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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近年来备受关注，强调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对于中职学校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本文通过课程思政的相关文献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课程思政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
了梳理，认为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对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具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课程思政，中职学校，现状，趋势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Yajie Li, Yingkui Chen*
Master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th

th

th

Received: Mar. 15 , 2021; accepted: Apr. 20 , 2021; published: Apr. 28 , 2021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emphasizing that
all kinds of courses should be in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which have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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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nalyzed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ed talents needed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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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04 年以来，中央就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学科德
育”课程改革；2010 年之后，国家更加注重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2014 年之后，将德育纳入教
育的综合改革中，不断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2016 年“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创新”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和设计。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又重点强调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中职学校对于课程思政研究相对较少，并不是中职学校不需要，而是
中职学校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将有利于发挥思政课的育人功能，改
善中职教育的困境，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研究概况及课程思政的内涵
2.1.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研究概况
本文以“中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检索到 92 篇相关期刊论文及会议，时间节点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从中发现 2019 年之前是没有相关研究的，2019 年进行相关研究的有 12 篇文献，2020 年
有 68 篇，2021 年目前只有 6 篇，还相对较少。总结来看，关于写数学、语文等公共基础课融入课程思
政的文章相对较多，而关于文献综述类的文章较少。

2.2. 课程思政的内涵
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对于中职学校实施课程思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课程思政的概念的界定，
本文将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归纳如下(见表 1)。
Table 1. The connot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表 1. 课程思政的内涵
作者

课程思政的内涵

田梓腾(2020)

课程思政包括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概念，其中课程指的是学生在学校中学习的学科以及进程，
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社会或者社会群体根据一定的观念、道德规范对成员进行有目的的影响，使其能
够形成所具备的思想品德的一种实践活动[1]。

陆丹丽(2020)

“课程思政”强调要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且要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各种
体制机制中，如学科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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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文艳；王丽娜(2020)

课程思政主要包含以下元素：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核心价值观；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三是法制意识及职业规范；四是学生发展中必要的素养要求[3]。

文学(2020)

课程思政就是在教学中提取学科中的思政要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要求教师在每一
个教学环节中有意识、有计划地融入思想教育要素，形成德育渗透，使学生成长为符合国家发展要求
的合格人才[4]。

李虹(2020)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5]。

郑长青(2020)

“课程思政”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外，借助专业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6]。

谢晶星(2020)

“课程思政”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和改革中，是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认为
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教学方式是提高“课程思政”实效性的关键[7]。

苏晓辉(2019)

课程思政，就是需要各类专业课，甚至是全校所有的部门协同起来，通过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共同
完成好立德树人的使命[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加工整理。

综合国内学者对于课程思政内涵的解读，本文认为，课程思政就是既要上好思政课程，也要进行专
业课与思政课结合起来，通过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进行全方位的育人，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3.1. 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意义
3.1.1. 有利于培养新时代国家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王丹丹[9]、侯雨欣、侯建东[10]等人认为很多青年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容易受外界不良思想的冲击，
而中职学校作为培养新时代国家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载体，进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入，通
过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结合来引起学生的共鸣，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使其
能够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培养出精益求精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技能型人才，使其能够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技能型人才，使其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的需要。中职学校把思想政治课程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对于培养出新时代国家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3.1.2. 有利于促进中职学校的整体发展
管延菊[11]等人认为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有利于整个思想教育能够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有
利于解决专业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对于中职学校的专业课发展意义非同凡响，这显然可以增进中职学
校专业课对于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生活的适应性，培养出新时代国家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提高
中职学校的社会地位，实现中职学校的立德树人，进而促进中职学校的整体发展。
3.1.3. 有利于促进中职学生素养的形成以及能力的提升
潘莉萍[12]、李菁[13]认为中职学校的教师通过平常的教学活动，挖掘教材中存在的有关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秦署[14]等人认为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不仅
有利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培养，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可以激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职学校融入“课
程思政”理念有利于促进中职学生更好的学习专业技能，促进自身职业发展，中职学校的学生通过思想
政治课程的学习素质能够得到提升，人格方面更加健全，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毕竟中职学校的学
生进入社会的时间较早，通过良好的思政课程的教育与启迪能更好的促进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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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于学生个人来说，“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促进学生素养的养成，形成正确的三观，更好的进
行专业课的学习，提升个人能力。

3.2. 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存在的问题
3.2.1. 中职学校对于“课程思政”理念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保障机制
刘嘉琛[15]等人认为课程思政推行正在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课程思政在我国高校已经推行相对
较久，但对于中职学校来说认识还不到位，中职学校的管理层对于课程思政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忽略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职学校在进行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没有创新性，中职学校的专业课忽视
了育人方面的培养，中职学校的教育落后，只关注自己本专业的课，对于其他专业的课以及学生的生活
不闻不问；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存在一些学校就是单纯的完成上级的要求，形式主义色彩严
重。中职学校保障机制也不够完整，缺乏一些制度以及硬件设施的保障。总体来说，中职学校仍然未能
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使之不能与家庭教育融合，学校内部以及学校外部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
没有完整的制度保障，各方面资源不能够充分利用，也没有相关的平台支撑。
3.2.2.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内容不够完善，专业课未能与思政课有效结合
刘玉川[16]等人认为课程思政的内容不够完善，专业课教师不注重与思政课教师的沟通，所讲的内容
可能与国家要求的思政内容存在一定的差距，最终将会影响教育的质量；专业课中挖掘思政方面的元素
难度较大，从专业课入手，与思政课相结合，找准专业课与思政课衔接的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职学校没有把专业课、实践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起来，这将不利于学生素养的提升以及专业知识
的学习，课程思政在内容上缺乏亲和力，内容上理论性太强，缺乏实践性，很容易造成“假大空”的现
象；还存在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没有融合、课程的内容没有与社会资源整合等问题。思政课程对于各类
课程没有达到统一的要求，或者要求并不明确。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内容不够完善，专业课未能与思政
课有效结合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3.2.3. 教师教育理念跟不上时代发展，教学方式缺乏创新
常国泰[17]、李小燕[18]等人认为教师方面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对于课程思政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即使认识到位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得不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教师以
及学校管理人员教育理念的陈旧，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辅导员，任课教师，班主主任没有形
成一个合力，不能达到协同育人的作用，教师存在一些误区，教师认为只要把专业课教好就行；“课程
思政”学校内并没有达到思想共识，学校管理者，专业课的任课教师以及思想政治课的专业教师都认为
不是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教师的角色需要进行转化，教师需要树立新的教学理念，需要储备思政方面
的专业素养，需要创新教学方式；中职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教师教学方式方法老套，没有新意，并且
教师的教学并没有与实践活动相关联，教师所讲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相差较大，不利于学生素
养的提升；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够具有吸引力，课程思政的时效性有待加强；总之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
教学方式缺乏创新，是影响中职学校课程思政推行的一个重要问题。

3.3. 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对策
3.3.1. 中职学校要引起对课程思政的重视，完善保障机制
高艳[19]等人认为中职学校要引起对课程思政的重视，优化考评机制，通过德育因素的融入程度以及
融入效果来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增加对师德的评价，以更加具有综合性得考试来评价学生的能力，注
重学生的道德评价，要运用多种评价方法来评价教师，运用专业课和思想政治两种课程进行评价教师，
DOI: 10.12677/ve.2021.102014

89

职业教育

李亚杰，陈英葵

也要采用多种途径来进行评价学生，比如日常观察，实践活动等，不能以分数为重。以此来引起教师和
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中职学校还要建立良好的思政激励体系，适当的奖惩来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
极性，更要完善思政教育责任机制，形成中职学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合力，优化思政教育提升机制，为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增添动力，再次要创新思政教育考评机制，激发中职学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活力，此外中职学校要提高思政教育治理能力，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学校领导要引起重视，加强管理，
教研室以及各个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还要注重明确教师的职责。还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强教师的
思政思维，使教师成为中职学校的课程思政育人驱动力；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学校方面应该
进行统筹规划，加强“课程思政”的体系建设，以更高的要求进行“课程思政”融入教育的全过程，还
要以课程为载体，注重课程三维目标的实现，发挥课程的价值引领作用，而中职学校要进行教育教学改
革，进行改进教学培养方案，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进行教学手段的更新和教材的建设，重视“课程思
政”课题的研究，进行“课程思政”体系的创新。要建立好保障机制，需要各个部门的领导进行相互配
合，有利于“课程思政”的整体建设。总之，中职学校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学生都要引起对课程思政的重
视，还要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3.3.2. 中职学校要完善课程思政的内容，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
侯东方[20]等人认为要结合专业课来融入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以课程为载体，把重点集中在立德和
树人两个方面，挖掘中职学校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再主动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
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等，将课程思政的内容更加完善，使学生既能学到专业知识，又能受到思想
方面的启迪。教师可以挖掘专业课中以及专业技能中的思想政治元素，通过各个方面资源的整合，把这
些整合的课程思政相关内容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发挥课堂的重要功能，以专业课知识以及技能为载体，
提练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相关精神，找到专业课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从细节入手，而不
是生搬硬套，以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学生知情意行的统一，使学生
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国家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3.3.3. 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提升自身素养
陈文娟[21]、林晶[22]等人认为要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思想道德，对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使
教师具有思想政治方面的相关能力，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方面的素养，以及提高教师的育人能力，做到
因材施教，教师要进行教学手段的更新和教材的建设以至于更好的促进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建设。教师
要转变教学理念，因为在中职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并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教师
还应该创新教学方法，增加课程的丰富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教师
应该做到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方面的素质，使教师认识到自身思想政
治素养和专业素养提高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发挥专家引领的作用，使教师在专家的带领下不断的学习，
促进教师的快速成长；要注重发挥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不断的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丰
富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使所教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融合，在具体的教学方面还要以学生为主体，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中职学校的教学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教师应该善教乐教，诲人不倦，承担思政
教学的相关责任；刘多文[23]等人认为教师应该合理制订教学目标，中职教师在深刻了解学科方面的核心
素养后，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师还要注重开展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丰富思政课堂的形式，
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更要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思政
课堂更加的有效直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也要构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来促
进学生专业课的学习，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政治与生活以及专业课的距离越
来越近。教师要进行教学活动中的创新，在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懂得爱与责任，进行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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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面的教育，此外还要注重在校园文化中营造思想政治的氛围，校园文化也是一种观念体系，它能营
造特定的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更好的启发作用和感染力，通过校园文化这种隐性课程来焕发学生的
生机与活力。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关键看教师，教师要不断进行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育
意识和德育能力，教师还要挖掘教材中的思想政治方面的思想，教师要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还要摆脱
固有的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学好专业
课基础的同时，增加综合素质方面培育的内容，还要注重改变传统的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进行各种各
样的训练，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要注重发挥好“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的关键作用，还要重
视利用好网络资源，进行网络方面的教育，实现学生思想方面的启迪。总之，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
育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活动的形式，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
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与思想政治素养。

4. 结语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到国内学者在该领域
研究中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学者对于课程思政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对于中职学校
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都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课
程思政作为新提出的教育理念，还未成熟，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究，正如文
中所述，中职学校的课程思政的研究对于课程思政的内涵，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较多，从
教材和课程的角度分析较少，很多学科的研究还尚未涉及，以及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数据
分析少，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简单等问题。所以要从多个维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中职学校融入课程思
政的研究，对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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