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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is a new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 new mis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training of tourism management students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quirement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hould be established am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whether it is for the quality training of students o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employ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basic course of tourism a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our guides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ways to
combine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with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mulates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or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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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的新概念，也是高校的新使命。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符合课程思政的
要求，因此应该在专业课教师中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无论是对学生的素质培养，还是社会对就业人员
的要求，把课程思政与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都非常必要。本文以旅游基础课《导游基础知识》为例，探
讨了将职业素质教育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途径，制定了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提出了具体实施的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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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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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产生，它是指构建
全员、全程、全课程的综合育人格局，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1]。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就是在传统专业课程教学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
教育。作为职业院校，要想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旅游管理者，更应该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在旅游管理专业
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中的意义。本文以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基础课《导游基础知识》为例，探讨一下如
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有机融结合，实现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2. 课程思政对职业素质教育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提升学校的就业率。职业素养高的毕业生容易找到心仪的工
作，就业后也能快速适应岗位的需要，独立完成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能很好的与同事和游客建立起良
好的沟通。从长远看，高职业素养不仅影响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学校就业率，也影响整个学校的发展[2]。
其次，有助于改善旅游行业的作风。导游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面对很多关系，如：导游与饭店工作人
员、导游与酒店工作人员、导游与司机、导游与景区工作人员、导游与购物店工作人员、导游与娱乐行
业工作人员、导游与游客之间的关系等。这里的所有关系主体都是人，可塑性很强，但不稳定因素也多。
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是这些关系的未来当事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很重要，而课程思政无疑会有益于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
第三，有助于提升教师职业素养，促进旅游行业健康发展。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育人者先自育，教育者先受教育。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高尚的品格和过硬的素质去感染学生，这些都
是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师们要研究的课题。教师在实践课程思政的过程中，不仅能提高和加强自身的综合
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学校的师资队伍。因此，无论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还是对我国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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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而言，课程思政都是一件大好事。

3.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现实境遇
3.1. 思想课程教育“两层皮”，严重脱节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现象普遍存在，思政教育仍然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和辅导
员的责任，思政课程“孤岛”化现象严重[3]。高校思政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激活和利用。尤其是专业
课教师，缺乏对“课程思政”的正确认识，主动钻研的意识不够。不能正确认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之
间的关系。部分教师自身的德育意识和德育教学能力还有待提升，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势。
有些教师尝试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授课中，但是形式生硬，为了思政而讲思政，学生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从心底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不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常常与专业素质教育相脱节。授课教师很少会
结合旅游管理的专业背景来讲授旅游管理学生的职业素养要求什么，学生更不会主动思考自己应该具备
怎样的职业素养来应对未来职场的需求，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提升。社会上也一样，部分旅行社或旅游企
业坚持经济利益至上，使旅游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忽视自身素养的提高，只关注自身业务能力的提
升，意识不到自己工作岗位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对旅游管理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期
待是非常迫切的，好的职业素质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发展[4]。因此，在校园课堂上加强对旅游管理专
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也应该是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和体现。二者结合得好，才能最终
解决“社会需求高素质旅游管理者与旅游管理学生缺乏职业素养”之间的矛盾。

3.2. 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缺乏协同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思政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思政教育间缺乏协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缺乏有机协同。思政课教师在教授旅游专业学生依然使用老旧传统的思政
理论和案例，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因材施教，专业学生在课程上缺乏共鸣；专业课教师在教授专业知识
时缺乏课程思政的意识，或者不知道该如何讲思政内容融入到课程中[5]。
二是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之间缺乏有机协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以我为中心，想当然地把一些基本的
思政内容加入课堂中来，没有兼顾到其他专业课程的衔接和协调，没有仔细钻研本课程的特色思政元素，
导致很多相似的思政理论被生硬地一遍又一遍地灌输到学生耳朵里，学生产生厌烦心理。
三是学校的专业理论学习与校外的社会实践学习缺乏有机协同。全过程育人强调从学生入学伊始，
到在校期间，在到毕业甚至是工作，都要充分发挥学校的思想政治主阵地的功能，不放过向学生传递正
能量的环节。但是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学生有一部分时间是不在学校的[6]。由于学校和实习单位
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学生的实习期成为课程思政的真空期。学校放松了对学生思政教育，实习单位以经
济利益为根本，无视学生的思政教育。

3.3. 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手段单一
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开展并不充分，很多高校没有意识到课程思政在旅游管理专业中的重要
作用，重视程度不够。一些专业教师缺乏对学生思想的有效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供给主体单一，
仅限于课堂九十分钟内的思政传播，形式生搬硬套，讲解脱离实际，内容平淡无奇，难以实现对旅游管
理专业学生的“精准供给”。课堂上重理论轻育人，重“线下”轻“线上”，重知识掌握轻心灵启迪，重
直入主题轻巧妙嵌入，重课堂教学轻课外跟踪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在信息
量如此丰富的当下，简单的讲解已经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别提对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在这种情
况下，学生难以获得耳目一新的生理体验感、茅塞顿开的心理收获感、酣畅淋漓的思想满足感，难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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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频共振的使命感和躬行实践的成就感[7]。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理念还没有建立起
来。如何创造性地拓宽专业课程思政的教育手段，更加高效精准地传播信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
力和有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黏性和内容吸引力，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着重要解决的重点
问题[8]。

4. 职业素质教育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途径——以《导游基础知识》课程为例
旅游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客观认识世界，学会如何适应社会，树立正确
的是非观，懂得互相理解和换位思考，从而完善自我。这种教学方式既是专业课程教学的内在要求，也
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必然需求，是实现专业课与思想政治元素的统一。下面以《导游基础知识》课程
为例，探索一下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4.1. 强化意识，逐步树立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的理念
教师是立德树人实施的主体，承担了教书育人双重职责，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起着关键作
用。但就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而言，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育意识、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9]。首先学校、院
系等层面应该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不断强调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使教师在脑海中逐渐树立自
觉钻研课程思政的理念。其次应加强专业能力的培训，很多教师想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但苦
于没有典型的案例，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不知道该怎么做，久而久之就逐渐淡忘。《导游基础知识》
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主干课，是导游考试的必考科目，所以所有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学校必设此刻，这也
为我们学习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学校应组织相关培训，通过讲座、参观、研讨和外派学习等形式让教
师直观地了解和掌握专业课程思政的要义。通过强化意识和有效培训，教师从理念和实操上才能逐渐把
握时事热点，聚焦主流思潮，学会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教育资源。

4.2. 整合资源，充分挖掘课程背后的思政元素
全员育人强调人员参与的广泛性。这一角度看，讲好一门课就必须跳出一个老师的局限，跳出课程
本身的局限，不再满足于之前固化的思政常识。《导游基础知识》是旅游专业基础课，内容庞杂，知识
面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宗教、民族、建筑、饮食、客源国等都囊括在其范围内。这门课程不仅能
为学生提供从事导游工作的基本知识，更承担着培养未来导游员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任。
仅凭授课老师一己之力难以将其精髓及其背后的思政元素有效挖掘出来。所以我们要整合资源，跨
课程，跨学科，甚至走出校园进行思政元素挖掘，有效丰富和完善课程思政的体系。首先与专业内其他
课程教师研讨，找到不同课程的特色和侧重点，彼此间形成合力；其次是跨专业寻找课程涉及的相关专
业人士进行交流，比如与建筑工程专业专家一起挖掘中国传统建筑背后所蕴含的精益求进的工匠精神，
邀请相关学科专家到课堂上讲好中国故事。与知名餐饮、老字号等当地餐饮企业一起探究诚信经营，服
务至上的中国传统待客之道；从老师到专家学者再到具体的管理者，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切实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4.3. 因“材”施教，构建专业课程思政体系
这里因“材”施教，我们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设计：一是根据《导游基础知识》的课程内容，即教
材基本框架，根据不同单元来设计课程思政的要素(横向)。做到彼此呼应，特色鲜明，与时俱进，主题突
出(表 1)。比如讲授中国书法艺术，学生们能体会书法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观和艺术观，包含了人们对中华
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的陶瓷器、丝织刺绣品、雕刻艺术品所揭示的情感、思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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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们获得生命的启示，也能感受到国家“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策略，感
受到传承与发展中国的主旋律，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的神圣使命。再比如：我们引导学生回顾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变迁，让学生们感受崭新的时代，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课堂上，我们让同学们分组讨论
我们的国家在交通、住房、饮食、服装等有哪些改变，引领学生从自身的“吃、住、行、游、购、娱”
来切身感受改革开放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变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plan fo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our Guides”
表 1. 《导游基础知识》课程思政设立方案

一、旅游和旅游业

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以最美导游为例，培养爱党爱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有较强的社
会责任感、荣誉感和进取精神的旅游人，使其具有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意愿和行为能力，能遵守
职业规范具有职业道德操守，爱岗敬业。建立诚实守信的旅游购物体系，塑造良好的旅游购物大国
形象。

二、中国历史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
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中国悠久历史的
讲解，让同学们了解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加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国家归属感。

三、中国旅游地理

明确发展旅游业与我国旅游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
利用的发展方向。掌握中国旅游地理基础知识和技能，树立较强的空间地域意识，树立环保意识，
激发爱国热情，成为具有现代服务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四、中国民族民俗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我国民族众多，文化风俗也异彩
纷呈。将不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强化学生
对课程的认同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着重要意义。

五、中国宗教文化

大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宗教信仰者。信仰宗教的原因既有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家庭、民族和环境
的影响，也有宗教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吸引力等。在教学过程中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时效性、引导和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观。

六、古建筑与园林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最精彩、最直观的传承载体和表现形式。
通过古建筑和园林特点的学习，让同学们深刻的领会到“天人合一”的建筑风格，崇尚自然，喜爱
自然，树立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

八、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 100 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
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通过饮
食文化的学习呈现出的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历史发展进步的时代风华和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创造史
及其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让学生深刻的领会到大国的气质和风范。

九、中国的特产

讲解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气派的风物特产，培养学生的四个自信。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
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鼓舞学生，通过艺术作品来推动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是根据学生所处阶段的职业素养要求来设计(纵向)。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人的教育，我们的课程思
政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导游基础知识》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都会设在第一学期开课。大一新生的特
点是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充满新鲜感，自律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在《导游基础知识》课程设计
上，我们坚持以职业素养培养为目标，循序渐进设计职业素养成长的三个层次(图 1)。第一层次，让学生
了解什么是旅游，旅游业的现状如何，在脑海中对旅游业形成初步的概念，树立职业观念；第二层次，
通过课程中悠久的历史文化，秀美的名山大川，精湛的传统艺术等知识点的讲解潜移默地增强学生对旅
游业的兴趣，同时邀请专家和管理者现身说法，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第三层次是学以致用，结合学
校的专业认知实习，通过参观景区了解真正的岗位素质要求，通过“我的美丽家乡”等模拟讲解，提升
学生的职业素养。
DOI: 10.12677/ces.2019.75111

663

创新教育研究

王钰祺 等

Figure 1. Design for professional literacy curriculum system
图 1. 职业素养课程体系设计

5. 润物无声，注重创新思政教育的渠道和手段
专业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具备强烈的德育意识和敏感度，充分备课，运用智慧，使用合理的教学手段
来深度挖掘。对于显性内容，教师不宜特意整理出来进行系统的传授，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把课程思政变
成专门的思政。相反，而是应该把教学内容中与思政有关的因素通过间接或隐性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去体会和感悟。比如，在讲到秦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老师可以带领学生
一起学习丝绸之路命名的由来，一起在地图上查找丝绸之路路线。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欧亚互通有无的
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结合习主席提出的建设“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党的热爱。这样一来，就起到了
很好的思政教育效果。
同时注重全方位地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课堂上，教师除了课堂传授知识，更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专业技能、以及沟通能力[10]。教学过程中，通过同学们结成的小组，实现相互帮助和共同进步，
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学会相互关心和包容，学会尊重他人，学会沟通和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同营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课堂外，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自媒体等构建交流学习平台(图 2)，平台的建立有
利于整合线下线上学习资源，通过行业动态、主题学习等多样模块的设计丰富专业课程思政的形式，有
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有效促进师生间全时段互动交流，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黏性，真正做
到全方位育人。

Figure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Platform Module
图 2. 思想政治学习平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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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不断落实，立德树人
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贯穿教育的整个过程。面对旅游行业发展的大环境，旅游管理专业需要审视人才
培养目标，与时俱进，构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养体系，将爱岗敬业、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进
去，逐步强化专业协同，不断尝试新的教育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爱国情怀、有社会责任感、有
创新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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