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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新形势下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要求。目前英语专业课程局
限于语言教学,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为充分发挥语言教学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需要对英
语专业课程进行重新定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本文以我校英语专业基础课程《基础
英语》为例,从教师、学生、课堂和课外几个重要环节粗略地对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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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f the Basic English Course
CHEN Fangfang
City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t present, English major courses are limited
to language teaching, ignoring th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to promo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position the English major curriculum and comb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language teaching.
Taking Basic English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English maj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rom several important links of teachers, students, classroom and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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