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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主要内容是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研究，主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

学评价四个方面进行改革。项目组成员根据课程思政这一研究主题，查阅各方面的资料，对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

设的现状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从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和大学英语教师两个角度了解当前课程思政在开展过程中

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对如何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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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义
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在各大高校中着力构建方方面面齐
动手的“大思政”格局，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
课程思政的核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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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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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要依靠传统的思
政课程，而且要全方位地渗透到学校的其他各类课程当中。在
高职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
译的语言技能和英美文化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
核心价值观，因此在课程设计、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的各个环
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
主义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职院校一门重
要的基础必修课程，课时不仅多而且学习时间长，挖掘课程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能够自然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顺利实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研究的现状分析
( 一) 课程思政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在概念界定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课程思政是思政教育
与专业教育的结合，是思政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专业课
程担负思政育人的责任。邱伟光( 2017) 指出“课程思政就是高
校的所有课程都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高燕( 2017 ) 也提
到“课程思政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教学和研究全过程”。
以课程教学活动为载体，课程内容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
实现思想理论课、通识类课程、专业课的价值教育全覆盖。在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面，陈霁霞、曹深艳( 2018 ) 指出
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实现“政治思想教育、语言应
用能力提升和职业能力培养”三方面的融通，是英语教师需要
完成的重大任务。王觅( 2018) 对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中的思政
渗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
教学评价的改革对策。

然而，外语类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第
一，教学理念的转变，语言学习涉及角色转换等诸多社会心理
因素，有时涉及个人尊严、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明礼仪等方
面的问题。第二，思政点不等同于语言知识点，要将语言知识
点与思政点分隔开，要润物细无声。第三，外语类课程长期缺
乏相关的研究与指导，缺乏思政设计引导和示范课。第四，外
语类课程强调异域文化多，主要关注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差
异，谈到西方文化的时候就眉飞色舞，谈到中国就轻描淡写，需
要进行适时的转变。

因此，本项目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建设过程中的教学实践为例，找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中出
现的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原因，进一步完善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建
设的实施途径。

( 二) 本校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为解决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深入挖掘“沉
睡”在各门专业课程中的工匠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德育
元素，我校在每个二级学院选一个专业一门课程，试点开展课
程思政专项教学改革，《产教融合双元制背景下现代学徒制试
点课程思政研究———以产品艺术设计专业为例》《工匠精神: 高
职土木类专业“课程思政”理念的探索与实践》等一批项目立
项，充分发挥好运用好专业课程承载的德育功能，确保要让专
业课程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近期，学校还举行了课
程思政说课比赛，不同专业教师就不同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说明，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提供了借鉴。外
语外贸学院还召开了课程思政专题调研会议，每位老师撰写了
课程思政开展情况，包括基本情况、现存问题和开展思路，提交
给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进行汇总，撰写总结报告并对课程
思政进行情况汇报。

因此，本项目在我校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基础上，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学生培
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优秀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的高素质人才。

三、高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
本研究主要内容是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研

究，主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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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课程思政的改革。项目组成员根据“课程思政”这一研究
主题，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正确地掌握“课程思政”发展现状。
设计本院大学英语学生的调查问卷和大学英语教师的访谈问
卷，项目组成员根据课程思政这一研究主题，查阅各方面的资
料，对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展开大规模地调查和
研究，从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和大学英语教师两个角度了解当
前课程思政在开展过程中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对如何进一步推
进课程思政提出对策和建议。在学习与借鉴美国专业课程教
育的特点及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从高职大学英语课程角度，

对如何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提出对策、建议和思考。本项目拟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个别访谈法和对比研究法。

本项目调查对象为本院大学英语博雅班 ( A 班) 的学生和
大学英语任课教师。本院大学英语课程从 2002 年开始推行了
分层教学，根据不同层次教学要求分别开展教学活动，实行分
层教学和分类指导。博雅班的同学英语基础相对较好，对教材
内容理解掌握较快，上课积极性较高，因此能更好地进行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大学英
语教研室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课程组织实施的经验，形成了一
个较好的教学科研团队。主讲教师为一线的任课教师，参与大
学英语课程建设的全过程，具有十几年的教学经历，有丰富的
教学科研成果。因此，对本院大学英语教师进行面对面访谈，

能清楚了解课程思政的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对策。

( 一) 教学目标的改革

大学英语教师在遵循课程标准的同时，要充分挖掘其中的
思政元素，收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德育教育元素，并融入中国
典型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老师在设计大学
英语课程教案时，除了明确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还增加德育
目标，这样就会使思政教育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并在教学过程
中体现出来。就高职大学英语课程而言，实现了价值引领、知
识传授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培养了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强化了学生的家国意识。
制定课程德育目标，需要实地调查高职大学生的思想状态

和他们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和时事新闻等。只有从学生关心的
热点入手，才能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使他们更愿意用英
语口语进行表达，在课堂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从而发挥英语
课程的隐性德育作用，实现我们的课程目标。因此，将德育教
育有机地融入英语教学过程中，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增强学生
的自主学习意识、团队合作精神、自信心和批判性思维，培养学
生善于沟通、勇于面对困难的优秀品质。

( 二) 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学内容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材内容
的挖掘。大学英语教材的每一个单元和章节都蕴藏着一定的
人文性意义，教师可以提炼教材中的德育教育元素。例如，内
容可以涉及大学生活主题、爱的主题、E 时代生活主题、家庭教
育和成功案例等，培养高职大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责任心和
独立自尊的品质，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恋爱观和人际交往观，提
高网络安全意识，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成功价
值观。

第二，选用难度适中的时事双语新闻材料，提炼其中的德
育教育元素。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金句盘点、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中文、感受中国变化的 5 年、我身边的中
国制造、我和我的国—指尖上的移动生活以及我和我的国—中
国高铁等，培养高职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意识、对家国与
世界的深切关注，使具有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

第三，选用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材料，提炼其中的德
育教育元素。例如，中国四大发明、丝绸之路、京剧、中医、书

法、茶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民间手工艺和中国服饰等，培养
大学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形成丰富的文化积淀，使具
有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意识。

( 三) 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发布一些网络课程自主学
习任务，让学生做和单元主题相关的中国传统德育故事或者时
事政治的主题报告，把报告中蕴含的德育思想深入挖掘并不断
扩充，以口语作业视频形式上传到平台作业区。这样，既锻炼
了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又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课中，老师除了讲授教材中的词汇、
语法和句型外，对教材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充分挖掘，精心设计
教学活动，实现教学互动，使思政教育有效地融入大学英语课
堂教学中，同时提高学生的自身政治素质。在课后，要求学生
对教材中思政内容进行反思和拓展，形成反思日记。此外，教
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有关思政主题的英语辩论赛或者
演讲比赛活动，为大学校园生活营造良好的思政教育氛围。

以本校大学英语使用的“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新视野英语教程( 读写教程) 》第一册第七单元为例，第七单
元的主题是《大学校园的社会活动》，其中 Text B《无声胜有
声》，这篇文章讲述作者为一群聋哑孩子做志愿者的故事。本
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是通过展示大学校园的社会活动形式和
反思参加社会活动的意义，增强学生对大学校园社会活动的认
识，并积极参与其中，丰富大学生活。教学过程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社会活动”为主线，通过“引入
社会活动→展示社会活动→反思社会活动→个案写作”展开教
学，实现课前、课中和课后教学过程的系统优化。“展示大学校
园社会活动”教师引导学生从作者为一群聋哑孩子做篮球教练
的故事中，分小组讨论大学校园社会活动的形式和意义。“反
思大学校园社会活动”之一，教师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根据课
文内容分角色进行表演: 作者、辅导员、聋哑孩子等，用语言和
行动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化主题，使学生准确把握课文
中人物的内心想法，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反思大学校园社
会活动”之二，以“参与大学校园社会活动利弊为主题”，设置
辩题让学生展开自由辩论，引导学生思考大学社会活动的形式
和意义。

( 四) 教学评价的改革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评价的改革方法如下: 第一，平时成绩
20%，包括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 遵守课堂纪律，上课积极
发言和爱护公共财物; 课后按时完成作业，随手关灯、空调、电
脑仪器、归位桌椅，保持教室的清洁卫生等。在平时成绩中对
学生的“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查。第二，浙江省在
线课程共享平台成绩 20%，在线课程平台的作业为课程思政为
主题的趣配音练习，讨论区发帖的主题可以是对视频中思政元
素的讨论。第三，口语考试 20%，通过有关思政主题的演讲、对
话、小组表演和英语辩论等活动来考查学生，不仅可以考查学
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更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四，

期末笔试 40%，笔试的内容主要是我们上课教材学习的重点词
汇、语法、翻译和写作，在笔试内容中增加对传统文化理解和时
事新闻的考核。

四、结语
总之，充分运用课程思政的大环境优势和现代化教学多媒

体网络技术，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
养。通过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
学习习惯，形成乐观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形成较为丰富的文化积淀，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意
识。同时，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意识，形成关注国家与
世界大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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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督导评价，地方高校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

在现有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外，建立专门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机构。而在期末学生

评教时，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以学生获得感为评价

导向，制定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生评教标准。同行评教

中，除同行相互听课外，还可定期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展示活动，大家相互观摩，共同提高。而对于教师教学质量

评价结果，应合理运用。如在制定思政教师职务职称评聘标准

中，加大教学和教学研究比重，引导思政课教师将更多精力花

在教学上。
三、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不仅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提出了新

要求。地方高校应在党中央十九大以来出台的新时代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从各个方面不断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

量，切实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好地

适应“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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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Loc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CHEN Hui
( School of Marxism，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Neijiang Sichuan 641112，China)

Abstract: Taking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management in local colleges from five aspects: the quality of staff，the way of arranging courses，the way of ex-
amination，the way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teaching quality，and the way of teaching． In view of the analysis，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ocument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s follows: increasing number of staff，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ees，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n staff，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and changing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new era; loc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management ( 责任编辑: 章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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