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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教学改革的热点话题,是高职院校课程建设改革的新方向,是体现教师育人能力的
新指标。在线教学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其广阔的受众面使得课程的影响远超出普通课堂,将课程思政融
入在线教学,是必要的教学改革。本文研究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到线上教学,旨在将传统课程进行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应用于在线网络教学课程。探索和应用在线教学的课程思政融入,解决以往传统课程思政
改革影响局限性问题,通过网络课程特色,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扩大课程育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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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hot topic of teaching reform, a new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 new indicator of teachers' ability to educate
people. Online teaching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and its wide audience makes the impact of
courses far beyond ordinary classroom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on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online teaching, aiming at
applying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ourses to online teaching courses. We
should explore and apply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nline teaching, solve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ast,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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