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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理念是近几年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将课程思政渗透于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活动中是
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本文则是从课程思政概念着手分析了“课程思政”下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改
革的意义，同时提出了“课程思政”下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师要树立起立德树人教育新意识、承担起为
人师表的重要职责、教书与育人协同发展教育教学新职责，此外在课程改革实践期间则需要立足课程思
政育人原则创新教学、明确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目标、深挖课程思政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评价等改革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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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he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is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to infiltrate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architectur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architectural courses under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puts forward that teachers of Higher Vocational architectural courses under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should establish a new awar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shoulde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teacher,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ractice of curriculum reform, we need to innovate
teaching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rify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Higher Vocational architectural courses, dig deep into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ptimize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other reform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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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活动在实施的时候，其不单单只是为学生传授应有的专业技能，同时还需要做好
学生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建设，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传承工匠精神，全面促进素质教育实施。“课程思政”
本就是有效贯彻与执行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理念的关键[1]，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时候，最好是以“课
程思政”作为整个教学改革实施方向，也是有效凸显全课程育人理念的关键，更是有效优化高职建筑类
专业教学的有效方法，为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及能力得以提升的关键。可是，究竟要如何做好高职建筑类
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也基于“课程思政”视角来展开了如下分析。

2. “课程思政”相关概述
“课程思政”这一词汇最开始出现于 2014 年，其主要是由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其
并非是新设计的课程，反而是属于一门全新的教育实践活动，具体而言就是思政教育与其他传统课程的
有效结合[2]，同样也是教育改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能够更好地促进德育教育效果得以提升，同时
还能有效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目的。从广义层面来分析的话，“课程思政”提倡的是将思政学科与专
业学科进行有效整合，然后基于此而展开的教育教学工作，考虑到“课程思政”建设重点以及其所涉及
到的课程部分。课程思政本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也是大思政理念与隐性思政教育理念在课程
教学中的具体表现。“课程思政”具有一定的大思政教育功能，重要是表现在其自身具有较为明显的育
人功效，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期间充分凸显出教师育人职责，深挖高职建筑类专业所具备的思政教育元
素，然后基于此来对学生展开思政、德育教育，通过合力育人的方式来促进高职建筑类专业学生得以发
展和提升，这样才能让学生在课程实践中掌握专业理论与实践的同时促进其思想价值观有效形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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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改革意义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下，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处在这种环境下如何为群众建设出一
个生态、适合居住的城市也成为广大群众关注的问题，其不仅能够促进建筑行业有效发展，同时也有在
建设与发展中带来一定的挑战。相较于之前而言，群众不再只关注城市建设的实用性，其也开始更加注
重健康、绿色、美观与舒适；另外高职建筑类专业本身就呈现出了全新的发展趋势，各类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与新方法才能让其得到更为良好的发展与提升。在新形势之下，建筑类学科毕业生自然也需
要适应市场及行业提出的新要求，这促使他们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及能力诉求，而高职院校本就是人才输
送重要场所，这种情况下自然需要及时改革传统人才培养形式，不仅要让高职建筑类学生形成良好的创
新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以及专业技能，还需要强化对于学生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素质以及正确三观
方面的教育。职业院校教育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4]，其整个内涵也在不断扩张，这种环境下高职院校
德育教育形势也有受到影响。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建筑专业课教学改革则能够为高职院校培养出正
确三观、能力素质较高的专业技能型人才。首先，“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本就有效改进了传统模式
下高职建筑类教学过分重视技能而忽视育人的教学现状，其主张在教学期间将思政教育、专业知识教育
有效整合在一起，也有效应对了新时代对于建筑类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其次，“课程思政”下的教学改
革还突破了传统局限于思政德育的教育的教学弊端，让学生在建筑类专业课程活动学习的同时也能够接
受德育教育，这有助于学生专业能力与德育品质的有效发展与提升，同时也能有效改变传统单一的专业
学科教育形式，让学生在获得专业能力与素质的同时还能得到道德培养、人文情怀与素质教育等多方面
的教育，从而真正有效实现协同育人的教育效果。最后，“课程思政”下的教学改革提倡在教学期间有
效挖掘高职建筑类专业知识内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同时还要求其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之中，主张以
熏陶与整合的方式来对专业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以此来有效挑学生思想觉悟，为思政教育范围拓展提供
良好环境，而学生综合素质及能力自然也能发展。

4.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改革教师职责
高职建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专业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之中
所占比重较大，要想真正实现高职教育育人全过程，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高职
建筑类专业教师在整个“课程思政”建设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所以教师在工作期间需要做好以下
几点：
1) 树立起立德树人意识
立德树人是教育教学活动实施的总结与规律，立德主要提倡在教学期间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的
教育与引导来有效激励、感化、引导人，而树人则是在教育期间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借助于恰
当的教学方式来有效塑造人、发展人与改变人。育人的关键还是在于立德，身为建筑类专业课教师在教
学期间一定要对自身角色形成良好的认识与定位，在课程实践期间不断提升自身立德树人意识，这样才
能将自身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价值与职能有效发挥出来，从而有效培养与引导学生成才。所以从这一点
分析的话，在教学的同时打造出一支具有良好立德树人意识的师资队伍就显得尤为的必要，只有做好这
一工作才能为“课程思政”下的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改革打好基础。
2) 承担起为人师表重要职责
常言道，亲其师、信其道。只有专业教师自身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体系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也较多，感情上更加容易与学生形成良好的沟通，可谓是学生整个专业成长道路
上的引路者。知识教育或许还可以言传，可是道德教育离不开身教，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在教学实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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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定要承担起为人师表的重要职责，在教育教学实践期间，不断提升自身道德素质、政治思想、知识
修养以及情感意志，这样才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与影响学生，从而有效促进立德树人教育目的得以实现。
3) 教书与育人能力协同发展
高职建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还需要做好教书与育人能力
协同发展。建筑类专业课程偏向于工科，而要想在理工科专业教学活动中有效渗透思政教育内容，对于
教师能力与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师在教学实践期间一定要准确意识到“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并不是用思政教育来完全替代专业教育，而是在传授专业知识技能的时候，将思政教育内容也合理的
渗透于专业教育活动中，以此来促进两者的结合与渗透。现如今科技技术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建筑领域
新工艺、新知识与新技术也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下，教师自然需要及时调整与优化教学方式，通过教学
方式与教学内容创新来有效提升教学效果，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在
教学实践期间还需要立足于高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进行合理教学，在课程实践期间注重教育教学原理
的合理应用，不断提升育人理论、实践技巧以及方式，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挖掘专业课程之中的思政
元素，以此来对学生展开正确的指导与教育。

5.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职建筑类专业课教学改革具体措施
高职建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准确意识到，其
并不是简单的课程与思政的叠加，需要教师在教学期间把握好专业课程改革核心，将学生成长教育与专
业化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专业课程育人价值来做好课程思政建设。具体改革方案如下：
1) 立足育人规律，凸显建筑类专业课程特点
近几年，高职教育教学领域招生规模有了明显的扩张，这也促使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整个生源结构
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生源途径相较于之前而言有了明显的拓宽，入学门槛因为要扩大招生也明显有
所降低，这种情况下高职学生能力与素质自然也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现状[5]。处在这种环境下，高职建
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自然需要结合实际来做好有效调整，无法
实现一蹴而就。纵观高职院校学生，我们能够发现其普遍基础知识较为薄弱、学习能力不足、学习参与
度也不高，相关课程理论知识储备量较少，但是身处在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下，他们的思维十分活跃，个
性也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教师在展开课程思政教育的时候，可以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
律来进行合理教学。高职院校是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不同之处就是其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应用技能型人
才，教学改革活动在开展的时候，可以从联系建筑类专业学生今后工作场景来渗透思政教育要点，立足
于建筑类专业学生实际情况来调整教育教学活动，因材施教来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效果。除此之外，还需
要充分认识到建筑类专业课程知识内容本身就较多，涉及到的内容有工程、自然、社会、人文等多方面，
而且不同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以及知识点也有不同，所以在教学改革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专业课程特点来
进行合理的改革，有效凸显建筑类专业课程特点，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教育教学实效。
2) 明确教学目标，构建示范课程
高职建筑类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像是建设设计、施工与管理
等多方面，整个工作压力较大。实践调查结果显示，建筑类的工程项目在建设的时候，其对于相关从业
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不仅要学生掌握工程项目经济与技术，还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能够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有效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且还需要其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为此，高职建筑类教师在
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还需要对专业课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与优化，真
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导向，立足于建筑行业特色来明确教育教学目标，对培养什么人、为谁培
养、如何培养等多方面进行思考，而且一定要确保专业教育与十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可是，在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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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期间我们却发现有些人认知上存在误区，觉得价值引领并不是专业课程的任务，应该是思政教育
课程的职责，在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教学活动实施的时候没有注重思政教育，这促使教学改革流于表面。
为了改善这一现象，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实施最好是围绕着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与机制引领等多方面教
学目标来展开教育教学，同时将思政育人目的也充分渗透于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之中，在对学生专业
理论与技能进行培养的同时增设一些建筑行业岗位诉求的思想道德目标。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教育教学
实践期间，选择一些具备示范性的专业课程来将其作为改革教育试点，主动构建出学科育人示范专业课
程，同时还需要做好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等多方面的明确工作，从而有效优化课程实施效果。
3) 深挖思政教育资源，完善建筑类课程教学设计
课堂本就是教育教学活动实施主要阵地，高职建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
方向的时候，需要在教育教学实践期间一定要深挖专业课中的思政教育资源，然后基于此来对建筑类课
程教学进行完善与优化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升课程思政渗透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专业教师可以与思
政教师形成良好的合作，通过协同合作来为教育改革实施提供良好环境与保障。思政教师本就拥有较为
系统化的思政理论知识，所以让其参与到专业教师教学指导中，能够让专业教师学会借助马克思主义立
场与观点对问题进行分析，这样就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专业诉求，从而有效优化课程实施效果。在教学资
源选取的时候，教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需要强化对学生基础素质方面的教育，这里提
到的内容有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高职建筑类专业课
程特色来展开教育，像是职业道德素养教育、法律相关教育、行业经济形势等等。教学设计一定要尽可
能改变传统生搬硬套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期间把握好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知识之间的关系，在教学期间
认真挖掘并且钻研教学大纲以及教材内容，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切入点，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其教育深
度和广度，有效促进教学改革顺利推进[6]。而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也需要及时创新，采用理论讲解、案
例探讨、角色扮演与合作互动等多种手段来有效推进课程思政活动的顺利实施，从而有效提升课程实施
趣味性和学生接受度。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建筑史相关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将其与思政教育内容
形成良好的衔接，以微课视频来为学生介绍林徽因、梁思成、齐康等卓越的建筑家事迹，让其能够形成
文化自信心以及民族自豪感，有效激发学生进取与学习精神；此外还可以为学生渗透一些绿色建筑相关
内容，以此来提高学生绿色环保意识。
4) 优化教学评价，构建专业课程“课程思政”考核与评价体系
高职建筑类教师在将“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改革方向的时候，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需要
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构建出规范且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也是有效促进课程思
政常态化发展的关键。在进行专业“课程思政”考核的时候，一方面可以针对现如今专业教师普遍存在
的重智育轻视德育的现象来展开教学，课程思政考核则可以将其交由教务管理部门牵头成立相应的考核
评价小组，对具体的考核标准来进行明确，同时还需要对专业教师教学全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价，以此来
有效推进课程思政渗透与实施，而教师教育教学主动性也能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构建出师生互评教学反馈机制，在评价的时候增设一些对于教师师德师风、德育教
学法方法合理性等方面的内容评价；而对于学生的评价则可以将学生品德素质也纳入到评价之中，从而
有效提升评价效果。

6.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教学活动实施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高职教育教学本身就不是简单的技能教育，
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工作在实施的时候，不能只是以技能培训为主，还需要注重“课程思政”，
在教学课堂上基于“课程思政”理念来做好教学改革与创新，这样才能有效提升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教
DOI: 10.12677/ve.2021.103022

140

职业教育

高春

学实效，让学生获得良好理论与技能的同时，还能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认知以及职业素养，从而最大程度
提升教学改革实施效果，为学生全面发展与提升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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