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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to cultivate students' deep feelings of loving the party, loving the country and loving the peo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refor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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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情感为目标，需要加强对课程思政教
学的改革。文章总结了目前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工作现状及经验，分析了教学改革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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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新时代，加强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教师队伍的建
设，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加强与同行院校
交流合作是课程思政改革的方向。只有与时俱进的推进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折不扣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才能更好
地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

地的“制高点”上，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
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扬旗帜、坚守阵地、
育人铸魂、勇于担当”为价值追求，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深入把握和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课程思政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围绕学校发展
的目标，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教
育功能，积极致力于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厚
情感。

2.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的工作现状及经验
“课程思政”强调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的各门
课程也必须承担思想教育的任务，通过课程教学达到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1］ 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发挥
改革模范作用，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建设与发展，其他学
院坚持课程思政建设，不断结合专业开展课程思政的教
学改革、创新。全体教师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积
极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将新思想、
新精神融入到课程思政教学中，在新时代思想意识主阵

2.1 与时俱进，运用“学习强国”网络平台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形式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由中宣部主管，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平台。
它通过影像、声音、文字等多种传播方式，汇集党史、
时事，内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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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内容，更有交流空间与考评设计，不受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便于学生选择学习，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为了推进课程思政教学与时俱进，增强课程思政教
学的感染力与实效性，依据教育部 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坚持优化教学资源与优化教学形式并进，
课堂教学与学生网络平台自学结合，利用“学习强国”
网络平台开展试点教学改革，组建了学生网上学习小组，
通过授课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将学
生学习空间拓展到网落平台上，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网络平台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

2.2 提质增效，开设精品课程，优化整合课程
思政教学内容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通过学习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发展、不同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深化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自觉担负起新
时代青年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开设
“建设美丽中国与青年使命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与大学生文化素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
年学生使命担当”等精品课程，课程全部由骨干教师主
讲。为了讲好这些课程，课程组教师，认真组织备课，
及时检查授课情况并听取学生反馈意见，为进一步改善
教学提供依据。

2.3 协同共建，开展“五科联动”的课程思政
实践教学，实施“理论+知识+思想+能力”的实
践教学模式
构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五门必修课程
相互衔接、
“五科联动”的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模式。这一
模式相对稳定，且常用常新，形成教学内容衔接、组织
环环相扣的一体化格局，使学生感受到一体化大思政的
特点。学校各单位协同推进，形成协同共建平台。各专
题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衔接互补，构成完整的实践教
学内容体系，创设实践专题的协同共建平台。
在教学中，集五门课程思政程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
点分别设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设“榜样引领，
路在脚下”、大学生成长历程汇报会；同时结合党委“书
记开讲啦”、党委书记、校长上第一堂课程思政、
“校领
导进宿舍”以及学团的“面对面，祝你实现成才梦”等
活动，引导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确立新的目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设“立人当通史，成才苦读书”
专题，引导学生了解历史、阅读历史人物传记。同时结
合“触摸历史”等活动拜访老红军，参观历史遗址；举
办“昂首复兴路，最美新时代”大学生主讲思政公开课
活动，带领学生参观革命念馆，现场体验，现场主讲，

增加感性认识，让学生在感触之中获得启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设“阅读经典求真理，
脚踏实地向未来”
“走进马克思，解读新时代”的阅读
经典专题活动，指导学生阅读经典原著，感受原滋原
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读书心得，择优编辑成册。
锻炼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及自觉掌握运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设
“探索社会求真谛，实践人生谱华章”社会调查专题，
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社
会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设“思政教师跟两会，两会精神进
课堂”专题，以读懂“两会”的方式、引导学生关注
和了解国家发展。通过“社会热点焦点解读”与“服
务属地”专题，带领学生实践考察等，引导学生学会
面对复杂问题，给学生以正确的引导，在大是大非面
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爱党爱国
爱人民的深厚情感。

2.4 增设选修课，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师生座谈会等会议上，多次强调打造各门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效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为了开阔大
学生视野，提高综合素质，推进课程思政改革，为全
校大学生开设《西方哲学简史》
《易经与中国文化》
《人
际沟通学》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述
要》等多门选修课程。建立专题教学的框架，把教材
内容转变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参与
思考和讨论，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收到良好效果。

3.新时代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课程思政教师业务能力、思想道德素质
参差不齐
部分教师理论功底不足，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法不
当，过于注重教学形式翻新,而缺少对教学内容深度和
广度的探究。个别教师新知识与新教学方法摄入不足，
对青年学生心理的了解不够。知识储备不足，理论阐
释不透，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

3.2 课程思政教学方式改革有待改进
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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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起来，被动听课现象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创新教
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
进互动式、启发式教学，切实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探
索性思维。

3.3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色仍需突出
依托学校办学模式和优势，课程思政从理论指引和
思政育人的视角，设置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建立实践
教学基地；开设实用性较强的选修课。但在学生学习获
得感方面、在社会的认同感方面、在立德树人品牌的塑
造方面；在打响学校品牌形象方面，仍有很大的探索和
提升空间。

3.4 与同行院校特别是高水平院校的交流合作
需要加强
新时代课程思政教学面临着新形势，呼唤着新作为
和新局面，各个高校都面临着很多共性的问题。相互取
长补短，交流借鉴是取得进步的有效途径。学院教师自
我组织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合作比较欠缺，与同行院
校，特别是与高水平院校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待于加
强。

4.新时代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对策及建议

4.1 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对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的“政治要强”等
六点要求，是“课程思政”教师提升自身品德和修养的
目标追求。
［3］
一是加强课程思政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
习。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多渠道、多方面、多角度提高
课程思政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
二是倡导教师积极参与与教学相关、与社会需求有
利，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教学科研课题。培育具有奉献
精神、理论素养高的学科带头人，培育学科建设团队，
突破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教学与科研模式。在团队建
设中，整体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
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课程思政
教师队伍。
三是为增强对青年学生心理状态的了解，加强课程
思政教师与辅导员教师的密切联系，课程思政教师要与
学生有较多的接触，参与或组织学生在校活动。参考同
行院校交流，组织师生开展寒暑假实践考察。

4.2 积极探索，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课程思政的
吸引力，在现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基础上，积极探索
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课程思政是力争解决好各
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
，[4]彻底改变学生
被动听课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期，以思政精品课专
题教学为基础，以课程思政为拓展，课程思政要逐步
开展专题教学、慕课教学、互动教学，走出去，请进
来。真正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性效，增加学生的
获得感。

4.3 以课程思政为依托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德行”是人才素质的核心要素，是社会评价和
引进人才的重要标准。以德为先，培养人才，对于大
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课程思政的价值体现为课程教
学对学生成长发展与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
，[5] 因
此，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以人才培养为目标。高度重
视人才的德育培养，确立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课
程思政要在应用型人才的德育培养上下足功夫，务求
实效。只有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形成有优势，
有特色，符合学校总体定位的教学效果。加强对学生
德育状况的全面了解，重点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用校园内外的生动教学案例，令
学生能够感同身受。同时，深化学生对应用型人才培
养理念的认同感，提高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性
和自觉性。使学生更加注重自身奉献社会、服务社会
的情操和能力提升，全面提高立德树人教育教学的效
果。

4.4 加强与同行院校尤其是高水平院校的交
流与合作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全国一盘棋但又
各具特色。相互交流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会形成协同
效应。交流与合作是提升教学质量、创新学术研究，
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要运用交流合作使课程思
政教学活起来，推动课程思政的开放发展、融合发展，
增强课程思政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为更好地开展交流
合作，应制定交流合作计划，建立校际或者学院的联
系，围绕重点攻关课题，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同行
院校特别是高水平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相关教学
和管理经验，稳步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总体水平，加快
课程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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