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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are the key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an make use of the features of this course to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And how they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ir awareness of morality and adopting several 

implici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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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教师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本文

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师如何利用课程本身的特点和优势找准育人角度，通过进一步强化自身育人意识，提升育人

能力等隐性策略，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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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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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这一指

导方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

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紧紧抓住教

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

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

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

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2]大学

英语作为高校覆盖面最广，历时最长的公共基础课之

一，有着开展思政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积极发挥

其在育人主战场的重要作用。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优势 

2.1 课程内容利于思政教学 

大学英语课程内容多涉及哲学、文学、社会、经

济、政治、历史等人文学科内容，课程内容本身就具

备思政属性，在讲授语言知识和培养语言技能的同时

借助课文内容即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我校所选用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

教材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课文，比如 Heroes among us 

(Book1, Unit 4), Never ever give up (Book 3, Unit 1),  A 

meaningful life (Book 4, Unit 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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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性质利于思政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

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

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

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3]因此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决

定在教学内容涉及他国国情、时政时，应引入对中国

国情、时政的介绍与之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引导学生

了解我国国情与国际形势，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涉及他国历史文化

时，引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和文化自信。例如，在《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教程》

Book2 Unit 5 Spend or save---the students’ dilemma 课

文讲解中可以引入中外大学对贫困学生贷款资助政

策的对比，帮助学生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性化和优

越性。在《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教程》Book1, Unit 

7 When honesty disappears 课文讲解中可以引入如曾

子杀猪，立木为信这样的诚信故事，帮助学生深入了

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 

2.3 教学活动形式多样，有利于思政教学 

课上、课下丰富的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有利于学

生丰富学识、增长见识、提高人文素养。语言学习的

特点决定学习过程中需要目标语的大量输入，大学英

语教学可以通过目标语输入材料的选择和对学生自

主学习任务的引导增加课程思政内容；通过对多元化

的输出活动的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

检验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 

3.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隐性策略 

以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优势可以说是将德育

融入大学英语课堂的显性策略，是由大学英语课程自

身的特点和属性决定的。除此之外，笔者在思考是否

还有一些隐性策略可以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

学，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1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养 

3.1.1 加强师德建设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校教师更是肩负着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大使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高校教师只有严格按照《新时代高校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自己，做到爱岗敬业、严

谨治学、爱护学生、爱国守法、言行雅正、公平诚信、

廉洁自律，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时刻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才能引导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完成

立德树人的使命。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应通过

自身的言行率先垂范，为学生树立榜样。 

3.1.2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教学脚手架的建构者，

教师在具有扎实的词汇、语音、语义、语法、句法、

修辞等语言基本功，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译

技能的同时，还应该通过长期坚持阅读英文原版资源、

相关领域论文、著作、参加教研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来不断丰富语言知识、学习语言学理论和最新的教学

理念，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教师如果治学严谨，课前

教学资源准备充分、教学活动设计合理，课堂教学方

法多样、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课后及时反思、调整

思路提升教学效果，这种爱岗敬业、对本学科表现出

的钻研热情会深深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和英

语学习的热情。教师如果时刻专注学习，努力提升自

己，不断给课堂注入新鲜血液，呈现给学生最新、最

热点的内容，学生在丰富学识、扩展视野的同时也会

被教师的学习热情和坚持终身学习的精神所触动，提

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3.1.3 丰富多元化知识结构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舒尔曼认为教师的知识结构

应包含七类知识，即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课程知

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个性特点知识、教育

环境知识、教育目的、目标、价值及其哲学和历史文

化背景知识。以英语教师为例，英语的讲授不仅仅需

要教师掌握词汇、语音、语义、语法、句法、修辞等

语言知识，还需要了解口语与书面语用法区别、诗词

散文小说赏析、文学批评理论及各教学环节如何服务

于课程教学整体目标、本课程如何服务于学校的人才

培养目标以及大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学习特点。 

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大

多数的教师已经掌握了前四类知识，而有深入理解并

应用后三类知识对思政教学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了解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区域、不

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思维特点、个性特点和学习特点

有利于教师在课前作出准确的学情分析和教学难点

预测。其次，了解教育环境现状才能对症下药、量体

裁衣，利用大学英语课程特点弥补思政教育不足。学

生的思想意识受家庭、学校、社会、世界的共同影响，

全方位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在培养学生独立人格、

积极心态、高尚品德的过程中事半功倍。最后，教育

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

是包含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生产、经济、文化、人口

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

内部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

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中

教育目标与教学、课外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教学

活动中智育与德、体、美、劳诸育之间的关系，智育

中教育者的施教与受教育者的受教之间的关系，学生

学习活动中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与学习成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61

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5%BE%8B/33110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A7%91%E5%AD%A6/9210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A0%A1%E6%95%99%E8%82%B2/5280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6%95%99%E8%82%B2/53660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6%E5%BA%AD%E6%95%99%E8%82%B2/1060531


绩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复杂学科。教师只有摸清这些关

系的规律才能有效利用这些规律实现育人目标。 

3.2 充分利用课程评价体系的导向性,实现育
人目标 

在教学中摒弃单一的终结性评价，采用多元评价

体系，对教学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立体化评估，通过课

前明确教学评价的隐性育人目标，贯穿始终的引导学

生关注隐性育人目标，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大计。 

1）评价主体多元化：在教师给予诊断性评价和反

馈的同时引入学生自评、生生互评，鼓励学生参与到

任务评价标准的制定和评价活动中，增加学生学习主

体意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帮助学生

发展独立人格，能明辨是非。 

2）评价方式多元化：采用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

估相结合，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定性评价和定量评

价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查学生学习效果和努力程度。

通过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和反思给出

发展性的评价，帮助学生辩证的思考努力与结果的关

系，培养学生面对困难冷静分析、勇往直前的精神，

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 

3）评价内容多元化：既评价语言知识和技能这类

“显性知识”，又评价自主学习情况、学习策略的使用、

品德和价值观、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思辨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等“隐性知识”，

通过评价多元化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学习的方方面面。 

4）评价手段多元化：通过多种手段对教学目标的

显性和隐性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学业测试、产出任务检验学生语言知识和技

能的学习效果。 

 通过线上平台学习记录、线下学习笔记和作业了

解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在给予学生整个学习过程

持续关注和鼓励性反馈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做事认真持之以恒的态度。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座谈了解学生学习策略的

使用情况和学习中的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

助，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 

 通过评价学生在一些人文性、思想性较强的任务

中的观点和想法，弘扬正能量，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小组合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开放式、探究式产出任务评价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思辨能力。 

 通过有跨文化比较分析的产出任务检验学生跨

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情怀。 

 

 

 

3.3 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活动,使思政教育
不仅停留在一堂课,一次讨论 

“第二课堂是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

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健康的课外活动”[7]内容涉及政

治、知识、学术、文娱、健身、公益等方面，是非常

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大学英语教学应

该充分利用这一实践活动，将育人实现从课内延展到

课外，通过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深刻理解领悟相关育

人目标。例如，在讲授《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教程》
Book 3 Unit 5 Text A will you be a worker or a laborer?

一文时，教师便可设计相关的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

对身边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职业成就感和满意度调查，

指导他们阅读相关文献，整理项目思路，设计调查问

题，选取调查对象，分析调查结果，最后做出自己对

未来就业选择、职业规划的思考，培养学生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4.结论 

《大学英语》作为集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的公

共基础课，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既培养学生听综合语言实用能力，又培养学生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大学英语教师应提高

课程思政意识，不断深化教学理念学习，深挖教学资

源、深入改革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通过显性和隐性

策略全方位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课堂，完成立德

树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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