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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科学家精神的培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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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进入新
时代,国家号召全社会自觉践行和弘扬科学家精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思政课与科学家精神相融合,对引
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乐观的精神状态、提高科学道德修养等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开展多样
社会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新媒体教育阵地培育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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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xplor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tists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lleges are the main fro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what kind of people to train and how to train them.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state calls on
the whole society to consciously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College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form optimistic mental state and improve scientific
and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building a new media education position to cultivate newcomer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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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修养具有重要作用,促使大学生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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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

创新人才,确立科学信仰、勇担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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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科学素养,恪守学术规范。因此,在高

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他们是“科学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校思政教育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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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 在他们

意见》,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

家精神的培育是一项重要内容。

身上承载着永不过时的爱国精神、与时俱

育人六种精神为新时代的广大科学工作

进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默

者指明了方向,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们

1 高校思政视域下科学家精神
培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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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

以及慧眼识才的育人精神。青年大学生是

与科技强国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祖

途中,广大科学工作者们贡献聪明才智,

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将培育科学家

国和人民服务。新时代的大学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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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探索。科研成果并不

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显得尤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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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则不立”,诚信是做人之本,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若理想信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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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大学生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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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德和学术诚信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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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青年大学生奋发向上的强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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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长期的科研探索活动中形成的宝

教育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塑造优良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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