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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知晓度较低，缺乏关

心专业性时政问题的意识，网络是获取专业性时政内容的主要渠道。 分析其原因，课程体系缺乏及时

吸收新的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机制和空间是主要原因，缺乏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是重要原因，
学生对专业性时政问题缺乏兴趣是直接原因。要提高女性学专业学生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的实效性，
首先要树立“大课程”理念，拓展课程的边界；其次要树立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再次要培养

和激发学生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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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时政内容，是指党和国家近期在其颁

布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提出的与高校某些

专业的课程内容相关度较高、但还没有进入专业

课程体系的、既有政治性又有专业性的内容和问

题。对于人文社科的某些专业而言，专业性时政

内容是专业课程内容的延伸和补充。专业课程内

容以及专业理论具有滞后性。一方面，社会实践

是常新的，另一方面，党和国家根据社会发展需

要所颁布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要经过一

定程序和一定周期才能进入课程体系，成为某些

专业课程的内容。专业性时政内容是专业课程的

扩展，是最前沿的专业性课程，做好专业性时政

问题的教学，增强学生对于专业性时政问题的敏

感性，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增强学生的政

治意识和核心意识、充分发挥课程时政的作用具

有重要的意义。
女性学专业是一个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的专

业，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妇女发展和妇女工作的

重要论述、最近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内容、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的精神等，对于女性学专业的学

生而言，既是专业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及时学习

这些既有专业性又有时政性的内容是非常必要

的，能够使学生准确把握新时代女性问题研究的

最新动向。那么，女性学专业学生专业性时政问

题的学习状况如何？学生是否具有学习这些内容

的愿望和兴趣？笔者对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

的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访谈法收集资料，对资料

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

建议。
（一）资料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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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法。问卷设计了两个类型的题目：一个类

型是选择题，共有 16 个问题；一个类型是开放性

问题，只有 1 个题目。问卷第一稿完成，经过讨论

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后定稿。设计成问卷星的形

式，分别发放给女性学专业四个年级的学生。女

性学系共有在校本科生 131 人，问卷填答人数 95

人，回收 95 份问卷，均填答完整，为有效问卷。
访谈法。共访谈女性学专业大二、大三、大四

的学生 11 人，围绕着学生专业性时政内容的学

习状况以及对这类问题的学习愿望和学习兴趣、
信息获得渠道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

研究资料。
（二）资料处理与分析方法

对问卷选择题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通过图表

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对问卷的开放题收集的资料

和访谈法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概括和总结。综合

以上内容，得出研究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知晓度

较低；尽管她们认为专业性时政内容与女性学专

业学习有关系，但缺乏关心专业性时政问题的意

识；网络是获取专业性时政内容的主要渠道，学生

们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
1． 女性学专业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知晓度

较低

对于女性学专业而言，专业性时政内容主要

是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妇女十

二大精神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党的

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全球妇女峰会内容以及习近

平在峰会上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

报告中关于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内容，习近平

关于妇女事业、妇女工作和男女平等的重要论述

等。这些内容与女性学专业学习的关联度很高，

是女性学专业课程的延伸，是女性学专业学生必

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内容。但是，在调查中

发现，“没听说过”和“知道这个文件，但没有完整

地学习过”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如，对于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的《促进妇女全

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重要讲话以及就促

进男女平 等和妇女全 面 发 展 提 出 的 中 国 主 张 ，

“没听说过”和“知道这个文件，但没有完整地学

习过”的学生共有 90 人，占 94．7%；对于习近平总

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集体谈

话内容，“没听说过”和“知道这个文件，但没有完

整地学习过”的学生共有 88 人，占 92．6%；对于习

近平关于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没

听说过”和“知 道这个文件 ，但没有完整 地学习

过”的学生共有 84 人，占 88．4%；情况最好的是对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的知晓度，

“没听说过”和“知道这个文件，但没有完整地学

习过”的学生最少，但也有 78 人，占 82．1%。
相比而言，回答“在课堂上，老师指导着完整

地学习过”“在课下，按照老师的要求自己完整地

学习过”和“在课下，自己主动地学习过”这些专

业性时政内容的学生人数寥寥无几，而且大一、
大二、大三和大四这四个年级的学生对于专业性

时政内容的知晓程度不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
2． 学生认为专业性时政内容与女性学专业学

习有关

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基本上认为以上专业性

时政内容与女性学专业学习有关，而且大部分学

生认为和女性学专业学习的关系很大。认为“有

关，关系很大”的学生 74 人，占 77．9%；认为“有

关，关系一般”的学生 18 人，占 18．8%；综合这两

个方面，认为“有关”的学生共 92 人，占 97．0%。认

为“无关”的学生仅 1 人，占 1．0%；“不清楚是否有

关”的学生 2 人，占 2．0%。四个年级的学生对于这

个问题的认知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在访谈中有学

生“希望将时政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以更好地理

解所学知识”。
3． 学生希望在老师或专家的指导下学习专业

性时政内容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希望学习和了解这些

专业性时政内容。“希望在课堂上由老师组织学

习”的学生有 29 人，占 30．5%；“希望聘请这个领域

的专家指导学习”的学生有 25 人，占 26．3%；“希望

老师指导，自己在课下学习”的学生有 30 人，占

31．6%；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希望在指导下学习专

业性时政内容的学生总共有 84 人，占 88．4%；“无

所谓”的学生有 11 人，占 11．6%。结合访谈发现，

学生觉得在老师或专家的指导下有目的地学习

更能抓住重点，比起自己盲目地泛读这些文本，

更能深刻地领悟专业性时政内容的精神。如有学

生说：“在课上不要只提文件名称让我们在课下

查阅，老师可适当讲解文件内容。”“感觉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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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女性学专业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的知晓程度 （单位：人）

专业性时政内容选项 没听说过

知 道 这 个 文

件， 但 没 有

完 整 地 学 习

过

在 课 堂 上 ，

老 师 指 导 着

完 整 地 学 习

过

在 课 下 ， 按

照 老 师 的 要

求 自 己 完 整

地学习过

在 课 下 ， 自

己 主 动 地 学

习过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18 60 6 6 5

妇女十二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员的集体谈话

31 57 0 3 4

在妇女十二大上， 赵乐际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

的致词

61 28 1 1 4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在妇女十二大闭幕式上发

表的闭幕词

56 31 0 0 8

在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

任孙春兰的讲话

64 23 0 1 7

妇女十二大新修改的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

程》

49 38 1 0 7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内容 68 20 1 1 5

习近平关于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 25 59 1 1 9

十九大报告中与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有关的内

容

24 54 0 3 14

政府工作报告中与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有关的

内容

31 51 0 5 8

2015 年 9 月 2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

女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42 48 0 0 5

应该成为女性学专业学习的一部分，希望老师能

带领着学生共同学习或要求学生学习，使学生对

此有所认识并在今后对其保持关注。专业时政问

题还是很重要的，是学生应具备的专业素养。”
“学习这些对女性学专业学生来说很有必要，如

果老师不加以引导，平常不容易关注到。”

4． 网络是学生了解专业性时政内容的主渠道

调查发现， 网络是学生了解专业性时政内容

的主要渠道。 回答通过网络了解以上专业性时政

内 容 的 学 生 有 64 人，占 67．4%；回 答 通 过 老 师 了

解以上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有 26 人， 占 27．4%；回

答通过同学和朋友了解以上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有

4 人， 占 4．2%； 回答通过书籍和报刊了解以上专

业性时政内容的有 1 人， 占 1．1%。 也有学生说：
“信 息 来 源 不 清 晰，不 知 从 哪 里 找”，希 望“能 有 更

多渠道了解专业性时政问题”。
5． 学生缺乏关心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意识

女性学专业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知晓得少，
原因是什么？ 调查发现，回答“个人不感兴趣，缺乏

关心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意识”的有 41 人，占 43．2%；
回答 “没有形成良好的专业性时政内容的讨论氛

围”的有 37 人，占 38．9%。 “缺乏关心专业性时政内

容的意识”与“没有形成良好的专业性时政内容的

讨论氛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 回答“没有获取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来源”的有

15 人，占 15．8%，说明有少数学生不知道通过什么

渠道获得这些信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些学

生缺乏主动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意识；回答“老

师上课没有提到”的有 2 人，占 2．1%。在访谈中有学

生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学

习时政问题的自主意识，希望自己可以逐渐养成关

注时事的习惯，毕竟此类学习还是要靠自己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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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女性学专业性时

政内容与女性学专业学习关系密切，学习和掌握专

业性时政内容有利于提高专业素养。 但目前的情况

却是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知晓度低，而且缺乏主

动学习这些内容的意识。 这既有课程设置方面的原

因，又有教与学方面的原因。
1． 课程体系缺乏及时吸收新的专业性时政内

容的机制和空间是主要原因

专业课程的设置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具有

一定的变化性。 在一定时段内，课程是要保持一定

稳定性的，不经过一定的程序，不经过教学管理部

门的允许和批准，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增减课程内

容。 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专业实践内容的

丰富，有些课程内容因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而应被淘

汰；同时，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专业实践内容的丰富

也为专业课程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元素，这些新

的内容和元素应当被吸收进来， 成为课程的内容。
哪些内容和元素应被吸收成为课程的内容，需要得

到同行业专家的认同，经过权威专家论证后，再用

学术性话语把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内容和新元素

表述出来。 课程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课程体系

的性质以及课程体系的调整程序决定了其缺乏及

时吸收新的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机制，缺乏容纳新的

专业性时政内容的空间。 而专业性时政内容更多体

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它以党和国家路线、方针、
政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时代

性。 尽管女性学是一门新兴的专业，但是女性学专

业的课程体系仍然具有其他专业课程体系所具有

的滞后性的缺陷。 在女性学专业现有的课程中，没

有哪一门课程承担着及时组织学生学习诸如妇女

十二大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妇女事业和妇女

工作论述的教学任务，只能依靠专业性时政意识较

强的老师在课堂上做一些简单介绍，或者学生凭自

己的兴趣关注一下相关内容。 在访谈中，大多数学

生表示没有老师的引导，自己没有兴趣学习这些内

容，即使学习了，理解得也不深入。
2． 缺乏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是重要

原因

女性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专业性时政内容

与女性学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专业性时政

内容是专业课程的延伸和扩展仍然认识不足，不能

从专业的高度认识专业性时政内容的价值。 从调查

结果看，女性学专业学生对专业性时政内容的了解

和掌握程度并不好于其他专业的学生。 同时，教学

组织者也缺乏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并没

有从课程建设的角度把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也

没有把专业性时政内容与当下的课程结合起来，找

到恰当的结合点和生长点。 此外，从思想政治教育

的角度而言，也缺乏课程时政意识，没有充分利用

当下的专业性时政内容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想

政治教育。
3． 学生对专业性时政问题缺乏兴趣是直接原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了学习兴趣，就会自觉

地、主动地去学习；反之，没有兴趣，就不会主动去

关注相关的内容，更谈不上研究性地学习。 由于专

业性时政内容比较抽象，政治性较强，如果没有广

博的知识背景，要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是有一定难

度的。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女性学专业的本科生而

言，专业性时政内容很难引起她们的兴趣，以致学

生对相关内容的了解只限于表面，体现不出专业性

的理解深度。 在访谈中，有学生坦言：“课余时间更

愿意去了解其他的专业相关的问题，对这方面的兴

趣不足。 ”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四、建议与对策

目前，专业性时政内容还没有进入女性学专业

课程教学体系，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重视专业

性时政内容的教学， 突出其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

性。 专业性时政内容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和前沿

性，与专业课程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形成反

差，应该注重利用课堂这个教学的主阵地，充分发

挥专业教师的主体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实现专业课

程内容与专业性时政内容的有效衔接，把专业性时

政内容嵌入专业课程内容中。 为了提高女性学专业

学生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的实效性，提高学生的专

业素养，需要树立“大课程”理念，拓展课程的边界，
增强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以课程化的形

式和要求组织学生及时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
1． 树立“大课程”理念，拓展课程的边界

要树立“大课程”理念，必须首先要深刻理解课

程的内涵。 教育界关于课程的概念众说纷纭：伯恩

施坦将课程称为“合理的知识”，是“对教学科目的

选择及教学科目之间起支配作用的各种原则”[1] 85，
马斯格雷夫认为课程是“学校有目的地加以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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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2]37，塔纳则认为课程是“儿童在教师指导下所

获得的全部经验”[3]18，艾格莱斯顿将学校中显现的

知识与学习经验均视为课程 [4]15，麦汉则将学生在学

校中所学一切均视为课程 [5]54，英国著名课程论者劳

顿把课程界定为“从一定社会的文化里选择出来的

材料”[6]16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普尔则把课程界定

为“法定知识”[7] 6。
关于课程的研究存在四种范式。 在功能主义范

式中，课程被视为教育系统之核心部分，其功能在

于确保年轻一代接受同其步入成人社会相适应的

文化，以维持社会系统的生存。 [4]17 在解释论范式中，
课程不是被视为一种既存的社会现象，而是被视为

一种生成的社会现象，课程并非是预定教育目标所

能限死的东西，而是在教育知识传递过程中被创造

出来的、可变的东西。 [8]1-46 新马克思主义范式将课程

视为传递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阶级关系再生产

的工具，同时也是经济与文化上的权力群体与希望

课程更能反映自身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普通阶级之

间冲突的结果。 比如阿普尔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

形态与其说通过特定的训育传递给学生，不如说是

通过将某些观点拒之于课程之外，或通过课堂社会

组织在非言明过程中体现的各种价值观而传递给

学生。 [7] 82-88 结构主义范式把决定课程结构代码及内

隐于教育传递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控制方式之间

的关系作为课程的研究对象。 [1] 85-115 这四种范式均

有其合理之处，也存在着重要缺陷，任何一种范式

都不可能对学校课程做出全面与准确的解释。
树立科学的课程观，首先应对课程进行全方位

的研究。 不仅研究其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而且研究

其内部的社会关系；不仅研究社会对课程知识的择

定，而且研究教师对课程的重构及学生对课程的适

应。 [9]122 课程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是为实现各级各

类学校的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它的目的、
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 [10]178 课程和学科不

同，学科只是课程的一部分或一种含义，课程不仅

包括学科，还有其他内容，也不只是内容本身，还有

对内容的安排，以及内容安排实现的进程和期限等

含义。 [11] 204 课程是由什么决定的，一种比较有代表

性的说法认为，影响课程的因素有历史传统、文化

背景、政治力量、社会需求、世界潮流、教育制度和

有关人员等。 [12]132

因此，应树立“大课程”理念，拓展课程边界，把

专业性时政内容作为潜在的课程内容，形成及时吸

收专业性时政内容并课程化的机制，拓展容纳专业

性时政内容的空间。 “大课程”突破了传统课程自我

设定的凝固化的边界，突破了传统课程无论形式上

还是内容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强调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强调课程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以课堂

为主阵地，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在课堂

教学中适时融入专业的前沿性内容，不断培育课程

内容新的增长点。
2． 树立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

教学组织管理者不但自身要树立起专业性时

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还要培养学生树立专业性时

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及时组织和指导学生以专业

的标准和要求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并在可能的条

件下进行考核。 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中，把专业

性时政内容作为学生研究选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

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选题中，也要引导学生

关注专业性时政内容。 教学组织管理者还要树立课

程时政意识，利用专业性时政内容既有专业性又有

政治性的特点，立足于学生的专业成长，对学生进

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

养，又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 在访谈中，有学生建议

“将时政融入课堂”，并且“需要开设这么一门相关

的课， 能够让同学就一些讲话内容发表自己看法，
能参与讨论”。

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实践的发展，树立起专业性

时政内容课程化的意识，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专业性

时政内容的课程化。 毋庸置疑，专业性时政内容对

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促进专业建设具有非常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要把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

化呢？ 因为只有把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化，才能真

正引起学生的重视，促进学生以专业的视角深入系

统地学习和研究，达到专业水准。 如何实现专业性

时政内容的课程化？ 这是一个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

断探索的问题，但是树立起“大课程”理念，充分发

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实现专业性时政

内容与专业课程内容的有效衔接，并把专业性时政

内容作为考核内容，这是实现专业性时政内容课程

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3． 培养学生学习专业性时政内容的兴趣

培 养 和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专 业 性 时 政 内 容 的 兴

趣，首 先 ，要 克 服 狭 隘 的 专 业 观 念 ，树 立 “大 女 性

学”理念，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打好文史哲学科基

础，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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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专业敏感性。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专业使命

感。 女性学专业是与时俱进的，及时学习和研究专

业性时政问题，丰富女性学的内容，是女性学专业

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女性学专业学生的

责任。 再次，要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 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独立的研究

方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由于女性学与女权主

义的内在联系，目前在教学中主要是以女性主义理

论充当女性学理论，并且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缺乏中

国元素，没有很好地实现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

的统一。 实现女性学的本土化是女性学发展的必然

要求， 而实现女性学的本土化就要坚定文化自信，
吸收中国的元素，而专业性时政内容就是最具有时

代性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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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Status Quo of Learning Professional Political Issues
among Students Majored in Women’s Study

YU Guangjun，LI Linna
Abstract: The survey finds that students know less about professional political issues． They lack the consciousness of

and attention to current politics problem． The Internet is the main channel to obtain profession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curriculum system lacks the mechanism and space to timely absorb the latest political

information． Lack of wareness of the setting up curriculum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Students’
lack of interest in professional political issues is the direct cau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politics students majored in women’s study，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grand curriculum”and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urriculum as the first step． Secondly，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curriculum of

professional political issues． Thirdly，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nd stimulate students’interest in learning

professional current affairs．

Key words: women’s study；professional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curriculum philosophy；localization of women’s
study；Chines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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