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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全国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课程思政的本质是打破思想政治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真正实现立德与树人、育才与育人的完美结合。课程思政具
有教育理念、思政方法、教学体系和实践活动等多重属性，它与思政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结合专
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但要从宏观层面推动机制体制的顶层设计，还要从中观层面形成相关
部门内外联动合力，更要从微观层面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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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ssence of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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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break the “isolated island effect” of the isol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uly realiz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multiple attributes, such a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hods, teaching system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It is different from and relat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e should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we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mechanism and system from the macro level, but also for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forc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from the meso level, and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urriculum from the micr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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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事关人才培育目标实现、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
任务，而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动指针[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
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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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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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针对这一纲要，大多
省份都出台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当前全国高校立德树人的重
要举措。然而，课程育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全方位推动、全要素协同。深化课程
思政建设，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厘清“为什么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做什么”
以及“怎么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三个根本问题至关重要。

2. 课程思政的本质：立德与树人、育才与育人的完美结合
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追求育人和育
才相统一，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但现实教育中往往现出二种
情况：一是只教书不育人，教育者演变成了“教书匠”；二是只育人不教书，教育者异化成了“说教
者”。立德与树人、育人与育才脱节，没有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而课程思政能够弥补这一
缺陷，打破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真正实现立德与树人、育才与育人的
完美结合。

2.1. 课程思政是高校育才与育人结合的重要途径
不少高校的教师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是专业课教师，只要把知识传授好就行，思想政治教
育不是我的主要职责，而是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的工作”。孰不知，人才培养是一个育人育才协同并进、
不可偏废的过程。育人是育才的前提条件，有德无才最多会培养“半成品”或“残次品”，而有才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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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可能产生“危险品”；育才是育人的深化要求，虽然有时可以说“有德而无才者不能造福一方，但
总能行走于世”，但若只求成人不求成才，则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实现育人育才
的“共赢”，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真正“人才”。课程思政就是对“只育才不育人”和“只育人不育才”
这种极端趋势的纠正，致力于使各类课程皆可做到知德共栖，实现人才“双育”。

2.2. 课程思政是高校立德与树人结合的重要途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立德树人是一个德育命题，强调育人必须坚持德育
为先[3]。但是，德育对应的是“立德”的概念，并不等于“立德树人”，无法囊括“树人”之意涵。从
“立德树人”的源起我们也可以看出“立德”与“树人”二者不可以相互独立：“立德”出自《左传·襄
公二十四年》之语“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
立言分别对应道德操守、事业功绩和思想言论，以立德为最高，立功、立言统一于立德；“树人”概念
最早源自《管子·权修》之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其思想既包含道德培养、教化百姓的道德教育，也包括促进生产、稳定社会的职业教育，蕴涵着一种全
面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因此，“立德树人”中，“立德”是树立德业，强调人之为人的根本；
“树人”指培养人才，强调人才培养目标的全面性。立德也不能“用力过猛”，应该是在德育为先前提
下的全面树人或全面树人基础上的德育为先。课程思政在传授知识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将“立德”与
“树人”紧密结合，实现了既立德，又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3. 课程思政的内涵：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理论、方法、体系与实践
一般认为，课程思政是以课程为载体，充分挖掘各类课程自身固有的德育资源，在所有的课程教学
中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要明晰课程思政的内涵，必须深入剖析课程思政的多
重属性，明确其与思政课程的关系，并准确把握思政元素的主要内容。

3.1. 课程思政的含义
什么是课程思政？目前形成了六种对课程思政较为典型的理解。一是“课程类型说”，认为课程思
政是一类课程，是对思政课程体系的补充；二是“教育理念说”，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理念，是课程承
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三是“思政方法说”，认为课程思政是饱含着科学教育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意味着运用一种更为柔性的教育方法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四是“教学体系说”，认为课程思
政体现的是课程类群整合而非某类课程单设，是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教学体系；五是“实践活动说”，
将课程思政归属为实践活动，认为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与通识课的教育实践活动；六
是“多重属性说”，认为课程思政同时具备上述两种及其以上的属性[4]。以上六种观点，将课程思政视
作一类课程是明显的误读，而将课程思政归为教育理念、思政方法、教学体系或实践活动，都是从不同
视角揭示了课程思政相关属性。因此，课程思政就是要充分挖掘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这既是教育
理念的呈现，也是一种更为柔性的教育方法，还是一种课程教学体系和教育实践活动。但课程思政不是
一门课程，我们要把它与思政课程区分开来。

3.2.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逻辑关联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虽然是四个相同的字、二个相同的词，但由于顺序不同，其内涵存在
着巨大差异性[5]：一是含义不同，“思政课程”之“思政”，是“思想政治理论”的简称，所以“思想
政治理论课”常简称“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之“思政”，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简称。二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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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同，“思政课程”重心是“课程”，强调的是一门课程；“课程思政”重心是“思政”，强调的是
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三是确定性不同，“思政课程” 是确定的，指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本科生而
言，是指“4 + 1”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而“课程思政”则是
不确定的，包括上述“4 + 1”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四是角色不同，“思政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核心课程，是主渠道；“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渠道，是“微循环”，既要防止“主渠
道超载、微循环闲置”，又要防止“用微循环取代主渠道而使主渠道闲置”。五是方式不同，“思政课
程”是显性教育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应树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课程思政”是隐性教育方式，主要
在各种专业课和通识课中充分挖掘思政元素。
但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思政课程在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有知识教育，
课程思政在知识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另一方面，思政课程既然也是一种课程，其自身也必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6]。事实上，目前思政课
教学面临着“课程内容相对陈旧，新思想、新观念、新主张吸收与阐述不到位”、“课程教学形式过于
单一，新媒体、新方法、新手段了解与运用不充分”、“授课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不够高”
等现实困境，应加强思政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地吸纳思政课程建设新元素，及时吸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最新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新学术成果，推陈出
新，与时俱进。

3.3. 课程思政要充分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很多教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经常会有疑惑：专业课教师传授的主要是专业知识，能有多少思政教育
资源可挖呢？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挖掘课程的思政资源？的确，这也是课程思政的关键问题。其实对于
这一点，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阐述得非常清楚，就是三要：一是要围绕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二是要在课程中挖掘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宪法法治、职业理想和
职业道德等相关思政元素；三是要根据不同专业课程(思政课程、综合素养或公共基础或通识课程、专业
课程、实践类课程；专业课程又包括文史哲、经管法、教育、理工、农学、医学、艺术课程)来科学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例如，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要重点挖掘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重视价值引导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引导学生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自然科学类课程要重点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思维，
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伟大情怀，运用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
的科学伦理[7]。不过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一点，“课程”与“思政”的关系，应当是“如春在花、如盐
化水”，而非“眼中金屑、米中掺沙”，要避免将德育内容生硬楔入专业课程的倾向，两者不应该是机
械组合而应该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如果沿着以上思路，深入进行挖掘，每一门课程都可以挖掘出非常丰富的思政元素。以国际贸易学
为例，其主要内容都可以融入思政元素。国际贸易历史可以讲述西方国家的奴隶贸易与殖民贸易，揭示
西方资本主义外贸发展主要是依靠对外掠夺方式进行的；自由贸易理论可以讲述贸易双赢博弈而非零和
博弈，体现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保护贸易理论可以讲述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
的封锁，充分暴露中美之间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本质矛盾；经济全球化可以讲述中国加入 WTO 严格遵守
国际贸易法规、中国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牺牲出口维护国际
经济秩序的大国责任，不但可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法治意识，而且能充分体现中国国际协作精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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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国际形象；中国外贸发展可以讲述中国外贸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现出中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
自豪感。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国际贸易学中的思政元素，能激起学生的爱国之情，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促进学生投身于中国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 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微观、中观与宏观视角
全面推进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高校来说，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机制体制的顶层设计，
而且需要教学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相互协作形成合力，更离不开广大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水平的提高。

4.1. 微观层面：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
通过激发教师投身于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挖掘能力，打造生动活泼的课
程思政局面，使教师真正从“知识搬运工”回归“灵魂工程师”。一是激发教师投身于课程思政建设意
识。教师不但是学科知识的“授业者”，而且是大学生思想困惑的“释疑者”，更是大学生价值引领的
“传道者”。但高校教师往往重视授业功能，忽视了解惑和传道功能。因此高校教师应意识到自身角色
的三重性，坚持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
品行、品位的“大先生”，自觉将对学生进行思想价值澄清和引领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全身心投入到
课程思政建设中去[8]。二是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挖掘能力。首先要进行终身学习。只有对政治理
论、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宪法法治、生态文明等知识有充分的学习与了解，才能在本课程中准
确挖掘其思政元素。其次要努力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要多措并举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参与
课程思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课程思政并非教师的“一言堂”和“独角戏”，学生参与度和获
得感是衡量课程思政效果的“金指标”。三是从交叉学科中吸取思政元素的营养。教师要结合自身学科
背景、知识经验、专业特长、研究旨趣、智慧特质进行个性化挖掘，形成各自资源库、案例库、讲义等，
但不能闭门造车，要增进同学科和交叉学科沟通，协同、系统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课堂教学。

4.2. 中观层面：高校相关部门要内外联动形成合力
高校内部各相关部门，特别是教学单位要在本单位内部积极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要加强与其他
部门的交流合作。一方面，教学单位要根据课程思政的要求，围绕课程思政的主题，组织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和课程思政竞赛、组织集体备课、合作撰写论文和
申报相关项目等，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另一方面，鉴于不同学科的学科范式和思维方式大不相同，学科
之间客观上存在壁垒，教学单位之间或与其他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组织跨学科研讨会，特别是要
加强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程教师交流、对话，从而高效、系统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4.3. 宏观层面：推动机制体制的顶层设计
学校层面要由教务处牵头，完善课程思政建设机制体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加强教师培训，
引导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将地区特色和学校特色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建设体系之中。二是搭建课程思
政建设平台，通过遴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优秀课程案例、推荐评选课程思政教学成果奖、推进课程思政
示范课建设项目、设立课程思政专项研究项目等方式给予教师激励。重点建设几门示范课程，选树优秀
教师做榜样引领，组织教师不断挖掘课程的育人资源，深入探究融知识、能力与价值观于一体的教学设
计[9]。三是强化工作考核，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定期对课程思政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评价，使各门课程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全流程、全要素可查可督，及时宣传表彰、督促整改。

说

明
本文系根据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第 16 届教学质量活动月讲话稿整理修改而成。江西农业大学南

DOI: 10.12677/ass.2021.102055

382

社会科学前沿

李练军 等

昌商学院教学质量活动月已有 16 年历史，每年都会紧跟国家高等教育政策重点确定不同主题，开展系列
教学质量提升活动，对提高师德师风和教学水平具有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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