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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析*

史凤娟 1，丁 强 2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我国高校普遍推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多维度育人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教育领域内的深

刻表现，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贯彻执行。为此，有必要对“课程思政”的

概念、特点以及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忽视社会发展大环境的要求，部分专业教师忽视自身育人职责以及忽视隐性课程

的德育元素等问题进行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构建完善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真正培养出能够担当

实现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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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Path of“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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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to“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in colleges in China is a profound manifesta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which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conscientious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charac-

teristics of“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and the requirements such as negle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Some professional teachers ignor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ignore the moral elements

of invisible curriculum to think about it, and put forward a feasible way to solve it. Constructing a perfect whole all-round education

pattern of all staff, and truly cultivat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that can play the role of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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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逐步实现由“思政课

程”向“课程思政”多维度培育时代新人的转化，

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教育领域内的深刻表现，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的

重要体现，更是为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现实需要。在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过

程中，务必要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育

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在价值传播中凝练知识

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发挥价值的导向作用；务必要

协调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综合素养课、专业课的关

系，充分挖掘各类课程的育人资源；务必要提升广

大教师的育德能力和育德意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之，就是要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体现到每一门课程中，

每一位教师教学活动中，形成全过程和全方位培育

时代新人的大格局。

一、“课程思政”的概念及特点

（一）“课程思政”的概念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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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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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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论述推动我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随后，学术界掀起一股对“课

程思政”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何谓“课程思政”呢？不同学者就有不同见

地。比如：学者邱伟光就指出：“课程思政，顾名

思义是以课程为载体、以各学科知识所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为契入点、以课堂实施为基本途径的

育人实践活动。”[2]学者吴月齐指出：“所谓课程思

政，即课程德育，指的是学校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

活动，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充分挖

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实现通识课、专

业课与德育的有机融合，将德育渗透、贯穿教育和

教学的全过程。”[3]学者邱开金认为：“从词义的组

合分析，课程思政不是特定的一门或一类具体教学

科目或某一教育活动，课程是泛化的概念，即学校

育人的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都渗透和贯穿着

思政教育，其特点是课程为载体，思政教育是灵

魂，课程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取向鲜明，而传统的课

程边际淡化。”[4]

“课程思政”不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或者一项专门

的教学活动，而是贯穿教学各环节的一种教育理

念，强调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协调，把教书

和育人落到实处。其中，“课程”是“课程思政”建

设的基础和载体，充分挖掘各类课程的育人元素就

是其建设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要善于将我国的

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融入到

各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思政”即“育德”，是

“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旨归，就目前我国发展来

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就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追求。

（二）“课程思政”的特点

“课程思政”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

呈现出综合性、全员性、稳定性及发展性等特点。

综合性。在对“课程思政”的定义中看出，高

校开设的所有教学科目和教学活动都可纳入“课程

思政”的范畴。具体来说，就是除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课以外，高校开设的其他公共基础课和通识教育

课等综合素养课、哲学社会科学课和自然科学课程

等专业教育课程等都是“课程思政”建设必不可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远远超过“思政课程”所涵盖的

教学内容。所以，“课程思政”以其教学内容的丰

富性、综合性而拓宽延伸了育人渠道，为培养能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全员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

师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专业课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要同向同行，注重在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培育

过程中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同时在知识传授中

强调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教育，即育才与育德

要协同推进。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枪

匹马塑造人、培育人的局面，树立起全员引导学生

客观全面认识我国发展道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自信的观念意识，强调所有教师的育人职责。

第三，稳定性。“课程思政”指向高校的整个

教学体系，强调充分挖掘所有教学科目及实践活动

的德育元素，会聚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必须明确高校所有课

程的育人要素和责任，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计划

时，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以潜隐的形式贯之于

其他的课程内容当中，“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斗之中。” [5]

第四，发展性。从发挥“思政课程”的育人主

导作用到强调每一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把立德树人

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师德

师风建设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强有

力地解决了应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5]这个根本问题。充分发挥了高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协同引领作用，

利用“互联网+教育”进一步打通了各类教学资源

的共享渠道，为学生提供了许多彰显中国特色和气

派的网络课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

主动学习的热情。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及存在
的问题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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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是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

我国发展大势以及当前遇到的问题等做出的决策。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

部分，只有渗透到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认

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有效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只有把思

想意识、政治观念、培养目标、道德准则等抽象的

理论和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渗透到各学科各专业教

学中，才能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的效能，否则就会失去依托而无的放矢。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全线发力，共同出击。面对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社会上出现

的各种社会思潮，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重大任务，都需要教育者发

挥自身优势，齐心协力，有耐心，有毅力并持续地对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明精神创建活动，形成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都需要

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最后，广大青年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

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任。进入新时代，我国高

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

想，要引导学生爱国，立鸿鹄志，求真学问、练真

本领；广大教师更要潜心教书育人，更好担当起学

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为实现教育报国，

教育强国而贡献力量，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

人人讲育人。

总之，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都强调

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使每一位教师都能育

人，使每一门课程都成为有灵魂的课程。

（二）“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高校忽视社会发展大环境的要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是中国共产人的毕生追求，为实现中国梦而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

国高校的根本任务。然而，我国某些高校受传统应

试教育的影响，继续沿袭过去的教育模式，不能正

确认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显

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关系，未统筹好教师育才能力

与育德能力的关系等。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过分重视

对学生的智育而忽视德育和美育，对教师的考核往

往以学生成绩的高低为评价标准，出现“专”上到

位而“红”上不足的现象，忽视了社会发展对人才

需求的变化。

2.部分任课教师忽视自身的育人职责

受复杂环境的影响，部分教师尤其是各类专业

课教师思想观念不纯，政治觉悟不高，育人意识不

强。在教学实践中，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高

校辅导员、班主任、党小组和共青团组织或者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分内事，教化人、培育人的工作

与“我”无关，并且认为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培

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在当前社会更具优势。

甚至有些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大讲特讲政治理论知

识，要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

自身却在课堂外、网络上等公开场合发表一些不当

言论，言传与身教相背离，严重忽视作为一名人民

教师所担当的育人重任。

3.部分教育者忽视隐性课程的德育元素

在高校设置的众多课程中，从“育人”角度出

发，可分为显性育人课程和隐性育人课程。一般而

言，部分教育者往往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

的显性育人功能，而忽视了综合素养课以及专业教

育课程等的隐性育人功能，出现对该类课程“育

人”元素挖掘不够不深的现象。比如：在物理、化

学等理工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只重视专

业知识的讲解，忽略此课程内含的正确价值判断、

价值选择和价值塑造等内容，使“课程思政”的教

学效果不遂人意。

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牢固树立问题意

识，直面现实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全面发展联系的眼光看

待周围事物，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新时代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认真贯彻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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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09月

论的指导地位，认真贯彻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

一的教育理念，处理好“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的关系，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充分挖掘隐性

课程的德育元素，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在实践中检验教学效果，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长足发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

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实践表明，“党的领

导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前

进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现代教育的根本政治保证。”[6]“课程思政”作为我

国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坚持马克思

主义理论指导地位，主要体现在：

一要始终坚持高校党委的领导，明晰“课程思

政”建设过程中的主体责任。确保我国高校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保证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构建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格局，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

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教师队伍等都是主

体责任的重要体现。而如何落实这些主体责任，关

键就看领导干部对各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这就需要

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高校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强

化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防止各种势力蔓延，维护

校园稳定和谐。同时，领导干部要善于走近学生，

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有针对性地回答

和解决学生遇到的综合性问题，带头深入“课程思

政”前线，积极挖掘各类课程的育人元素，亲自备

课、讲课和指导“课程思政”建设。

二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各学科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广大教师必须首先学好和用好马克思主义

理论，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

法认识和解决问题。其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

本的内容，其他各类学科育人资源的开发就必须与

此相适应，但必须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育人主渠

道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其他课程的育人资源，切不

可过分强调专业课的育人元素，而忽视其基本的职

责。同时，可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解决“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难题。

（二）贯彻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

理念

把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理念贯穿

教学环节始终，是高校育人的基本实现形式和最具

效能的实现形式，必须在这两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要提升广大教师育人意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

新人的时代重任。”[7]所以，既要保证教师队伍的专

业素养，又要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保证教师队伍

的纯洁性、先进性。在教学内容上，广大教师在传

授给学生基本专业知识，掌握基本实操技能的同

时，更要引导学生链接该知识体系背后的人文价

值，增强教学感染力。比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

的“人体解刨学”课程，不仅传授解剖技能，还启

迪学生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从而尊重生命，热爱生

命和保护生命，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还提升

了教师的职业自信；在教学方法上，广大教师要知

行合一，以身作则，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

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

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和奉献

祖国的引路人。”[8]

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隐性课程育人元素。除

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育人功能外，也要重

视通识教育课和公共基础课等综合素养课在培育人

的过程中根植理想信念的功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发挥的浸润作用和哲学社会科学课、自然科学

课程等专业教育课程所蕴藏的德育元素。实践表

明，以专业技能知识为载体开展育人工作，可拓展

和深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高校

教师要立足现实，发挥其他课程的专业特色，提炼

其蕴含的价值元素，精心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

方案，活化教学形式，使有意思的专业课变得更有

意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在知识、情

感、价值等层面的共鸣。

（三）用好网络教育平台和完善思政工作保障

体系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其信息传播容量

大、速度快、沟通即时化、交互化等优点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许多便利。用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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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台，完善思政工作保障体系，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用好“互联网+教育”平台，推进思想

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比如：发

挥好“学习强国”“课堂在线”等新型网络学习

APP以及“微信”“微博”“QQ”等即时通讯APP等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要强化

师生网络意识，加强网络素养教育，重视发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环境中的引导作用，因为互

联网不是真空地带，不应该成为随意散布不良言

论，动摇人心的法外之地。

其次，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网络文化

节、高校网络育人优秀作品推选展示等网络文明创

建活动，遴选一批优秀作品作为师生评奖评优依

据，积极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带头守护好网

络精神家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网络空间

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

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9]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也有利于“课程思政”建设取得更大实效。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课程保障体系和教学评价

体系。从课程方案的设计到实施再到评价都必须综

合考虑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中介及环境等因

素，明确各学科的功能定位和基本要求，研究制定

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科学，以立德树人为核

心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从整体上提升教学效果，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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