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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education reform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method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reform idea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is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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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实现全面教育的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本文从《电子商务概论》课

程的思想政治教学入手，从教学体系建设、教学内容设计、改革思路和考核方式四个方面，探讨课程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和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方式，从而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关键词：思政教育；《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文件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

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时，要以加强教师的思政意识及思政

教育能力为前提，制定出科学的课程思政教育方案。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是后

续电子商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

依据和参考，对其他课程思政改革也具有不可忽视的

意义。对此，《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依然要加大

探索力度，力求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为社会输

出更多高素质优秀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是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会计学

等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

对电子商务知识与技能有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和掌

握。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电商法

律法规与监管制度、电商平台介绍与市场分析、电商

选品与店铺运营、电商物流、电商的网络营销与推广、

电子商务支付和电商售后服务等课程内容。教师通过

课堂教学，一方面让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理论，

另一方面让学生掌握电商运营的相关实践能力，了解

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的岗位职责，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社会责任感。在该课程教学内容中融入课程思政的

育人理念，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实施

过程、教学评价体系等课程管理和教学环节中，进而

构建掌握专业知识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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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职业素养培育为教学目标的思政一体化育人的

新模式。
[1] 

 

2.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构

建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包括“理论

教学+课程思政+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的课堂讲授

中，教师把课程思政的元素融入到其中，在实践教学

中验证理论教学的成果，使学生充分掌握专业理论知

识进而理解课程思政的内容。《电子商务概论》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中，理论教学主要是通以专业理论知识

学习为主，通过案例分析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最后

通过案例总结分析使学生对理论知识充分掌握。实践

教学首先通过项目引入，让学生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进

行实训操作，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团队合作和实训操作

过程中，最后进行团队成果展示，进而验证课程思政

的效果。
[2]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效

地融入到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在团队合作运营过程中

充分体会课程思政的内容，学以致用，增强课程思政

的教学效果。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构建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调整教学目标，建立“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强化

显性思政，细化隐性思政，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第

二，优化教学设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为灵魂和主线，以电子商务专业技能

知识为载体，深入挖掘《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思想

政治元素，将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融合，做到课程教学全过程育人。第三，改革教学

方法，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利用在线课程，采

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实

训演练的同时，适时增加讨论、汇报、学生互评等教

学环节，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3.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设

计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教学讲究实践性、渗

透性和差异性，将思政育人元素以自然的方式在课程

教学实践中进行融合，不同的课程由于学科差异、课

程特点差异，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通过多样

化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让课程思政教学达到更好的效

果。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过程中着重关注以下四个问

题：第一，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融合，要能够让学生

自然接受，感觉思政元素就是课程的一部分。第二，

教学内容设计，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愿意积极参

与。
[3]
第三，教学实施方面，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和手段，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动力和积极性。第四，

教学活动设计，能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

理解、拓展与深化。 

在《电子商务概论》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将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有机的结合起

来，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进而达到“三全育人”的教学效果。 

《电子商务概论》将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结合起

来，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通过教学目标、教学起

点、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设计，

将德育元素通过课程教学设计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

各环节中，以专业知识为载体进行德育工作，达到价

值观念教育与知识教授同频共振。结合课程思政建设

的目标，修订《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将

课程思政理念贯穿于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中。在课程

思政案例库的建设方面，结合教学内容，每个章节设

计典型思政案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诚信教育、法律意识教育、道德意识教育

融入教育教学中。 

以《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的直播营销章节为例进

行教学设计。本章节内容涉及到了新媒体、网络推广

等知识点，由于网络效应的影响，信息传播和扩散的

速度、深度和广度都难以控制，如果信息内容存在价

值偏差，很容易产生恶劣的经济社会影响。首先，在

课堂教授环节，以当下的新闻热点开题，比如薇娅的

农产品直播，在介绍最新的网络营销技术、方式及应

用场景等知识点的同时，引入国家电商助农的相关政

策解读，提升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在此基础上简要介

绍薇娅的创业历程，让同学们通过其创业案例，了解

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引导学生科学利用现代化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成为社会需要的新

时代大学生；另一方面，以主播们带货“翻车”案例

为引，剖析直播带货环节会涉及到的消费者侵权等法

律问题，向学生们普及网络营销的相关法律知识，引

导同学们以法律、法规约束自我言行、维护自身权益。

让学生学习李佳琦、薇娅的直播视频的特点，自己录

制一段直播视频，为家乡的农产品或其他商品进行营

销，完成实践成果。然后，开展案例剖析、教学实施

效果及成效评价。通过时事热点恰如其分地引入，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通过现实案例的解析，增强学生对

知识点的认知。实现思政教育在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点

的讲授中润物无声的引入，使学生在丰富专业知识、

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逐步成长为“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的高规格专业人才。结合案例很好地完成

了思政的融入。最后，进行教学反思。实施专业课课

程思政对教师的要求是较高的，不仅要充分理解课程

内容，还要充分挖掘与教学内容匹配的思政元素并有

效融入。此外，还要求老师精心设计每个学习任务，

做到课前任务丰富，课中人人参与，课后实践成果有

效。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团队要积极推进课程融合

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改革，深入挖掘该课程思想政治元

素，在讲授电子商务基本知识、开展电子商务实践的

同时，在课程各个教学模块和环节中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同时，以学科竞赛为抓手，以创新创业实践

为主线，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电子商务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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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进一步督促学生主动学习，提高自学能力、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发挥思政实践育人功效。通

过开展电子商务项目实践，让学生具备较高的网络文

明、信息安全保密素养，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精益求

精、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以及勇挑乡村振兴的时代

重任。 

4.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改革思路 

4.1 以课程载体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针对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特点和学生思想特征完

善课程教学体系，是保证《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

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方面。要秉承“课程承载思政”

和“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优化课程设置，将思政

内容贯穿于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授课计划、

培养方案、教案设计等各个方面，以课程规划制定促

进思政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明确课程思政的内容和要求，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特色，

合理嵌入育人要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

观传导给学生，使课堂教学的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

知识、锤炼心志、涵养品行的过程，实现育人效果最

大化。特别是对于优质课程，实施重点课程立项，充

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4]
以课程为平台，注重促进

课堂内外联动，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将课程教学

与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

引领力，形成课程整体育人的联动效应。 

4.2 形成思政实践育人模式 

在课堂教学方面，凝聚课程思政合力。将思政元

素融入《电子商务概论》课程，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推动专业知识教学与

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国情意识、社会责任感

和主人翁意识。在实践育人方面融入课程思政，达到

知行合一的效果。结合理论教学，将实践育人纳入到

课程思政体系当中，通过创新创业育人方式，着力深

化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出“思政教育+双创实践培养”

的课程思政改革模式。 

4.3 开展课程思政专题活动 

要充分发挥电子商务课程自身优势和特色，设计

和开发“电子商务课程思政专题”的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可以包括活动报道、通知公告、学习园地、教学

案例随记、课堂学习随感、三全育人、思政课堂等模

块。
[5]
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通知公告和活动报道，分

享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交流学习感想。全面提升《电

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建设提质增效，增强优秀授课

内容的示范效应，促进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全面落实。 

 

4.4 建设强有力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应结合电子商务专业和学科特点，建设强有力的

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

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制，支持高校搭建课程思政

建设交流平台，开展经常性的典型经验交流、现场教

学观摩、教师教学培训等活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促进优质资源在各区域、层次、类型的高校

间共享共用。同时，要考虑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接受

能力，围绕高校课程思政总体部署，出台相应的制度

和举措，把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位。制定专门的课程

思政实施方案，明确目标和任务，打造课程思政建设

创新模式，注重课程育人功能的全面发挥。将课程思

政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强调把增强学生的爱国情

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人文精神与教师绩效考核

挂钩，通过绩效指标向教师传递课程思政的要求与导

向，引导教师实现观念与行动的双重转变。 

5.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是基于课

程学习目标展开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相关能力和

素质的培育。评价内容要从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

向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提升转变，兼顾学生认知、协

作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要通过评价的合理实施，能够

全面、真实地记录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和学生职业素养

的形成过程。
[6]
 

在《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教学中，抓住课程改革

核心环节，深入发掘本课程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融入

点，设计好每一个教学资源，把课程思政从理论教学

延展到实践实训教学中，一方面提高学生对专业课程

思政的认知度，保证课程思政的效果，另一方面不断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取

得良好的课程思政效果。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子商务概论》课程考核方式 

考核项目 
考核方式 

与要求 

成绩 

占比 

贯穿课

程思政

教育的

过程考

核 

融入思政学习

点的课堂作业

和实训报告 

每次实践任务

（明确思政教

育知识点）结

束后完成相应

的实训报告 

30% 

融入思政学习

点的课程音视

频 

学生观看视频

的行为记录 
5% 

章节测验 
每章节学习结

束后进行测试 
5%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4

161



 

 

融入思政学习

点的课堂讨论 

学生参与讨论

的次数和获取

点赞数 

10% 

职业素

养考核 
个人职业素养 

按时完成教学

任务和团队的

各项工作任务 

20% 

期末 

考核 

学生对课程学

习点的知识和

综合应用能力 

期末考试（包

含思政教育知

识点） 

30% 

6. 结论 

课程思政的建设关键在教师，教师要深入挖掘课

程的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深度开展课程思

政，将立德树人与专业知识传授、专业技能培养有机

融合。《电子商务概论》课程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中，

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诚实守信、自主创新的

正确三观，帮助他们提高灵活运用理论结合实际的能

力，在未来的工作场合能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创新想法，

培养学生们勇于发言、独立思考的精神。
[7]
不仅让他

们自身的涵养有所提升，还能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

能展现出自己善于团结的精神，充分体现当代大学生

的高素质、高涵养、博学多才的品质。把“价值引领”

融入到《电子商务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让大学生

在未来职业发展和工作岗位上发挥重要和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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