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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务英语专业是国际商务与英语语言相互渗透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应用型的专业,深入挖掘商
务英语专业课程的思政内涵,提升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对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研究分析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的现状上,提炼出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六大主要的思
政需求点,充分融合思政教育和《综合英语》课程,深入分析了商务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的四大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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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Reform of Business English in

Comprehensiv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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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siness English major i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nglish language to
form an application-oriented major. It deep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and improv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 courses, which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business English students, extracts the six ma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eeds of business English
students, fully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nglish course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four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reform of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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