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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的建设关系到高职院校后期的立身之本,也是高校进一步提升立德树人成效的基
础性工程、系统工程以及战略工程,这对于处在高职院校一线工作的专业教师来说,如何能够进一步深入
挖掘课程教学当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怎样能够更有效的开展或实施教学工作,成为了整个课程建设过
程当中最大的难点。由此,本文主要以“浅谈高职院校中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作
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改革,不断探索其中的思政元素,并进一步
深入挖掘,为后期培养出更加全面的综合性专业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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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Art Desig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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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s related to the found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ir later stage, and is also the basic project, systems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strategic
project for colleg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ivating moral and human beings, for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s who are working in the front lin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 can we further tap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teaching, how can we more effectively carry
out or implement the teaching work, has become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n the entir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necess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of art
desig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hoping that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art desig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can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further in-depth mining, for the later training of mor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s to lay th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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