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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对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坚定军校学员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军校
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新时代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重要性，及大学英语教学
中融入文化自信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从教员、教学材料与方法、第二课堂活动方面探讨新
时代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视角下增强学员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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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rying out the Principles of Military Education for a New Era, and building cadets’ cultural
confidence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par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and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blen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development
in College English,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ways of building cadets’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cto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Englis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of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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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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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
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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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
政格局构建在全国高校陆续展开。军校作为军事人才成长的摇篮，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各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思想政治建设这一条没抓好，
军队院校建设从政治上、根本上说就不可能合格。”由此可见，抓好思政教育，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改革
是当前军队院校必须思考和面对的紧迫课题。大学英语作为军队院校学员的公共基础课之一，具有丰富
的教学内容、跨度较大的教学范围和相对较长的学习时间，在课程思政改革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在
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导学员对涉及的西方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学员可以清楚
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优秀之处，可以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从而可以在未来国际军事活动中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因此，提升军校学员文化自信是落实课程思政“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的应有之义，
是新时代军校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明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意义，厘清大学英语课程
培养新时代军校学员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探讨新时代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视角下如
何增强学员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是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
2019 年 11 月，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鲜明提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
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2]。该方针为开创军队院校教育和人才
培养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是军队院校办学育人的核心指向。“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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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回答了军队院校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立起了军队院校的神圣职责。因此，深入推行大
思政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是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大学英语是军队院校开展课程思政
教育的重要阵地，具有课时多、周期长的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内容，以潜移默化
的方式融入军校学员的英语学习中，既能赋予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鲜活的生命力，又能丰富英语课程
的内涵。因此，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为战育人”这一根本任务，有利于拓展
大学英语课程在品格塑造、价值引领上的功能，对培养新时代担当强军重任的军事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3. 新时代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视角下提升学员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文化自信，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对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自信。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
不能”，对于军校学员而言，只有始终坚定中华优秀文化自信，才能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才能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只有始终保持高度的军事文化自信，才能最大程度的凝聚意志力量，为推进强军
事业提供深层精神动力和强大文化支撑。
同时，大学英语课程是一门语言课程。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更涵盖了一种文化
对某种社会生活及其价值的表达，相应地，语言课程不仅体现知性，更具备人性，对学习者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直接而独特的影响[4]。因此，语言不仅表现对象，更表达价值。正如语言通过“对话”
[5]实现意义，文化也以“他者”[6]为镜像。外语课程中，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并举，平等对话，可以
促进学习者一方面从不同的视域反思母语文化，另一方面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目的语文化，从而，经
“视域融合”[7]，对比、发现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获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此，文化自信的价值
本质和话语中介说明文化自信与大学英语课程的内在关联与可能性。
然而，当前我军在文化安全上面临西方文化长期的渗透扩张、强势覆盖，在文化交流上遭遇突出的
“内热外冷”和“文化逆差”。军校学员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重点，面临被“西化”“分化”的严峻挑
战，为此，加强军校学员文化自信已成为紧迫的现实课题。

4. 新时代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视角下学员文化自信的提升路径
4.1. 教员是关键因素
军校教员是军队教育事业的主力军，是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一线践行者。提升军校学员文化自信，
教员是关键因素。目前，军校大学英语教员普遍所学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等专业，长期阅读西方文献等
使其思想观念往往容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对中国优秀文化了解不足，进而在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时
缺乏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敏感性。因此，军校大学英语教员首先需要深入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
命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优秀中华文化，改造主观世界，丰富心灵空间，提高人生境界，保持
对中国优秀文化高度的灵敏性，从而自身生成丰富的文化自信。例如，教员们可关注优秀历史人文类节
目，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国家记忆等，增进教员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教
员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结合其所学专业优势，在课堂教学中，教员才能有条件做到“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使优秀中华文化深入学员内心，成为他们生活、学习和成长的力量源泉。
同时，我们仍需认识到，军校大部分文职英语教员毕业于非军事院校，军事素养不足，对我军先进
文化缺乏充分了解。为此，军校英语教员可通过以下途径深入学习先进军事文化，提升军事文化自信：
1. 交叉听课，拓展军事类课程知识；2. 承担军事翻译任务，了解外军先进文化，取长补短，博采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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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参加联训联演任务，熟悉各项军事活动。

4.2. 合理的教学材料与教学方法是必要条件
以海军航空大学为例，目前我校本科地面与飞行学员大学英语课程教材选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
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该教程每册均有一个单元专门谈及中国话题，
如第二册的“Maker Movement
in China”(“中国的创客运动”)；每册书的每个单元均有一篇与主题相关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如第一册
第 5 单元的“China’s Water Situation”(“中国的水况”)，第二册第 2 单元的“The Butterfly Lovers—The
Legend of Liang and Zhu”(“蝴蝶恋人——梁祝传说”)等。可见该教材选材注重中国元素的体现，旨在
让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的同时，将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国家建设的
伟大成就介绍到国外，因此十分贴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的需求。
在具体教学中，教员在深入分析教学材料的基础上可多角度探索教材内容与课程思政的融合点，充
分挖掘优秀中国文化与先进军事文化要素，结合单元主题融入课堂教学中，加强价值引导，增强学员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第三册第 3 单元为例，单元主题为 Cultural Differences，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在家庭
关系、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教员课堂上在鼓励学员讨论中西方文化表达方式差异的基础上，可向学
员呈现中国传统诗词《诗经·子衿》及其英译版，与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的“How do I love thee”，学员
可通过不断吟诵两首中外诗词体会在情感表达时中华诗词的含蓄、音韵与意蕴之美，与西方诗歌的直白
热烈，直抒胸臆。以此为契机，在增强学员文化认同感的同时，可引入中国文化中兼收并蓄、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及其相关论述的英译版。另外，在本单元课文学习后，可引导学员重新反
思课文中是否涵盖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结合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个别国家对中国抗疫行动的
污名化，设计单元学习后任务，在某国海军舰船举行的甲板晚宴上，你与某国海军交谈时发现对方存在
对中国抗疫努力的误解，根据你了解的事实该作何回应？角色扮演你们的对话。学员可通过此任务激发
爱国情感，学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立场。

4.3. 英语第二课堂是重要阵地
英语第二课堂是大学英语教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和补充。“海之翼”英
语俱乐部是海军航空大学英语第二课堂的主要场所，为俱乐部成员提供运用英语、参与交流、展现风采、
提高素质的平台。目前俱乐部已具备以下功能：(1) 语言培训，包括英语演讲比赛、辩论赛、模拟联合国
培训以及相关培训讲座；(2) 兴趣培养，包括英语广播录制、英文电影赏析以及学习研讨会；(3) 对外交
流，包括与外训学员交流、邀请外教进行文化讲座、与烟台地区高校进行交流；(4) 亮点展示，包括飞行
活动情境模拟，海军出访、护航和联合军演情境模拟，各类英语竞赛成绩(成绩展板，证书，照片及奖杯
等)、第二课堂活动剪影等。每周二、四的俱乐部活动中，外语教研室指定教员参与和指导俱乐部日常语
言实践活动。例如英语俱乐部定期举办的“模拟联合国”活动，是大学英语课程的深入拓展与开展课程
思政活动的有力阵地。“模拟联合国”要求学生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特定的了解，并身临其境
以外交官身份代表该国在联大参加会议，大部分会议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第二届海军航空大学模拟联合
国大会的主题为“向海图强”，来自 20 多所军地院校的学员们扮演各国外交官，共同商议“索马里护航”、
“海洋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与“马岛领土谈判”等议题，这要求学员对所代表国的人文思想、宗教
信仰、风俗习惯、外交政策等有充分的了解，并学会认识、接纳、融合各种文化，尤其当学员们有机会
代表中国外交官发言时，能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实力增强、话语权提升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倒逼学
员更努力地投身学习与训练中，能够更好的参与国家与军队建设，从而更有能力与实力代表中国军人形
象，发出中国军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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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对未来军事人才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
不仅要求他们具有过硬的军事专业素养，“科学文化强智，军事素质强武”，更要“思想品德强魂”，
坚定文化自信是“强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教员、教学材料与教学方法、第二课堂活动的角度探
讨了新时代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视角下学员文化自信的提升路径。在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军校
大学英语课程应积极探索提升学员思想品德修养，坚定信仰信念，尤其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更
好地担负起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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