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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学生传统思政课程的进一步延伸,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
学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传统的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能力,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考核并不严
格,学校教师也是以讲解专业知识为主,对于专业知识包含的思政元素并不注重,这也导致培育出来的学
生,很多有才无德,对社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因此在课程中加入思政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对于
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专业课程教育开展思政工作的意义,然后找到高等院校
开展课程思政的困境,最后提出高等院校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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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construction is a further extension of students'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which is conducive for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healthy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is not stric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assessment of students.
School teachers also focus on explai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with
talents and no morality, which has a lot of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ociety. Therefore, ad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the curriculum can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three view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long-ter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ducation in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n finds the dilemma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Key words]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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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定课程标准的思政任务和培养目标
思政任务
培养有担当的
国家接班人
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
学生素养
学生能力
知识能力

培养目标
具有爱国意识,树立正确价值观,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怀有家国情怀,
对中国的优秀文化积极传承、维护国家利益。
具有社会担当,高职道德情操、三观正确、孝敬父母、爱岗敬业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
坚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观,求真务实、具有坚韧的毅力、勤奋、创新、
求真务实、科学创新的青年。
做人：开拓创造、责任担当、人文情怀
做事：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
创新能力、动手能力、适应能力
项目引领,创新学习；
校内外结合,协同学习；
自我学习,终身学习；
专业技能,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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