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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淄博市委党校胡金强

追寻理论以明理 贴近党政以相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晓光

工作融入生活

让“讲政治”变为习惯

“党校是一个讲政治的地
方。”胡金强说，这是他初到市
委党校时听到最多的话。

2008年，从中国海洋大学
毕业的胡金强正式入职这里，
成为管理教研部的一名教师。

为期两年的岗位适应后，
2010年，胡金强被借调到淄博
市委组织部帮助工作。

此后的 3 8 0多天中，他除
写材料的大半时间外，几乎都
在学习，“因为，我知道，拥有
广阔的知识面是作为一名老
师的‘底气’所在。”他说。

“ 只 有‘ 学 ’，心 里 才 有
底。”这是胡金强常说的话语。

但这条“学习之路”或许
有些漫长，两年后从组织部回
来的胡金强并没有再次站上
讲台，他先后在学校“三服务
一争创”办公室、教育实践活
动办公室工作，2015年又被调
去张店区房镇镇挂职党委副
书记。

提及毕业后的这段经历，
胡金强笑了笑说：“有舍有得，
正是这些年不同职位的经历，
让我积累了不同岗位的经验，
养成了良好的作风习惯，回来
后才能更加适应作为一名党
校老师的政治生活。”

2 0 1 6年 4月，胡金强终于
回到了市委党校教师的工作
岗位。

他说，当他再次踏进熟悉
的教室，却有着一丝陌生。

其 中 ，最 为 关 键 的 一 点
是，对于当下相关政策的知识
量不足和相对来说浅层的研
究，使得他无法与学员进行深
入专业的交流。

这时，他意识到，现在的

他，没有全面地理解所授的政
策课程，自然也不能完全得到
学员的认可。

胡金强说，自己在大学时
酷爱看“武侠小说”，或许是受
书中的那些武侠气概的感染，
他的骨子里总透着一股不服
输的劲。

静下心思考后，他做了一
个决定——— 把政策研究变为
生活习惯。

于是，他把书架中的武侠
书换成马克思主义系列读物，
手机中的关注也转变为新闻
类和政治类公众号，他强迫自
己每日睡前和醒后都要看一
篇政治理论类的研究文章，他
把各式的研究论文摆满了自
己的办公桌……

如此一来，胡金强的生活
逐渐被政策理论知识所覆盖。

突然有一天，妻子对胡金
强说：“以前和你聊天，你经常
和我说一些新闻趣事、文学故
事，现在你张口不是新政策新
思 想 ，就 是 国 家 大 政 方
针……”

这时的胡金强意识到，理
论灌输教育已经让政治知识
不断沁入了他的生活。他说：

“一天不读理论，就感到少了
点必须干又没干的事情。”

这显然已经成为了他的
生活习惯。

习惯延伸。曾经枯燥难懂
的理论文章，如今，胡金强已
乐在其中。

对于这样的变化，他说，
这期间，除思维模式的变化，
还有着思想灌输带来的生活
方式的改变。

而这，只是胡金强漫漫教
学之路踏出的第一步。

与时俱进研究政策

纵向了解来龙去脉

“行政管理最重要的是能
够运用合理的政策，而对于一

个政策的研究，不仅要与时俱
进 ，还 要 纵 向 了 解 其 发 展 脉
络。”胡金强说，这是他进行行
政管理教学的核心。

政策，前系往日，后系未
来，绝非一时之策。

他说，尽管当下政策理论
的讲述是其授课范围之内，但
由于他所面对的学员，为各界
翘楚，其中各级领导居多，他们
所接触到的社会政策面也相对
较高。

与这样的高层次学员讨论
政策理论，除需授课老师有准
确解读政策内涵的理解力外，
还必须具备清晰的思维逻辑，
进而准确地表述出政策提出的
整体脉络。

这是一个综合类的事情，
每一个都需要有完整清晰的逻
辑框架，胡金强如是说。

但此类课题的教与授，却
往往是市委党校大多老师的心
头所惑。

他们表示，政策类研究往
往以专题授课，而专题中，却涵
盖了往昔今朝诸多知识点。

“一个课题有时会翻阅20
多本资料，几十篇研究论文。”
一老师直言。

胡金强在授课之初也同样
具有这样的难处，但他慢慢发
现，对于政策讲述来说，只看一
些理论文章并不足以支撑其知
识面，于是，他开始“追踪并挖
掘”学习党和国家、省和市的关
联研究。

比如，如今各级政府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导下作出的一些丰富实
践。

“以淄博为例，这期间，随
着中央改变发展方式，开始转
方式、调结构以及山东发出‘高
质量发展’的集结号。我们淄博
也开始新旧动能转换、功能区
调整，并提出‘凤凰涅 、加速
崛起’，从而重塑产业链，开启
淄博新篇章……”

如此从国家到省到市的鲜
活实践，解开了胡金强对此类
专题研究的困惑，从此，自上而
下的研究，从往昔到今朝的联
系，也成为他最优的研究方式。

“多重关联研究之下，政策
是时代变化的体现，更是当下
时局的发展。”这是胡金强给出
的答案。

他的话语，也正是印证了：
一个政策的提出，不仅关系到
是否能解决以往遗留的历史问
题，更关系到是否能对未来发
展前行之路起到推动作用。

这体现出，不同于党史教
师授课时的固定知识模版，政
治理论类教师授课是灵活的、
是多面的，需要的是更加广阔
的知识面和更加活跃的思维。

基于此，深耕政策研究多
年的胡金强有着深刻的感触。

从“学”到“思”

才可为师

如今，四十岁的胡金强已
就业十三年，在各个岗位的工
作流转，多重行业的知识涉猎，
让他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色彩。

提及这个伴随他前半生的
职业，他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定
义。

“ 教 师 是 一 个 从‘ 学 ’到
‘思’的过程。”这是胡金强对教
师的理解。

初入这个行业时，就如下
海摸鱼，不知鱼在哪，也不知水
多深，面对的是无尽的知识和
迷茫的未来，胡金强这样形容
初为人师的自己。

对教师职业的陌生，让胡
金强曾一度陷入迷茫，这之后，
他便开始不停地旁听课程，不
停地学习。

“他刚来的那段时间，好多
老师的课他都去。”市委党校一
位老教授回忆。

一堂课，两堂课……胡金
强的身影几乎遍布市委党校大

部分的课堂，而他所涉猎的知
识面也不仅限于自己所教的管
理行政类课程。

在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
后，胡金强再次踏上了实践教
学之路。

从开始的知识理论的讲
述，到后来讨论学术理论背后
的基础和国家的政治方向；从
开始的背诵教学文案，到后来
以故事背景为切入，讲授政策
背后的意义……

胡金强一步一步地行走。
在时代的更迭中，找寻政

策的合理化，是胡金强的主要
工作，而把政策的合理化，运用
到行政管理中，才是胡金强授
课的主要内容。

随着授课方式的变化，胡
金强与学员的交流也随之增
多。每堂课之后，都有学员主动
联系他，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
有学员与他讨论各自岗位中关
于行政管理学的相关问题。

而如今的胡金强，已然不
是过往那个学识浅层，知识面
有限的毕业生，而是一名行政
管理学研究的“行家”。

说他是“行家”，并不虚言。
山东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淄
博市党校系统优秀教师，多个
教学专题获省市党校系统一等
奖，《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提高执行力》《推进数字
中国建设》等获得市党校系统
优秀专题……一系列奖项的获
得，也印证着他多年努力。

“只有不停追寻理论，无限
贴近当下的政策，才能上好行
政管理学。”现在，胡金强依然
在学习，他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时代更迭是一条不会停止
的河流，缓缓流淌的河水之中，
不仅仅是历史记忆，还有对未
来的期待。

“追寻理论以明理，贴近党
政以相融”，就胡金强的教师之
路 来 说 ，一 切 还 在 无 限 延
长……

夏去秋来。
淄博市委党校的一间

教室内，随着最后一位学员
走出教室，教师胡金强结束
了他今夏的最后一堂课。

收拾课本间，他望了望
窗 外 ，入 目 是 一 番 初 秋 之
景，像极了多年前他初入党
校的那个午后……

往昔今朝。
时光已过十三年，对于

胡金强来说，这个年轻小伙
早已成长为一名党史政策
的“研究专家”。

在更多人看来，胡金强
的成长，早已不是时间的磨
练，而是内涵的提升。

这当然和淄博市委党
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 (指淄博市委党校 )
是我们的一个成长基地，更
是在我彷徨之时的一座灯
塔……”9月的这个午后，坐
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对面的胡金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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