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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高校公共课程《艺术导论》课程教育教学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研究《艺术导
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方法,将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艺术导论》课程教学相结合,进而不断优化课程自身
的特性,通过深化和进一步明确教育教学目标为导向,借助“优化教学内容、拓展教学资源”的方式进一
步促进新时代背景下《艺术导论》课程的发展,为全方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出符合现当代时代发展
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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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Art" course under network
background
Qiong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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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current college public
course Introduction to Art, further study the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of Introduction to Art, comb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Art, and then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itself, by deepening and further clarifying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With the help of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expanding teaching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roduction to Art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will be further promoted, which will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all aspects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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