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下半年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强和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专门力量建设，切实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拟定了 2021 年下半年全国各级各

类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系列网络培训安排（详见附

件），面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能力提升、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及辅

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请各地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各高校相关部门结合工作，

积极报名、组织学习。此外，为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





附件 1：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 

专题网络培训方案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建设的若干意见》相关要求，进一步提升高校专业课教师、

高校辅导员等教师队伍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和授课

水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

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政出

版事业部，共同开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

络培训。具体方案如下： 

一、培训目标 

进一步强化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帮助高校教

师提升对形势与政策的把握能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保障“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  

二、培训对象 

各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独立

学院、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教师、高校辅

导员及专兼职思政工作者。 

三、课程形式 

此次培训整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

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等课程资源，根据培训目标和主题，设置“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港

澳台工作”“国际形势与政策”五大课程板块（具体课程见

表 1）。此次培训共提供累计 30 学时的视频课程供学员自主

选学，参训学员须完成不少于 20 学时（45分钟/学时）课程学

习及其他学习任务方可获得结业证书。 

四、培训时间 

2021 年 9 月 20 日启动，2022 年 4 月 30 日结束，分两

期滚动开班，参训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

训中心联系，随时开班。 

具体时间表如下： 

期次 培训时间 

第一期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五、培训安排 

培训分为视频课程学习、学习成果撰写、反馈问卷填写

三个环节。完成视频课程学习后，需在培训系统中提交一篇

不少于 1000 字的学习成果，建议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撰写学

习成果，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

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认定培训合格后，颁发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监制的结业证书。参训单位可将其

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六、培训平台 

培训依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

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进行。参训学员在高

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首页（dxs.enetedu.com）进行实名注

册（已注册的学员无需重复注册），登录后点击相应培训报

名，经学校管理员审核后可进行学习。关注“高校辅导员在

线”“思政研修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网络培训”模块也

可使用移动端进行学习。 

七、培训费用 

培训费 280 元/人。 

费用以省级教育部门或高校为单位支付，不对个人收费。

费用按下列账号支付： 

户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账号：9550880061024000176 

开户行：广发银行北京工体支行 

行号：306100005276 

（我单位采取先收款后开票的财务报销流程，付款单位打款时请注

明“培训名+单位”，费用到账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金额小于一万元默认开具电子普通发

票，金额大于等于一万元将开具纸质版普通发票并邮寄。） 

 



八、组织管理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工作部门、各

高校可与我中心联系组织报名。每单位设管理员 1 名，负责

本单位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有培训意向的单位需将报名回

执表（详见表 2）电子版发送至邮箱：wlpx2021@163.com，

邮件标题为“培训名+单位”。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孟楠、吴婷 

联系电话：010-58556160，010-58556473 

 

附表： 

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安

排 

2.“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名回

执 

 



  

表 1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安排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 

周文彰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奋勇前进、不负人民——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 

杨  禹  中国改革报社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与基本

经验（上）（下）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发展研 

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启示

（上）（下） 

刘书林  清华大学 

全面从严

治党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鲜明特征

（上）（下） 

辛向阳  中国社科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 

学习宪法、尊崇宪法，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 

胡建淼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创新型国家 

许  倞  科学技术部创新 

发展司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中国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探讨 陈争平  清华大学 

深刻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王  刚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创新科研体制机制，促进科研

人才成长  

吴  江  中国人事科学 

研究院 

港澳台 

工作 

科技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原动力 

陈雄辉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形势

与政策 

美国内外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

（上）（下）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 

大国关系与中国国家安全 林宏宇  华侨大学 

当代世界格局与中国和平发展

道路 

宫  力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 李大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主讲人单位为课程录制时所在单位。 

  



  

表 2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报名回执表 

 

单  位  

参训人数  

参训期次 □第一期           □第二期 

联系

人 

姓  名  部  门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邮寄地址  

发票

信息 

抬  头  

税  号  

金  额  

发票接收

邮箱 
 

单位（部门）盖章 

 



  

  



  

附件 2 

 

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方案 

 

为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引导高校思

政工作队伍提升网络新媒体素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

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

决定举办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具体方案如

下。 

一、培训目标 

促进高校培养网络力量，建强网络思政工作队伍，提高

网络育人质量，有效提升高校教师在新闻宣传、舆情处置、

网络思政工作中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 

二、培训对象 

各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独立

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

伍、党务工作者、专业课教师、高校辅导员及专兼职思政工

作者。 

三、课程形式 

此次培训整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等课程资源，

根据培训目标和主题，设置“意识形态工作”“新闻宣传工

作”“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四大课程



  

板块（具体课程见表 1）。此次培训采用标准课程与直播课

程相结合的方式，共提供累计 30 学时的视频课程供学员自

主选学，参训学员须完成不少于 20 学时（45 分钟/学时）课

程学习及其他学习任务方可获得结业证书。 

四、培训时间 

2021 年 9 月 20 日启动，2022 年 4 月 30 日结束，分两

期滚动开班，参训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

训中心联系，随时开班。 

具体时间表如下： 

期次 培训时间 

第一期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五、培训安排 

培训分为视频课程学习、学习成果撰写、反馈问卷填写

三个环节。完成视频课程学习后，需在培训系统中提交一篇

不少于 1000 字的学习成果，建议围绕新媒体内容创新、网

络思政工作、网络舆情引导等方面撰写学习成果，经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

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认定培训合格后，颁发由教育部思想政治

工作司监制的结业证书。参训单位可将其学习时长计入继续

教育培训学时。 



  

六、培训平台 

培训依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

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进行。参训学员在高

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首页（dxs.enetedu.com）进行实名注

册（已注册的学员无需重复注册），登录后点击相应培训报

名，经学校管理员审核后可进行学习。关注“高校辅导员在

线”“思政研修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网络培训”模块也

可使用移动端进行学习。 

七、培训费用 

培训费 280 元/人。 

费用以省级教育部门或高校为单位支付，不对个人收费。

费用按下列账号支付： 

户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账号：9550880061024000176 

开户行：广发银行北京工体支行 

行号：306100005276 

（我单位采取先收款后开票的财务报销流程，付款单位打款时请注

明“培训名+单位”，费用到账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金额小于一万元默认开具电子普通发

票，金额大于等于一万元将开具纸质版普通发票并邮寄。） 

八、组织管理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工作部门、各

高校可与我中心联系组织报名。每单位设管理员 1 名，负责



  

本单位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有培训意向的单位需将报名回

执表（详见表 2）电子版发送至邮箱：wlpx2021@163.com，

邮件标题为“培训名+单位”。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孟楠、吴婷 

联系电话：010-58556160，010-58556473 

 

附表： 

1.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安排 

2.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名回执表 



  

表 1 

 

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安排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意识形态

工作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解读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和强大精神力量——2021 年全

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解读 

秦家强  中国人民大学 

增强“四力”打造过硬宣传思想

工作队伍 
董关鹏  中国传媒大学 

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与

应对策略 
鲍善冰  山西大学 

新闻宣传

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 
王彩平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案例

教学 
段京肃  兰州大学 

网络舆情

引导工作 

 

新媒体与舆情管理——从习近平

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讲起 
田  丽  北京大学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网络舆情的应急管理系列微课 
刘怡君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 

管理科学研究所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化新媒体舆情 张华平  北京理工大学 

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 

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公方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构建新时代高校网络党建与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 
陈雄辉  华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主讲人单位为课程录制时所在单位。 



  

表 2 

 

新媒体素养与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报名回执表 

 

单  位  

参训人数  

参训期次 □第一期           □第二期 

联系

人 

姓  名  部  门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邮寄地址  

发票

信息 

抬  头  

税  号  

金  额  

发票接收

邮箱 
 

单位（部门）盖章 

 

 



  

 

 

 

 

 

 

 

 

 

 

 

 

 

 

 

 

 

 

 

 

 

 



  

附件 3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方案 

 

为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要求，贯

彻《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政工作队伍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水平，切实加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

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决定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具体方案如下： 

一、培训目标 

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师尤其是学工干部、辅导员、心理咨

询教师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和水平，

增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与研判能力，提高预防和干

预学生心理危机的实战水平，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创新工

作举措，提升心理育人质量。 

二、培训对象 

面向全国各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

校、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学工干部、

专兼职辅导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心理咨询专职教师、

班主任及其他有相关培训需求的高校教师。 

三、课程形式 



  

此次培训整合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高校及医疗系统工作队

伍等课程资源，根据培训目标和主题，设置“心理健康教育

概论”“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

预”“心理学教学应用”五大课程板块（具体课程见表 1）。

此次培训共提供累计 30 学时的视频课程供学员自主选学，

参训学员须完成不少于 20 学时（45 分钟/学时）课程学习及

其他学习任务方可获得结业证书。 

四、培训时间 

2021 年 9 月 20 日启动，2022 年 4 月 30 日结束，分两

期滚动开班，参训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

训中心联系，随时开班。 

具体时间表如下： 

期次 培训时间 

第一期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 

五、培训安排 

培训分为视频课程学习、学习成果撰写、反馈问卷填写

三个环节。完成视频课程学习后，需在培训系统中提交一篇

不少于 1000 字的学习成果，建议围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心理辅导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与研判等方面撰写

学习成果，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

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认定培训合格后，颁

发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监制的结业证书。参训单位可将

其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六、培训平台 

培训依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高等教

育出版社）、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进行。参训学员在高

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首页（dxs.enetedu.com）进行实名注

册（已注册的学员无需重复注册），登录后点击相应培训报

名，经学校管理员审核后可进行学习。关注“高校辅导员在

线”“思政研修中心”微信公众号进入“网络培训”模块也

可使用移动端进行学习。 

七、培训费用 

培训费 280 元/人。 

费用以省级教育部门或高校为单位支付，不对个人收费。

费用按下列账号支付： 

户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账号：9550880061024000176 

开户行：广发银行北京工体支行 

行号：306100005276 

（我单位采取先收款后开票的财务报销流程，付款单位打款时请注

明“培训名+单位”，费用到账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开具培训费发票，金额小于一万元默认开具电子普通发

票，金额大于等于一万元将开具纸质版普通发票并邮寄。） 

八、组织管理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工作部门、各

高校可与我中心联系组织报名。每单位设管理员 1 名，负责

本单位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有培训意向的单位需将报名回

执表（详见表 2）电子版发送至邮箱：wlpx2021@163.com，

邮件标题为“培训名+单位”。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孟楠、吴婷 

联系电话：010-58556160，010-58556473 

 

附表： 

1.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安排 

2.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名回执 

 



  

表 1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安排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心理健康

教育概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意义 杨振斌  上海交通大学 

心理健康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 李  焰  清华大学 

大学生的群体心理与人际交往 伍新春  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生 

心理发展 

大学生心理发展的任务与常见心

理问题 
桑志芹  南京大学 

大学生认知与思维发展 彭华茂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的基本原理 贾晓明  北京理工大学 

大学生心理咨询与心理疏导 岳云强  北京化工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的教

学与辅导 
蔺桂瑞  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危机 

干预 

心理问题的评估 唐登华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心理危机的筛查、排查与转介 马喜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及应对

机制 
赵丽琴  北京工业大学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心理学 

教学应用 

心理学在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高效教学的心理学基础 
谭顶良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在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高等教育中的学习心理规律

及其应用 

姚梅林  北京师范大学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主讲人单位为课程录制时所在单位。 

 

  



  

表 2 

 

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报名回执表 

 

单  位  

参训人数  

参训期次 □第一期           □第二期 

联系

人 

姓  名  部  门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邮寄地址  

发票

信息 

抬  头  

税  号  

金  额  

发票接收

邮箱 
 

单位（部门）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