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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outside their professional study is an important 

value embodi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New teachers lack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teaching design ability；Key teachers are generally too casua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There are realistic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Two levels of supervision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set up to improve teachers'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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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对于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价值体现。

新进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普遍存在着教学设计能力欠缺的问题；重点听课教师普遍在教学计

划的执行上过于随意；课程思政的开展存在现实挑战。要设置两级督导并进方式，着力提升

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从信仰生成角度，打造课程思政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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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冠疫情当前，抗疫勇士们的逆向而行令人敬佩，

也让我们回想起朱光潜先生曾给武汉大学毕业生的题

词：“个人温饱以外，别无高尚理想，士当引以为耻。”

对于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实施“课

程思政”的重要价值体现。全国高校工作会议指出：

“要重视对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落实到具体教学环节中，并渗透到各学科之内，实现

多角度全方位的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全新局面”。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但为我国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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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明发展方向，也对课程思政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如果说西方学者对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向来有着国

家利益的考虑和文化价值的偏向[1]，那么高校督导听

课的指导思想就是是立足于国家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

工作的需要，摸清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和教学

技能掌握状况，对于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指导，

以保障教学质量和教学的有效性。 

2．督导中发现教师授课的特点 

首先，对新入职的教师进行针对性听课发现，一

般而言，学校的各教学院系对青年教师成长都很重视，

学校中的以老带新工作一般开展的卓有成效，听课过

程感觉年轻老师的课堂教学环节较为完整，规范。新

晋教师中不乏一入职就教学颇为成熟，课堂上理论联

系实际，课堂气氛活跃而融洽的优秀人才。有的思政

课教师能够把专业课上的有声有色，授课中能够结合

自身中央民族大学的学校特色阐释理论，结合具有民

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加深学生对“促进民族团结”的理

解。也有曾经有工作经验的新入职教师授课语言表述

专业，富有激情，有感染力。甚至可以做到在引导学

生思考时的提问能够循序渐进，对学生思路抓的较紧，

学生回答问题踊跃，教学效果好。当然，这个群体的

教师也普遍存在着教学设计能力欠缺的问题，尚不能

根据学生情况灵活地处理教案内容，及时调整授课模

式，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控还需要提高。 

其次，对于按照督导计划进行遴选听课的教师来

说，老教师们普遍拥有丰富授课经验，教学基本功扎

实，对于所教内容娴熟，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能够控

制好课堂，课堂效率及效果都不错。多数教师对教学

内容把握全面，驾驭课堂能力强，教学过程中能紧密

结合社会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素质修养等方面

的教育，做到了教书育人结合，但由于学科不同，学

生主动参与课堂、认真听课的情况有所差异。由于年

龄的原因，许多老教师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辅

助作用，有时也存在教学计划的执行上过于随意的情

况。 

另外，对于评教名次较为落后的教师进行专门听

课，发现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进度计划性不强，

比较随意，有部分讲析内容没有照顾到大多数同学，

检查提问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备课中的备学生环节不

够充分；课程思政理念不强。 

3．课程思政开展存在的挑战 

从教学主导上来看，以教师为主导的授课方式占

比过高，学生的主体性体现不够，按照教学规律授课

时间不超过20分钟就应该增加提高学生注意力的环节，

多数教师授课时间超过30分钟，少部分40分钟之长都

没有插入有效提升注意力的教学活动。这样课堂的交

互性较差，无法调动课堂活力，导致授课效果不理想。

新教师也中存在着学生学情把握不准等情况，使教学

预期与实际效果存在出入，不能及时调整教学进度；

新教师的教学进度前松后紧，出现赶课现象。 

从教学内容上看：课程思政意识较为薄弱。推进

课程思政是教育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少部分教

师在授课过程中注意了这一点，多数教师还是在传授

知识点方面下功夫比较大。在这一点上，老教师做得

比较好，不仅在课堂上教授知识，还将自己的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融入教学之中，教导学生成

人成才。年轻老师还须进一步提升授课艺术，要从知

识、思想和灵魂等多方面育人。 

从教学方法上看，多数教师还欠缺尝试不同教法

的勇气，课堂模式还相对较单一。有的老师在教学中，

学生还不清楚的问题也直接提问，导致课堂气氛尴尬，

使课堂由题“满堂灌”变为“满堂问”，由“满堂灌”变为

“满堂探”，由“不发言”变为“乱发言”，看上去互动环节

比较多，实际效率并不高。 

另外，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能真正把学生带起

来、让学生动起来的课堂教学方式运用率还不高，导

致课堂气氛活泼和思维活跃程度各异。通过对教师教

学手段是否灵活多变进行观察发现，多数课堂教学中

鲜活的生活案例或创设活生生的工作情境进行教学的

相对较少。这个问题同时存在于老教师和青年教师中

间。     

4．课程思政背景下督导工作的创新 

4.1设置两级督导并进方式 

往往文化的素养形成是由亲属、地域、传统习惯

构成的制度体系获得的[2]，对于教学督导机制而言也

是如此，完善的机制建设是教学顺畅运行的基础。 

首先，从普遍意义上说，各教学院系的督导组要

完善设置，有序开展工作。建议明确隶属关系，充分

发挥教学督导的作用。校级教学督导和教学院督导的

结合，对新教师、评价较低教师由学校督导完成，遴

选教师的日常教学秩序检查、适时课堂教学巡视、教

学计划教案试卷的检查等建议放在二级教学督导工作

中。 

其次，建议量化督导数据，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每学期根据评教结果区间对教师授课实施分类管理。

一是对教师授课门数进行“正常、限制、暂停”等分级

管理，引导教师结合自身的教学能力上好每一门课，

授课过程始终存在问题、督导评价一直较低的教师实

行暂停授课管理；二是对教师听课方式进行“专门听

课”“随机听课”“免听课”三类管理，重点跟踪短板教师

的教学状况。有鼓励有惩戒，以此激发教师授课的价

值展现，同时督导员积极挖掘“导”的内涵和作用，减

少“督”的分量和影响，使教师对教学督导组专家的督

导，不是畏惧、反感，而是接受和欢迎，以此体现教

学督导的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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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深入学习世界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方向和

先进的教学方法，按照我国当前评价“金课”的标准修

改课程思政课堂评价的重点。特别是在由教师主讲和

学生主体的转化工作中，还需要多做出顶层设计。对

新老督导员进行常态化培训，提供尽量多的机会在听

课结束后集体就某位老师的听课情况探讨、交流。 

  4.2着力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针对课程思政角度的督导评价，教学管理部门应

与教学院系配合，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发挥“以督促导”

的真正作用，达成教学的最优化，切实提高课程思政

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首先，加强青年的教师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

式的学习，推动信息化、翻转课堂、雨课堂等混合式

教学等先进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让更

多的老师学会运用国家的教学资源平台辅助教学，既

便于教学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有利于保存今后申报

一流课程方面所需要的数据。 

其次，重视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高校教师多数

毕业于研究型大学，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相对较

弱，不利于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应鼓励教师积极参

与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培训交流。 

再次，鼓励教师之间成立教学改革团队，学校给

予政策支持，特别是加快建设团队中的梯队结构，让

老教师的经验与新教师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优势

互补，达到在课堂教学中的强强联合。利用多媒体进

行教学研究近年来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3]，新教

师掌握信息技术用于教学相对较多，而老教师在这个

方面涉及较少，新老教师教学团队的结合可以互相弥

补，教有所长。 

另外，还应同步完善“教师评学”评价体系，建立

即时反馈机制。不仅及时掌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产生

的问题，也要及时掌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学风

问题，让学生明确督导听课对学风的评价标准，内化

于心，让督导听课不仅“督教”，还要“督学”，以师生

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意义创生”[4]。促进教与学的双方实

现共同发展。 

4.3从信仰生成角度，打造课程思政生成机制 

首先，充分发挥大思政格局的全方位育人功能，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

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价值引领、

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并在这个基础上给

予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从操作技能到教学理念的帮

助和提升，以求培养出勤勉好学、坚韧自强，具有民

族风骨和时代担当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引导专业课教师在国际视野、国家需要、

区域发展、学校定位和个人价值等方面对专业课程进

行全盘思考，在专业教学中贯穿“何为人、成为何人、

如何成人”的探索，促使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实现能

力、素养的生成性自主建构。 

再次，将课程思政的现有研究从个案的感性认识

阶段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给

予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从操作技能到教学理念的帮

助和提升。引导教师主动思考如何将群体的教学活动

转化为个体学生的自觉行动，形成相对完整的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体系。 

课程思政的实施如果不能进入学生生活体验层面，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只有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

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才能将立德树人

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 [5]。

通过正确引导专业课教师对课程中思政内涵的挖掘，

拉近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推动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教育有机融

合，在大思政格局下对专业类课程教学组织形式进行

实质性变革，以专业案例丰富思政课程，督导工作就

真正实现了督导目的，亦即最终帮助教师塑造出富有

创造性、充满人文关怀、师生共同成长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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