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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思政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从专业层面细化人才培养核心素养，探索专业思政
的内涵与价值，强化商科人才价值引领，其目的在于提高商科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分析了专业思政的内
涵与意义，剖析了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商科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并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进行了专
业思政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为高校商科类专业开展专业思政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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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rofessional level, we should refine the
cor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alue guidance of business talents.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talents culti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siness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akes marketing maj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sines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nduct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Personnel Training,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专业思政的内涵与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要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学资源。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强课
程思政、专业思政十分重要，要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来认识”[1]，这是“专业思政”理念
首次在正式场合提出，反应了高校思政取得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开展专业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专业思政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专业思政建
设，需要搭建专业范畴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营造良好的专业育人氛围，以此拓展专业建设内涵，完
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专业建设能力和水平。
其内涵在于以专业为载体，发掘专业特点和优势，通过专业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教育教学全过程、
全要素的融合设计，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根本举措，专业思政正是回答与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必要途径。课程思政的核心是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和教育教学全过程[2]。作为课程思政建
设的持续深化，构建高水平商科人才培养体系，还需要从专业建设层面进一步整合，形成以专业人才培
养为核心的思政育人体系。
商科类专业由于自身特点更易于融入思政的内容[3]，而不同类型专业在开展专业思政的过程中，应
该根据学校办学定位、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结合专业内涵和外延，制定个性化、有特色的专业思政建
设方案，差异化推进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建设，凝练特色亮点、形成相对优势，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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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专业思政具有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独特性和体系性，而课程思政是专业思政的重要组成和基础。
对于高校而言，思政的本质是育人问题[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人才培养
方案是通过一门门专业课程来实现的。有效开展专业思政建设，需要对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进行整体性
设计和一体化实施，结合商科人才培养特色和思政目标，制定落实具体的专业与课程实施方案。专业思
政要解决包括课程思政的设计、专业课教师思政能力提升、专业课程思政的评价以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的关系等问题[5]。专业思政目标明确了，课程思政才会“润物细无声”，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课程思政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最基础手段，而专业思政则是把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体系化和规范化体现。专业思政规定了对专业核心素养的总体思政要求，为深
化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专业规定性，搭建了共同的思政资源平台，营造了更好的育人氛围。建立长效运
行机制和协同创新机制，是确保“课程思政”取得实效的关键[6]。因此，课程思政既是专业思政的重要
组成，也是开展专业思政建设的重要载体。专业思政要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对专业核心素
养的总体思政要求，体现专业思政的规定性；而专业所开设的所有课程要根据专业思政要求开展课程思
政，既体现专业对课程思政的规定性，又体现课程思政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师自主性。

3. 专业思政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
专业思政的体系构建和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四个环节。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体现出本专业对人才
的核心素养要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反映本专业核心素养要求的育人目标和实现路径的设计与表
述，在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节要有机融入本专业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
专业思政体系设计的关键是专业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总地来说，专业要培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1. 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的思政育人目标
首先，要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定位，在本专业关于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要求中，对毕业生在
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要求和目标进行精准设计，明确提出专业思政的总要求，完善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以商科人才培养为例，须强调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对于个人来讲，正确的伦理价值观
促使个体做出正确的选择，易于对事物产生共同的情感从而维护整体利益；对于商学院而言，注重伦理
价值观的培养有利于全球经济领域的和谐发展。商科培养的人才是未来的领导者，思想政治必须过关，
专业思政育人理念是重要切入点，把正确价值引领、共同理想信念塑造作为“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鲜亮
底色，让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专业教育，全方位、全过程地强化“新商科”人才价值引领，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

3.2. 全面设计“新商科”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培养方案是专业育人目标及实现路径与方法的总体设计，一方面提炼和归纳专业使命、社会责任、
专业伦理和职业操守要求，构建本专业的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将专业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做出明确且可操作的描述，结合专业特征构建与之适应的课程体系。“新商科”人才培养方
案理论课程体系依据市场及行业需求、课程的内容和地位，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思路，由通识教育模块、
学科大类模块、专业技术模块、跨专业选修模块构成。通识教育模块具有工具性，注重德智体美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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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科大类模块具有系统性，注重宽知识域和专业基础理论的培养；专业技术模块具有方法性，注
重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跨专业选修模块具有开放性，注重素质和个性化培养。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设
计与构造，将专业的思政目标落实到本专业所有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中，为“新商科”
人才培养和专业思政建设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3.3. 搭建专业人才培养全方位育人平台
“新商科”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硬技能”，更要具备沟通交流、团结协作、爱岗敬业、学习
创新等“软技能”，单纯的通过课堂讲授难以实现对学生“软技能”的培养。因此，需要基于“新商科”
人才需求特点，对达成本专业毕业生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核心素养的实现路径进行整体设计，把专业
思政目标细化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形成专业人才培养的全方位育人平台。建设包括校外实习基地、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沙盘模拟实验室、专业综合实训室、大数据研究实验室在内的多个实践实训平台，
保障学生能够将课程内容通过虚拟仿真平台进行业务实践。以校企合作基地为基础，形成校内实训平台、
校外实习平台、学科技能大赛、职业资格认证平台、专业素质拓展层层推进的递进式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使校企合作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学生职业素养和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

3.4. 完善工作机制与落实主体责任
专业思政不仅只是专业教师的任务，而是全校各专业、各单位和所有教师的共同责任和任务。学校
是总体设计者，学院和系部是重要推进者，专业负责人是直接组织实施者，教师是具体实践者，党支部
是服务保障者。专业思政推进过程中，需要统筹发挥专业、系部和支部的作用，形成立德树人的强大合
力。学校和学院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处室加强绩效考核；专业负责人履行专业思政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
的责任，确定本专业的思政目标和专业思政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教师党支部发挥思想引领、组织协调、
服务保障的作用，积极搭建平台，配合系部推动专业思政建设，把育人要求有机融入党支部建设和相关
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在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4. 市场营销专业开展专业思政的探索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根本问题。商科培养的人
才是未来的领导者，思想政治必须过关，专业课思政建设及育人理念是重要切入点。当前我国的产业结
构已经全面进入调整升级期，在此背景下，新制造、新零售、新金融、新管理模式频现，对商科教育提
出了新的挑战。商科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的持续优化和创新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培养适
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商科人才，已成为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共同话题。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进行了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通过课程思政建设，把正确价值引领、
共同理想信念塑造作为“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鲜亮底色，让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专业教育，全方位、全
过程地强化“新商科”人才价值引领。本文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介绍专业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效果。

4.1. 专业基本情况
市场营销专业是一门涉及到管理、运营、会计、法律、信息传播等的综合学科。作为全校第一批专
业思政试点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在 2019 版培养方案中融入了思政目标设计，以两门平台课《商业伦理》、
《批判性思维》为重点，探索新商科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

4.2. 专业思政开展情况
1) 重新设计梳理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培养目标，融入思政育人目标。将思政育人目标分解到专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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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程中，探索思政目标实践途径，循序渐进协同所有专业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教育融进每
一门专业课程中，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原则，围绕“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
质目标”三位一体构建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在每一门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商业伦理观念、职业道德
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
2) 根据专业思政建设目标，分阶段、有计划地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通过开展部分通识课与专业
课的思政建设，以《品牌中国》、《网路营销》、《新媒体营销》等课程为先导，逐步开展所有专业课
程的思政内容建设，打造专业“课程思政”示范课，摸索经验，通过示范效应，带动专业的所有课程开
展课程思政的深入实践。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德育意识与执教能力。专业与支部紧密结合，组织全体教师进行系
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培训，教育者先受教育。有计划地遴选专业骨干教师参加校内
外相关论坛和培训交流，鼓励专业教师发表思政方面的教改论文，参加课程思政大赛，申报相关教改课
题，将教学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中，不断提升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和素养，学以致用。
4) 与校外企业共建育人平台，将企业文化、社会需求与思政教育结合，通过支部“牵手活动”，与
校外实践基地共同进行专业思政建设。通过企业的专题讲座、共建活动、企业文化培训、创新创业实践
等，让学生明白社会的需求与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最终与企业共同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业
人才。与多家机构和企业合作，以创新创业项目、品牌策划大赛、新媒体训练营培训等为实施载体，通
过思政教育、企业文化教育、学生素质教育协同育人，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同时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5) 建立“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团队，联合学生部门、校外企业实践基地等，建设“课堂 + 第二课
堂 + 实践基地”三位一体的专业思政育人团队。提高专业全体教师对专业发展与思政教育结合重要性的
认识，在 2019 版培养方案的课程大纲制订与实施中仔细推敲课程思政的每一个细节，力求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教育有效结合，提升育人成效。

4.3. 专业思政建设初步成果
通过专业思政初步建设，育人效果初步显现，主要包括：
1) 学生形成了健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的职业道德与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商业伦理
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对商科营销专业学生在未来择业与就业方面能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至关重要。
2) 师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得到提升。通过创新创业项目，使学生深刻理解作为企业运营者应该具备
的能力和素养，能认识到自身理论知识的不足，从而加强自主学习意识。通过参加品牌策划大赛，使师
生了解民族品牌的发展与振兴，从而提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3) 通过思政教育和课程模拟训练，更加深刻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同理心和团队协作意识。
学生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也更凸显爱祖国、爱人民、爱学
校的家国情怀。专业育人效果更加凸显，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越来越关注公益事业，提升
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了企业对专业人才培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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