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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课程在内容上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天然的、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
大学语文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具有极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结合我院具体情况,着眼大学语文
课程操作实际,从具体的实施措施入手,探索大学语文课程与思政元素相融合的方式方法,以期给大学语
文课程建设汇入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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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llege ChineseCurriculum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Lili Zhu
The Army Infantry Academy of PLA
[Abstract] College Chinese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ts course content and ideological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natural, close connection, which makes the collegeChinese cours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has a strongfeasibility and operabilit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our
collegefocusing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implementation
measures,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ing collegeChinese cours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order to introduce new ideas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Key words] College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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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大学语文课程是我院学生人文社会
科学文化通用基础必修课程,教学对象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在此大背景下,各学科将思政教育

涵盖所有大一新生。学生虽在基础、能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是大势所趋。大学语

力等方面有差别,但是大都思想活跃、善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

文课程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

于思考,理解能力较强,乐于与教师探讨

人、全方位育人”。2017年12月4日,中共

途径；是开阔文学视野、培塑人文精神

交流,且学生普遍认同本课程的地位和

教育部党组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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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学习兴趣浓厚。因而在授课过程中,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文件要求：“大

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而展开,完全可

可充分运用这些特点,进行“思政教育”。

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

以润物细无声地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语

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

文课程中,达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

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

目的。大学语文课程有将思政教育融入

用优秀文学作品传递出的先哲智慧

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

课程的有利条件,但作为独立学科,又有

和奋进精神,启迪学生丰富认知,开阔眼

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

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在融合思政元

界,关照当下。如在讲解杜甫《羌村三首》

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

素进课堂的过程中,教师需立足大学语

时,就不得不提到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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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程本身,采取既能突显思政元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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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思政”的要求。 2019年5月21

能保持学科特点的措施。

上”的理想信念给士大夫阶层烙下的深

日,国家领导人到我院视察时指出,学校

1 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对象
相融合

刻印记,不得不言及作品中透露出的人

是立德树人的地方,必须坚持正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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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对人文精神、担当使命有了新

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对学生进

会,对比之下,具体感知祖国的强大,人

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提高了文学素养,坚

行思想道德教育、人文精神培育更深入

民的幸福,进而理解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定了理想信念。
《孙子·计篇》为学生的

人心,效果更好。

之重,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同民族文

职业修养提出更高的标准——智、信、

2.2对“隐性思政元素”的挖掘

化,增强报国之志。再如杜甫《羌村三首》,

仁、勇、严,而这“将之五要”学生只了

大学语文课程内容蕴含着大量的隐

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安史之乱”来

解表层意思,授课时对此进行深入讲解,

性元素有待挖掘,对隐性思政元素的挖

体会作品中抒发的离乱之忧,从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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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职需求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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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的范本,含有可以与学生

要想了解一篇文章的真正意蕴,就

精神层面融合的思政元素。如高适的《燕

需对作者有所了解。中国古代名家名士

歌行》,通过对战争利弊的分析,对战场

众多,他们或风度翩翩、气节高尚；或忠

对隐性思政元素的挖掘也不能忽视

指挥员职责的研讨,引导学生进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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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城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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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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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显性思政元素”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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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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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词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词起源于
民间的有效证明材料是《敦煌曲子词》

表现了士兵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爱国

对隐性思政元素的挖掘,不能忽视

一书,本书的集成过程饱含着中华民族

主义精神；屈原的“霾两轮兮絷四马,

时代背景。一般而言,文学作品的创作主

的耻辱,因而确定讲授词这一文体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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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

统文化中,正直人品、君子人格一直为世

中国各个地方有哪将些作家在此地出

种手段使课堂教学更活泼,寓教于乐,让

人所推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了一

生、在此地去世,在此地活动和创作、

学生 乐 于 接 受 教 育 ,从 而 提 高 教 学 效

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一直为世人所不耻。如

和哪些人一起交友互动,并能按时间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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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了物质利益而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

后顺序生成作家的行踪图。在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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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讲授方式,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尊

工具,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尊重,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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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作者本来的意图,在主题一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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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脉络体悟封建王朝的兴衰,引导学

下,打破文本原有的叙述方式,以故事

与思想政治素质密切相关。以“诚信”

生与当今社会进行比对,从而感悟当今

的方式呈现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为话题开展辩论,探索诚信为什么会缺

中国的强盛。

让学生主动学习。

失的原因,引导学生认同在任何情况下

“讲故事”不需要讲过多的心理活

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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