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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以下简称：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

中是思政课课程性质的客观要求，更是培育忠于党、爱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

的使命要求。要将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中，就必须从守好“主阵地”和用好“活教材”这两大

策略上下功夫，以此强化思政课的铸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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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corporating Thought of President Xi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ought of President Xi on Diplomac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mission 

requirements of Marxist youth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ought of President Xi on diplomac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must work hard on the two strategies of keeping 

the "main position" and making good use of "living teaching material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soul-casting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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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

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然而，在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应该如何端正国防

意识，理性地面对以美西为首的国际舆论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也给高校思政课的铸魂工

作带来了更新的挑战。对此，高校应该将习主席外

交思想与思政课教育教学有效结合，守好主阵地，

端正学生的国防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全球观，养

成博大的世界情怀。如何将习主席外交思想与高校

思政课有机结合，提高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有效性值

得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就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

校思政课的必要性和策略进行探讨分析。 

1 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 

1.1 提高思政课铸魂质量的必然要求 

思政课培根铸魂的关键在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

学生的头脑，使其内化与心、外化于行。要想提高

思政课的铸魂成效，就需要高校不断提高思政课教

学质量，不断创新发展思政教育模式。因此，高校

有必要将习主席外交思想的精髓与内涵，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特点与成就深度融入思政课教育中，形

成完善的、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大思政教育体系，

做到思想育人有高度、有力度。以此全面深化思政

教育改革创新，提高思政课的铸魂质量。另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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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也是课程性质所要

求的。思政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课

程，是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传播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念的重要课程。在高校思政课上讲好习主席

外交思想，讲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故事，让青年

大学生对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使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武装下，坚定政治立场，不忘初心，更好地践行新

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的使命。因此，高校思政课深

度融合习主席外交思想，有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

容，拓展思政教育资源，全面提高思政课的铸魂质

量。 

1.2 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作用的根本要求 

高校思政课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发

挥铸魂主阵地作用，用真理和真情唤起大学生对党

的高度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爱，对民族

复兴重任的高度担当。因此，把习主席外交思想高

度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正是突出高校社会主

义办学定位，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举措。在高

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要把习主席外交思想的继承

性、先进性、创新性与实践性深刻地印在学生的头

脑中，使学生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形成正

确的全球观，用理性思维看待国际问题，对中国的

外交理念与大国外交实践产生高度认同与自信，从

而使他们成为坚定“四个自信”的新时代青年。这

是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所在，涉及

到培育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的根本问

题。因此，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高校思政课要积

极发挥立德树人的铸魂作用，强化思政课的价值引

领功能，在教学实践中深度贯彻学习习主席外交思

想，为党和国家培育合格的接班人，为民族的伟大

复兴培养强大的后备军。 

1.3 培育开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青年的使命要求 

高校思政课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学生的信

仰之基，使学生成为对党忠诚，心系民族和国家未

来的坚定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习主席外交思

想对培育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发挥着重要作用。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习主席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吸收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指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伟大成就。

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开

辟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促进新型大国关

系的建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境界。不

仅如此，习主席外交思想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中国

方案与中国智慧，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

世界性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高校思政课要深度

融合习主席外交思想，用习主席外交思想提升思政

课的铸魂质量与层次。使学生在风幻变幻的国际局

势中，能够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先进性观察、认识

和理解全世界、全人类，成为具有开阔包容的世界

观和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的国际性人才，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合作，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传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坚力量，从而实现民族的

伟大复兴。 

2 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策略 

2.1 守好“主阵地” 

高校思政课正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民族伟大复兴铸魂育人的光荣使命。为此，高校

思政课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转变认识，用动态的眼

光看待为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拓展教育

视野、发挥教育智慧、创新教育模式、强化铸魂功

能。因此，将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就

必须从守好“主阵地”上下功夫。其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 

一方面，把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实践中，思政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在日常的教

学实践中，思政教师要保持崇高的政治信仰与高度

的政治站位，加强对习主席外交思想的深入研究与

学术交流，弄懂弄清其科学内涵与先进性，能够以

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阐释能力提高思政课

的铸魂魅力。在此，需要注重的是，思政教师不要

局限于把习主席外交思想作为授业解惑的知识点去

传授，而是要把习主席外交思想视为实现民族复兴

和世界大同的精神瑰宝，注入学生的脑海中。也就

是说，两者相融合时，要发挥思政课传授知识与价

值引领的双重作用，使学生把习主席外交思想作为

个人梦与中国梦相结合的行动指南，能够在民族复

兴和全人类事业的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思政教师应该不断完善思政课教学

内容，加强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全面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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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学习习主席外交思想。高校思政课要重点利用

“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课

程平台充分解读习主席外交思想，讲好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故事，传播好中国正能量，使学生对中国外

交理念产生高度认同，对社会主义的外交事业产生

强烈共鸣与责任感。更重要的是，高校思政课对习

主席外交思想的教学不要仅局限于一两门课程的设

计，应该以兼顾重点化与全面化的原则，根据思政

课教育的四门主干课特点，做到课程之间相互联系、

互不重复的网格化、系统性的教学设计，杜绝习主

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碎片化现象。 

2.2 用好“活教材” 

思政课提高铸魂育人质量的关键还是在“教材”

上。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育已经形成了“枯燥、乏

味、刻板”的印象，在教育资源开发上严重不足，

不利于思政课价值引领与铸魂作用的发挥。在智能

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不要仅局限于书本纸质版

教材，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活教材”，充分强

化思政课价值引领的功能。把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

高校思政课，建立符合时代趋势发展的“活教材”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利数据化教材的建设，让

习主席外交思想在生动的铸魂环境中呈现。人工智

能蓬勃发展的时代要求高校思政课要顺应时代发展

趋势，提高铸魂技术和知识传播的能力。因此，构

建数字化教材是这个时代赋予思政课教育的新要

求。打造思政课的数字化教材，要和数字化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建设同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

是保障思政课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步骤。让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和

科研中，积极促进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让青年大学生在数字化马克思主义学院体验到更新

奇、更生动、更别样、更有趣的思政课。为此，高

校应该在集中力量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提下，

积极促进思政课教材朝着智能化、数字化、多元化、

立体化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开拓思政课教育教学的

广阔空间，改善单一的疲劳性思政课堂教育环境，

转换思政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模式，促使教育资源多

样化，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推进高校思政教育的智

能化发展。因此，高校思政课应该把习主席外交思

想呈现在更智能化的思政课数字教材中，大力提高

思想入心入脑的效率性。 

另一方面，把习主席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中，需要思政教师善于在时代发展趋势中开拓

思政教育资源，打造思政教育的“活教材”。思政

教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强悍的分析力、专业的阐

释力去关注解读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和国际热点问

题，以此为“活教材”，在具体的热点问题中解读

习主席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先进性。这要求思政教师

能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在

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解读中国外交理念，用事实真理

驳斥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论”，真正做到

传播习主席外交思想不空洞、不照本宣科，而是“以

理服人”。在此过程中，思政教师要引导学生关心

国家大事，特别是关注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以此

来提高学生的国际政治敏感度，培养学生用理性思

维看待国际问题，用正确的国防意识维护国家利益，

用博大的胸怀尊重人类不同文明的发展。同时，思

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解读习主席外交思想，传播中

国正能量，要紧密联系党史这个“活教材”。习主

席总书记曾指出，“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高校思政课必须把党史作为最好的“活

教材”，引导青年大学生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史中获取前进的方向与拼搏的力量，使之成为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因

此，将习主席外交思想与高校思政课有机结合，更

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外交史”这

部“活教材”。面对国际社会的百年巨变，中国共

产党能够洞察百年世情，立足国情，遵循外交原则，

坚定外交理念，走出一条争取民族独立，融入世界

发展，傲立于国际舞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

交道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外交功绩是无

比辉煌的。高校思政课要融合习主席外交思想，向

学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的光辉历程与发展

特点，以及中国外交理念的深刻内涵，要把习主席

外交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史的教育学习中，

变成有血有肉的“铸魂盛宴”。使大学生在“铸魂

盛宴”中成为为党、为民、为国、为全人类的事业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有为青年。 

3 结语 

习主席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外交思

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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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胸怀天下，心系全人类的伟大精神。同时，习主

席外交思想也是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防意识，

培养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武

器。高校要把习主席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到思政课教

育教学中，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先进性提高

铸魂育人的质量与生命力，用习主席外交思想的感

召力筑牢学生的思想根基，使之成为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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