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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
——以创作校园红色音乐剧《尽善尽美》为例
霍伟义
山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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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与责任,艺术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又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艺术教育具有美育功能与德育功能,
结合艺术教育将红色文化积极有效的融入到高校课程思政中,为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的教育环境、充实教
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等起到助推作用。
[关键词] 艺术教育；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d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education
——Take the creation of the campus red musical " As Good As It Gets" as an example

Weiyi Huo
Shandong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ho develop comprehensively morally, intellectually, physically, aesthetically, and with hard work.
Art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tasks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Red culture is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at emerged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national leaders as the co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Art education has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art education, red culture is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plays a boosting role in optimi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enriching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enriching the educational forms.
[Key Words] art education,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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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两种形态,对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精神

治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对本土文化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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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教育渗透红色文化创作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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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红色文化认同的缺乏

1.2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型

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

目前中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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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泛泛而谈,而且还缺乏目标性,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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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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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创新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

本要求相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一方面,新时期的大学生,生活条

国家领导人提出“各门课都要守好

说服力、震撼力和引领力进一步增强。第

件、教育环境、娱乐生活等发生了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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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四种思维”，融媒体时代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四力”提
升路径
彭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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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媒体平台更迭迅速的情况下,宣传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媒介融合”成为
发展趋势,也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变化,在工作实践中要求不断提升信息传播的时度效、提高信息传送的
精准度、拓展信息内容的丰富度,为了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公信力、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需要具备
“品牌思维”
“治理思维”
“数据思维”
“系统思维”
。
[关键词] 融媒体；公信力；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Cultivating "four kinds of thinking" and promoting the "four forces"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edia era
Li Pe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media platforms, publicity concept is also constantly updated."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requires the employees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working ability.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iming, validity, accuracy and richn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wor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guidance, influence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work, the employees need to have "brand thinking", "governance thinking", "data
thinking" and "system thinking".
[Key words] Convergence Media; credibility; Guiding force; influence; transmi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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