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与人生》

课 程 标 准

1.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哲学与人生 课程类别 公共基础必修课

学分 2 总学时 36

适用专业 初中起点五年制公费师范生 开课学期 初中起点五年制第四学期

参考教材 《哲学与人生》，李德良、南岳，辽宁教育出版社。

2.课程性质与定位

《哲学与人生》是五年一贯制公费师范生在中职阶段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

课。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教育。其任务是帮助学生学

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的发展，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树立和追求崇高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走好人生路。

3.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世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学会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分析和处理个人

成长中的人生问题，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自觉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3.1 素质目标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热爱祖国，树立积极投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3.2 知识目标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基础知识，懂得什么是客观实

际、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

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世界就是矛盾；知行统一，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透过现象

看本质；人能认识、驾驭规律，但不能创造或消灭规律；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3.3 能力目标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初步分析和说明常见的社会现象，

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在今后的职业活动中，能够自觉运用哲学原理指

导自己的行为，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积极

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4.课程内容和要求

单元名称 主要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安排

立足客观实际，

树立人生理想

1.1 以“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为议题，

探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意义。可搜集相关资料，分

享生活中的哲理故事，归纳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讨论“学

习哲学，终身受用”的道理。

1.2 以“选择职业为什么既要从

实际出发又要追求远大理想”

为议题，探讨物质和意识的辩

证关系。可通过阅读讨论马克

思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

职业时的考虑》，分享学习体

会，根据社会需要与个人实际

1.1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性变

革，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

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生发

展的指导意义。

1.2 理解世界统一于物质的

原理，懂得客观规律性和主

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坚持

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做

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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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

1.3 以“想问题办事情为什么既

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为

议题，探讨尊重客观规律与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可

通过寻找先进榜样示范、“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演讲比赛等活

动，积极发掘自我潜力，增强

自信自强意识。

1.4 以“为什么坚持无神论”为

议题，探讨如何加强科学世界

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相信科学、学习科

学、传播科学，注意抵制宗教

观念以及各种有神论的影响。

辩证看问题，

走好人生路

2.1 以“为什么不能回避矛盾”

为议题，探讨矛盾在事物发展

中的作用，领会矛盾分析法的

意义。可采用搜集材料、主题

班会、社会调查等形式，结合

现实生活，说明我国当前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意义；可

通过分享生活中的具体事例，

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解决

社会及生活问题的重要性。

2.2 以“为什么个人不能孤立地

生存和发展” 为议题，探讨事

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可创设辨

析性情境，剖析孤立地看问题

的错误；可采用案例分析、讨

论等方法，理解人生发展与自

然、社会和他人息息相关，学

会在和谐共处中实现人生发

展。

2.3 以“为什么说人生发展不会

是一帆风顺的” 为议题，探讨

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

统一。可通过案例分析、主题

班会等形式，正确认识人生道

路上的顺境和逆境，在生活实

践中磨炼意志，形成乐观向上

的人生态度。

2.1 了解唯物辩证法与形而

上学的根本对立，积极面对

人生遇到的矛盾，在解决矛

盾过程中不断成长。

2.2 懂得世界是普遍联系和

永恒发展的，学会用联系和

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处理人生

道路中的各种问题，坚定信

心，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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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出真知，

创新增才干

3.1 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

来的”为议题，探讨实践对认

识的决定作用。可结合专业实

践学习，讨论职业能力是在实

践中不断提升的； 可搜集某种

思想或理论对社会发展起促进

或阻碍作用的案例，说明认识

对实践的反作用。

3.2 以“为什么眼见不一定为

实”为议题，探讨现象与本质

的辩证关系。可采取班级讨论

会等形式，就现象与本质不符

合的典型事例进行分析，不为

假象所迷惑，学会透过现象认

识本质， 提高辨识真善美、假

恶丑的能力。

3.1 理解认识与实践的辩证

关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

行合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认识水平、增长才干。

3.2 领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重要性，学会识别假象，明

辨是非，在揭示事物本质的

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事物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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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唯物史观，

在奉献中实现

人生价值

4.1 以“如果停止了物质生产，

人类社会将会怎样”为议题，

探讨生产劳动对于社会的重要

意义。可组织主题班会，讨论

“假设自己所学专业对应的行

业领域停止工作一周，对日常

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感受所

学专业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4.2 以“为什么说‘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为议题，探讨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搜集材

料， 或观看影视作品，了解人

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

发挥的历史作用，感悟只有坚

持人民立场，才能在为人民服

务中实现人生价值。

4.3 以“怎样才能不负青春”为

议题，探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可寻找身边的榜样，学习劳动

模范事迹，思考如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搜

集本专业先进人物的事迹，分

析其成功原因，认识人生的真

正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

献。

4.1 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的辩证关系，理解人民群

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领

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

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为

人民服务的意识。

4.2 了解价值观对人们行为

具有导向作用，理解个人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奉献社会中书写人生

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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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原则

5.1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增

强教育的时代感，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贯穿始终。

5.2 坚持知、信、用相统一

使学生掌握与人生成长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把

做人的基本道理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引导学生既提高哲学素养，又提高道德品质，

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5.3 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

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成长的实际，遵循职业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加强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

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强化哲学基本观点在人生成长问题中的运用，

讲究实际效果，防止空洞说教。

5.4 服务专业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课与学生专业发展需要的融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把理

论的普遍性与专业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在严格贯彻基本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尽量

挖掘基本理论与专业需要的融合点，在重点难点确定、理论阐述、案例选择、方

法创新上，尽量体现专业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的作用。

6.教学方法

倡导启发式教学，采取合作探究、讨论、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

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客观的社会现象和学生的人生实

际出发，通过知识学习与案例分析，融入学生所需要的哲学与人生知识。



教学方法的运用应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层次和职业教育的特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哲学与人生的教学。

7.教学资源

7.1 教学用具

教师应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充分利用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所提供的资料开展

教学活动，大力提倡使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辅助

教学。

7.2 教学资源的开发

教学资源包括教学参考书、教学图片、音像资料、多媒体教学资料、案例选

编等文本教学资源；还包括人生成长典型个案、哲学与人生问题教育专家、先进

人物和道德楷模等社会教学资源。

8.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模式，过程性评价和终结

性考核各占课程总成绩的 50%，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 50 分，主要考核

学生平时的出勤率、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等；期末考核 50 分，主要考察学

生对本门课程知识的掌握度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项目 评价内容 权重 评价标准

过程性

评价

课堂出勤 15%
每学期旷课三分之一以上者取消考试资格，迟到或者早退三次

算作旷课一次。

课堂表现 20%
课堂活动的参与情况，由任课教师根据情况自行设置要求，酌

情评分。

平时作业 15%
每学期 5 次随堂作业，由任课教师根据情况自行设置要求，酌

情评分。

终结性

考核
期末考核 50%

1. 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

2. 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