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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非遗课程的思政教育思考与实践*

——以《木活字印刷》课程为例

王春红，王小明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在我国高校思政教育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的大思政教育时代背景下，以《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为

例，从正确定位课程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形成正确的课程认知；注重教师自身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培养；充

分挖掘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发挥课程的特色和优势；注重课程实施，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有效践行思政教育等方面，探

讨了高职院校非遗课程如何实施思政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木活字印刷这项古老的传统技

艺，而且能够通过课程的学习，形成对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的热爱，树立保护、传承的社会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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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Practi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e Course of Wood Movable Type Printing as an Example

WANG Chun-hong, WANG Xiao-ming

(Zhejiang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o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course of wood movable type printing as an example.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e of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made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rrectly positioning the position of curriculu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ming correct curriculum cogni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own political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fully tapp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curriculum,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 paying attention to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ly practi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specific teaching activities. Hopes are made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master the ancient traditional skills of wood mov-

able type printing, but also form a lov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skills and culture, and establish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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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

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讲话针对新世

纪的时代背景和国家建设需要，提出关于中国高校

思政工作的思考。要想做好新世纪中国高校的思政

工作，就要建立“大思政”的教育格局，做到从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将思政教育

寓于所有的教学活动中去，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3.00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09月

设需要的可靠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

本文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木活字印

刷》非遗课程为例，从课程思政教育定位、教师政

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培养、课程思政教育资源挖

掘、课程具体实施等方面，阐述该门课程在关于如

何做到、做好思政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一、明确课程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定
位，形成正确课程认知

在“课程思政”的“大思政”教育时代背景

下，对于每门课程如何正确定位并发挥自己在思政

教育中的作用，习总书记在2016年高校思政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也就是说，除思政课程外，其他课程都要从

思想观念上进行转变，[1]明确认识到应该具有的思

政教育责任和担当，具备思政教育意识，将自己的

教学活动融入到思政教育的洪流中去，充分发挥自

己这段渠、这份责任田的思政教育作用，与思政课

程携手同行，共同提升思政教育效果，培养我们国

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

工贸学院的《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是一门面

向全院同学开设的公共选修课，讲授的是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传统技艺和文化。

在“大思政”的时代思政教育背景下，要想充分发

挥本门课程的思政教育作用，也要重新对课程进行

正确定位和认知。[2]第一、要从观念上深刻认识到

课程进行思政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每门课程都是

当代高校思政教育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

二、认识到本门课程的思政教育，要与国家高校思

政教育的目标相一致，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只有形成上述明确的课程

定位、正确的课程认知，才能发挥《木活字印刷》

非遗课程的思想教育作用。

二、提升任课教师政治素养，具备思政
教育能力

要想将“课程思政”的“大思政”教育理念落

到实处，切实做好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需要

每一位教师去具体实施。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

育能力，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每一位任课

教师都要注重自身政治素养的提升，具备实施思政

教育的能力。关于要注重提升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

和思政教育能力，习总书记在2016年高校思政会议

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

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但术业有专攻，每门课

程的任课教师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非思政课

程的教师要想做好本门课程的思政教育工作，更要

注重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才能在

教学过程中正确做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对于如何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第一、虚心向专业思政课教师

请教、学习。因为专业思政课教师无论从专业素养、

教学经验、思政教育思考、学情掌握等方面都有明

显的优势，这都是宝贵的思政教育教学的财富。第

二、注意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保持政治理论学习的

及时性、正确性，能够准确学习、深刻领会新时代

背景下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精神实质和宗旨。第三、

可以通过参加定期专题培训、听讲座、集中研讨、

学习强国APP等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多渠道拓展政

治学习的机会。相信通过上述努力，非思政课程教

师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会得到提升。

三、充分挖掘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发挥
课程思政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要深入发掘

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

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的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

悟。”每门课程要想正确、充分发挥在思想教育中

的作用，就应该对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进行全

面、深入的充分挖掘，找到其适合思政教育的着力

点，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课程的特色和优势，

从而收到更好的思政教育效果。

非遗课程讲授的是异彩纷呈、弥足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每项遗产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传承

历史、技艺特色和艺术魅力，尤其是每项遗产蕴含

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是该类课程实施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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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独特优势。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所

以，非遗课程要结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实施思政教

育的目标和要求，全面、深入、充分挖掘出课程蕴

含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艺术特色等思政教育资

源，进行适合当代思政教育需求的正确阐释、创

新、发扬，有效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老而又伟大的四大发明之

一，是同学们从小就了解并为之骄傲的中国传统技

艺。今天，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

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现状不容乐观。

工贸学院将之引入高校进行传承，开设《木活字印

刷》课程。结合学院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特色，挖

掘的思政教育包括：第一、活字印刷术作为中国古

代四大发明，从北宋传承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悠

久历史。其在推动人类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方面发

挥过巨大作用，以此激发同学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和对祖国传统技艺的热爱。第二、告诉同学们作为

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字印刷术的传承现状

令人担忧。为了使之走出传承困境，作为当代大学

生应该付出一份努力，以唤醒、激发同学们对祖国

传统技艺保护、传承的意识和责任感。第三、木活

字印刷术作为一项传统技艺，制作过程复杂，需要

付出很大的耐心、细心、静心及坚持不懈的努力，

可以培养同学们的动手操作和安心做事、持之以恒

等品质、能力。

四、注重课程实施，在具体教学活动中
有效践行思政教育

高校思政教育的最终效果，要靠具体的教学实

践活动来实现。每一门课程如何在日常教学实践中

实施思政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木活字印

刷》非遗课程的思政教育尝试如下：

（一）精心打造教学环境，注重环境潜移默化

的思政教育作用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和工作，教学效果的实

现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教学环境在

教学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教育作用，但客观

教学环境的打造，往往成为被易于忽视的因素。

《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为了在教学过程中更

好地实施思政教育，对上课教室的教学环境进行了

精心打造。与一般教室相比，木活字印刷教室的特

色在于，在满足正常教学需求的基础上，突出对教

学环境文化氛围的打造。第一、积极利用墙壁空

间，展示与木活字印刷术相关的内容。包括木活字

印刷术的整套工艺流程图，工贸学院木活字印刷术

引入几年来在创新、传承中取得的成绩，参加各类

活动的宣传图片等。使同学们进到教室，不需老师

讲授，就能在无形中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木活字传统

文化元素，感受到工贸学院木活字印刷传承的成绩

和自己能够有机会学习的欣喜。第二、配备了与木

活字印刷术传统文化内涵和技艺特色相符合的典雅

大气的实木桌椅、教学用具等，使同学们在上课过

程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通过对教室教学空

间文化环境的精心打造，不仅使同学们十分喜欢本

门课程，明显提升了教学效果，而且使同学们在润

物细无声中感受、了解木活字印刷术的传统技艺和

文化魅力，培养了对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的热爱与

自豪。

（二）注重教学内容选取，于乐学中实施思政

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使同学们乐学，是有效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方式。

对此，《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进行了积极探索，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比如课程捡字教学任务部分，

请同学们捡出的木活字，不是老师指定的内容，而

是让每位同学捡出自己喜欢的具有积极向上、正能

量意义的字。在具体课程开展过程中，同学们兴致

勃勃，争先恐后，有的捡出的是唐诗宋词中描写中

国山河之美的名句，有的捡出的是一直激励自己成

长的座右铭，有的捡出的是自己特别希望能够与大

家分享的一段励志的话语。这样充分调动了同学们

的学习热情和参与主动性，在宽松、欢乐的氛围中

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使同学们更加热爱《木活字

印刷》课程，也使同学们相互间分享了积极向上的

文字内容，多角度感受到了中华文化、语言的魅

力，收到了思政教育的效果。

（三）于实践操作学习中实施思政教育，培养

同学们的生活技能，做到学以致用

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同学们动

手能力强、喜欢创作的特点，在作品创作的实践中

进行思政教育，同时还教会同学们一些实用的生活

技能。如《木活字印刷》课程的装订教学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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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印刷好的内容装订成册。在装订时，是用针线由

同学们亲手完成。上课时，很多同学表示现在的生

活方式使大家平时都没有机会接触针线，更谈不上

亲手缝制物品。老师通过手把手的教同学们装订书

籍，一方面告诉大家，平时接触不到针线等传统生

活技能，表明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生产进步，生活

便利的新时代，我们要感谢、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另一方面也要告诉大家，传统的技能、文化不

能丢。同学们通过课堂学习，不仅受到了思政教

育，还锻炼了实践动手能力，学会了一项实用的生

活技能，能够学以致用。

（四）将技艺讲授与技艺伦理培养相结合，解

决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提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这是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必须认真思考的。中华民族的每一项非遗技艺都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要想做到正确传承和弘

扬，不仅要使技艺有人学，还要使学的人明白学会

技艺为谁服务，后者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传承。因

为使技艺有人学，仅是做到技艺层面的传承，不至

失传而已。任何一项技艺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是其应用价值，也就是对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

步、生产生活改善等能够提供的帮助。所以，非遗

课程通过教学在做到技艺传承的同时，更要告诉同

学们应该将技艺应用到什么地方，为谁服务等问

题，这是技艺传承过程中，比传承技艺自身更为重

要的技艺伦理培养问题。

《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向同学们讲授的是中

国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传统技艺。通

过教学，教会同学们技艺实际操作的技法、技巧，

只是完成了教学工作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

告诉同学们，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被列入四大发明之

一，得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认同，是因为其在推动

人类文化传播、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学习这项技艺，一方面在做好保护、传

承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将其运用到对当代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改善、文明传播等有益的方面，实现

这项技艺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木活字印刷》非遗课程的课程思

政试行，不仅教会学生掌握木活字印刷传统技艺，

还培养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的热爱、自

信，以及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担当。这就提

示高职院校教师要形成正确的课程认知，注重教师

自身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能力培养；注重挖掘课程

的思政教育资源，发挥课程的特色和优势；注重课

程实施，积极探索和思考如何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

有效践行思政教育，从而培养专业过硬又具文化自

信、又有社会担当的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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