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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和外化中的作用
邢宜霖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与外化是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变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的教
育力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者遵循内化外化过程的发展规律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发展规律，实现教育者
自身的转化，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内化切入点，通过理性启迪与非理性引导、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受教
育者自我意识分化与同一等途径，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向社会所需要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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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与外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矛盾

一是教育者必须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观念

转化过程中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两次飞跃”，是人的思

转化为自己的教育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

想、行为变化发展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化发展的

者主要学习的是间接经验，学习内容是经过教育者系统

两个重要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

选择、精心加工后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这是一条认识的

程中基本矛盾转化的第一次飞跃，即社会所需要的思想

捷径，可以使受教育者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系统的

政治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外化是

知识，同时实现这一捷径的有效保障是教育者自身对教

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基本矛盾转化的第二次飞跃，即

育内容进行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使其内化为理性层面。

受教育者所产生新的思想政治道德认识转化为行为实

在教育者内化教育内容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理解，

践，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

即分为改述、归纳和外推三个层次：改述是一种初级层

过程，实质上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转化过程。所谓转

次的理解状态，是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准确地将教育

化，就是使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政治素质转化为受教

内容表达出来；归纳是中级层次的理解状态，它是教育

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转化是知与不知，正确与错误斗

者在把握内容实质的基础上将教育内容浓缩成精华，实

争的结果。转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社会发展所需

现“长话短说”的效果；外推则是教育者对内容进行举

要的方向转化，一种是背向社会发展需要转化。受教育

一反三、丰富拓展的过程，是一种“短话长说”的功夫。

者思想政治素质究竟向哪个方向转化，影响因素很多，

这三部分无形中就向教育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一

但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教育者及其所实施的教育。教

名专业的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理解程度不能停留在“改

育者的任务就是充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协调运

述”这一过程。这一程度虽然比照本宣科的层面好一些，

转，发挥各自的功能，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向社

但是教育者并没有深入到教育内容的灵魂之处，则教育

会所需要的方向转化。教育者在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

者很难将教育内容的精神实质用最准确明了的语言表述

矛盾转化（内化、外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来，使教育效果不理想。教育者作为教育影响的直接

一、转化观念、提升素质，创造思想政治教育内
化、外化的前提条件

发出者，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准确、全面理解教育内
容的基础上，使自身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上升到“归纳”
和“外推”这两种程度上。在教学过程中，用“长话短

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外化过程中，受教育者充分发

说”的方式将教育内容的精神实质传授给受教育者；用

挥自身的主体性外，还需要教育者起主导性作用，通过

“短话长说”的方式丰富教育内容，使受教育者更容易

外部影响力量促使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实现两次飞跃。

理解所需内化的内容。

教育者自身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影响教育效

二是教育者还必须具备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政治

果，所以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之前，教育者首先要接受

素质和道德品质。古代的圣人明白“身教”重于“言教”

教育，实现自身观念和素质的转化。

的道理，因而他们在教育人们时，往往是“先存储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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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存储人”。教育者担负着向受教育者传授先进思想和正

理性启迪是以传授理性知识，培养和发展理性能力

确价值观的任务，受教育者是否认同和践行这些思想和

为特征的理性教育，强调对记忆、思维、认知等的训练

观点，对于是否接受并内化它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和培养，过分偏重知性的、概念性的知识分析，而失缺

所以教育者需要以身作则、亲身示范，真诚地实践自己

了对受教育者自身意志、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影响。

传授的价值观点和道德规范，实现内化与外化的统一。

教育者应该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统一起来，在解决

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内

认知问题的同时，充分运用情感、意志和人格等力量，

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很难让受教育者产生认同感和

解决信念、行为习惯等问题，形成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

信服感，甚至会产生怀疑和逆反心理。因此，教育者要

在矛盾转化的活力。首先，教育者需要激发受教育者非

自觉从内心出发信服和认同传授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

理性因素中的情感因素。情感是受教育者知行转化的催

并能带头实践自己提倡的观念和规范，保持言行一致，

化剂，教育者在进行理性启迪的同时，需要激发受教育

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其次，教育者

者的积极情感。其次，教育者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意志和

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者良好的思想品

行为的训练。意志是认知与情感的体现，也是行为的杠

德，对受教育者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杆；坚强的意志会促使受教育者行为反复出现并持之以

二、遵循实际、具体分析，确定受教育者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的最佳切入点

恒，所以对受教育者进行顽强的意志磨练是很有必要的。
而行为是强化和巩固认知、情感、意志的基础；教育者
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行为训练，通过多次重复正确的行

受教育者思想矛盾转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内在认知、

为而促成良好的习惯。另外，教育者还需要重视对受教

情感、意志、信念、行为诸要素辩证运动、协调发展的

育者的信念培养。信念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对某种道德规

过程，这些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成为受教育者思

范和价值观点的真诚信仰，是联结知与行的中心枢纽。

想矛盾转化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诸要素间即相互联系，

教育者要深化受教育者的认识，强化其情感，锻炼其意

又存在相对独立性，所以知情意信行的发展方向和水平，

志，并帮助受教育者通过自身的理性和经验转化为信念。

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制约了受教育者思想矛盾顺利转
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多种开端的现实性。因此，
推动受教育者思想矛盾转化，教育者必须从实际出发确

四、澄清是非、校正价值取向，促使受教育者是
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

定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开端，开辟多种渠道，

教育者要想使受教育者将内化的价值观点和道德规

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运动的最佳切入点。对于“情通

范成功转化为外显行为，则必须充分调动受教育者心理

理不通”的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需要帮助其解决认知

诸要素，解决受教育者与教育内容之间的认识关系和价

上的问题，通过全面细致的资料收集，找准与受教育者

值关系，从而实现自身认知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所

之间存在的认同点，以此作为教育引导的突破口，促使

谓是非判断就是要让受教育者分清什么是真理与谬论，

新思想在矛盾运动中处于优势地位，促使其形成稳定的

形成正确的认知标准。价值判断则是让受教育者具有判

系统观念。对于“理通情不通”的类型，教育者要紧抓

断客观事物是否存在肯定价值或否定价值的能力，形成

情感因素的影响作用，培养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肯定

正确的价值观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时常出现受教育

情感。教育者在合理安排教育内容时，尽可能满足受教

者是非判断较好，但价值判断较弱，明知是对的行为，

育者合理的个体需要从而形成共鸣。另外教育者要注意

但是不愿意行动；甚至明知是错的行为，仍然坚持不改

从实际出发，避免“假大空”，将教育内容与生活紧密联

等一系列现象。所以，教育者促使受教育者内化观点并

系起来，把生活中的实例作为思想教育的案例，通过开

外化于行动，不仅要解决受教育者的是非判断问题，还

展形式新颖的教学活动，激发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关

需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思想状况，解决其价值判断问

注和兴趣。对于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的人群来说，教

题，消除受教育者“利益障碍”，从而达成价值认同，只

育者可以通过行为训练，磨练受教育者的意志，通过精

有将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效结合，才能推动受教育者

神感染稳固其信念，通过多次重复正确行为而形成行为

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发展。

习惯。教育者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实
际情况来确定不同的教育开端，各种开端并行不悖、相
得益彰，教育者可以双管齐下、形成合力。

三、育化心灵、情感关怀，实现理性启迪与非理
性影响相互作用相得益彰

五、积极引导、合理规划，推动受教育者实现自
我意识分化与同一
所谓自我意识分化与同一，就是指受教育者内在意
识分化出“理想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并通过自身
的努力使“现实的我”达到“理想的我”的过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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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尽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政治教育过程发展规律，指导自身的实践行为，帮助受

自我意识分化与同一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实现内化与外化

教育者内化外化过程顺利完成。

这一目的的内在基础。而自我意识的分化过程，就是受
教育者对自身内化过程提出的一种高要求，而实现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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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XING Yi-li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quality change
development important stage, and in this process, educators in the education power hav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Educators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rule and law of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cess, to
realize the conversion of educators themselves, to determine the actual internaliz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r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irrational and wrong judgment and value judgment,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es self-awareness differentiation is
prompted by the educator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social need.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educator; r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