie=utf-8&rsv_cq=%E4%B8%A4%E5%AD%A6%E4%B8%80%E5%81%9A%E6%98%AF%E4%BB%80%E4%B9%88&rsv_dl=0_left_exactqa_28297&rsv_lt8=1


森途国信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 

 

图 3-1-3党建文库模块网页图 

3.2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根据 13 个学科大类、100 多个专业学科的不同特点，深挖与

专业相关的思政资源素材，从起源、发展、技术、影响等维度提供千余部可融合

的案例素材，辅助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学习的课堂教学中。 

 

图 3-2 课程思政网页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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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思政课程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五门

必修思政课程提供不同章节内容资源素材。  

 

图 3-3 思政课程网页图（部分） 

    资源素材包括视频、PPT课件、文档等多种类型，且支持下载浏览。 

3.4 光明慕课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包括中国梦、政党建设、

国史党史、法律基础、优秀文化、生态文明、道德修养等视频课程，全面提升学

生思想政治素养，从而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图 3-4光明慕课网页图（部分） 

3.5 全景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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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与思政课堂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利用全景技术，通过实景 360度展示与景区历史、精神文化的结合，让用户在观

赏景点的同时获得“精神食粮”，实现线上思政教育实践——“游学之旅”。 

 

图 3-5 全景案例：西柏坡（部分） 

全景思政包括辛亥革命、建党、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人物楷模等

9 大模块 30 个红色基地，在讲解红色文化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新形势，融合时

代元素，将红色文化记忆融入现代智慧成果之中。    

分类 名称 简介 

辛亥革命篇 辛亥革命纪念馆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 1911 年至 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

的全国性革命。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

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

革。 

建党前篇 

上海马相伯纪念馆 

马相伯生于 1840年，卒于 1939 年，在他生活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化；百年马老，目睹近代中国沧

桑巨变，见证了民族的屈辱和奋举，期盼着民族复兴和强盛。马相伯纪念馆收集了当下所有珍贵资料，展现了马相伯先生筚

路蓝缕、孜孜矻矻之求索、复旦源远流长、百年俊杰辈出、博大丰厚的底蕴，及其对中国教育的极大贡献。通过此馆，纪念

先生，启迪来者，昭示复旦之未来。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 

1915——1919年，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了

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 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

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革命篇 国民党一大旧址 
1924 年 1月 20日至 30日，孙中山先生在这座钟楼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

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部署国民革命的伟大事业。 

十年内战篇 遵义会议纪念馆 
1935 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

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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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

陈列馆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

动战战役。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1927 年 8月 1日，南昌城头一声抢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

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秋收起义纪念馆 
1927 年 9月 9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等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 勇反击。 

永新三湾改编旧址 
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铸造了我军的军魂，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

成功探索和实践，是我党政治建军的开端。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的斗争，从 1927年 10月到 1930年 2 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时间虽不长，但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尤其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即坚定信念，敢闯新路。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

馆 

“强渡大渡河”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

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

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红军东征纪念馆 

1936 年 2月 20日正式打响了东渡黄河的战斗，拉开了红军东征的序幕。红军东征历时 115 天，从战役的决策、战役的准备、

战役的发起到战场的指挥，毛泽东都亲临战地组织实施，创造了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这充分显示了毛泽

东的军事胆略和卓越的指挥艺术。 

抗日战争篇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黑暗

的一页。 

淞沪抗战纪念馆 
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 1月 28日～3 月 3日）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

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台儿庄大战，又称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鲁南会战或血战台儿庄。台儿庄大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

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次巨大胜利。 

冉庄地道战遗址 

地道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斗争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抗战时期，地道从单一的躲藏成为了能

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形成了房连房、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冉庄地道长达 16公里，

对敌作战 157 次，曾荣获“地道战模范村”称号。 

西安事变纪念馆 

1936 年 12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

西安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 12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

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百团大战纪念馆 

1940 年 8月 20日至 1941年 1月 24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地区，对日军主动开展了一场自抗战以来参战人数最多、时间最

长、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交通总破袭战役，即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胜利，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回击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光辉的篇

章。 

解放战争篇 

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是中外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战役。 

平津战役纪念馆 

平津战役（中国大陆称作平津战役，台湾称作平津会战）是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之一，1948年 11月 29日开始，1949年 1

月 31 日结束，共 64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 100万大军，以

北平、天津为中心，以伤亡 3.9 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中华民国国军 3个兵团，13 个军 50个师共计 52.1 万人，解放了北

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延安革命纪念馆 
陕西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红都，也是全国红色革命旧址数量最大、分布最广、规格最高的地方。全市共有革命旧址 445处，遍

布全市 1区 11 县，仅市区就有 168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党中央在延安时留存的重要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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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红色景区 

西柏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辉煌的成就；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宏伟的蓝图。1949年 3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

京建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改革开放篇 凤阳大包干纪念馆 
1978 年 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凤阳县小岗 18户农民冒着巨大风险，按下了十八颗红手印，首创了农业大包干，实现了“一

年翻身，改变面貌”。 

奋斗崛起篇 

红旗渠纪念馆 

红旗渠于 1960年 2 月动工，1969年 7月竣工。10 万人苦干 10个春秋，削平 1250 个山头，架设 152 个渡槽，凿通 211个隧

洞，共挖砌土石 1515.82万立方米，建成总干渠长 70.6 公里，灌区渠道总长 4013.6 公里，中小型水库和塘堰 396座，库容

6000 余立方米，形成为引、蓄、提、灌、排、电相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被称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奇迹”。 

梁家河 

上个世纪，梁家河村还是一个贫穷的陕北小山村，在 60 年代末，迎来了北京插队的知青。他们斗志昂扬，带着青春特有的激

情，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带领和帮助村民摆脱贫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陕北小村庄，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北京插队知青，

走出了我们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曾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

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人物楷模篇 

焦裕禄烈士陵园 

1962 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

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两弹元勋邓稼先故居 
邓稼先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

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的“两弹”元勋。 

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同志 50 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朱德故里景区 
朱德是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党、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

中国人民，指挥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邓小平故居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人民之子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

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纪念馆以邓小平同志的革命历程为主线展现

了一代历史伟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小平同志辉煌的历史功绩与思想精神。 

表 3-1 全景列表 

3.6 中国 2050 

“铭记历史、拥抱新时代，实现中国梦，记录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该模

块根据高校思政教材涉及的中国家发展之路脉络，配以相应的音视频、历史资料、

新闻报道等资源，记录国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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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中国 2050页面（部分） 

3.7 学習阅读 

“阅读学习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遵循习总书记的教导，贯彻重要讲话精神，追随其读书之路，不断坚持学习，实

现“引经用典”的能力。 

 

图 3-7 学習阅读页面（部分） 

“学習阅读”共包括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书单、引经用典三大类，从视频、

书籍、典故学习三个维度引导学生不断学习，增强使命担当。 

3.8 时政热点 

时政热点包括时政要闻、思想建设、人物楷模、时政专题等，提供国家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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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点、学习楷模人物、学科建设等资源数据，可用作高校思政课堂的最新案

例素材，从而使思政课堂保持永恒的“新鲜度”。 

 

图 3-8 时政热点首页（部分） 

该模块保持与光明网一致的更新频率，及时传递最新时政热点信息、重大指

示精神；弘扬伟大名族精神，树立榜样的力量，走在时代前列！ 

四、《新时代党建思政教育数据库》优势分析 

⚫ 资源内容丰富、权威。数据库内容与光明网等权威机构联合制作开发，

并在其指导下，通过筛选、评估、论证等流程，提供不同类型的党建思政教育资

源。 

⚫ 充分发挥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的育人功能，以加强党建为学校发展立

“根”，以强化思政工作为学校发展铸“魂”，数据库提供党建、思政两方面的资

源内容，全面立体的提供了高校育人所需的资源。 

⚫ 党建资源适用范围广，以资源包形式展示的党建资源，既可作为高校党

支部开展党建学习的资源，又可以融入教学课堂为学生开展党建知识学习，同时

还能够为工作视察提供党建思政成果展示。 

⚫ 思政元素与专业学科结合，服务高校思政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思政”版

块将思政与专业资源跨界整合，深挖具有学科特色的思政元素，并从起源、发展、

技术、影响、人物等维度提供素材，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思政教育教学内容及方

式，提供不同性质、适合不同专业的思政学科素材。 

⚫ 与思政教材知识点相融合。数据库知识点专题均从教材中选择，并将其

深化：从知识海洋中挑选所需资源，按照要求整理汇编，只为提供“精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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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式的知识服务。 

⚫ 注重资源的创新性。引用全景、融媒体等技术，赋予红色教育基地“生

命力”，从而使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有吸引力。 

⚫ 数据库资源受众面广，可拓展性强。数据库提供包括资讯、视频、专题

等多种类型资源，并不断的延伸、拓展、深入。可单独使用也可根据场景随机组

合使用，即可放置于图书馆供师生自学使用，又可嵌入教学体系中，服务于课堂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