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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教育中实现育人目标就要实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国家领导人曾在会议中提出了高校
课程思政的改革举措,高校课程思政也是当前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实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重大。高校课程思政彰显办学方向,巩固指导地位,遵循育人规律,落实根本任务,完善育人体系,占领思想
阵地,而且还可以提高专业教学实效。高校实施课程思政就要依靠教师,服务教师,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加强学生的转化能力,强化主体责任意识,这样才能获得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果。
[关键词]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价值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he Value and Practical Strategy of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aoqiang Pu
College of Ocean and Meteorology,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National leaders once put forwar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in the mee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talents.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olleg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highlight the direction of running a school, consolidate the guiding position, follow the law of
education,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occupy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ly on teachers, serve teachers, adhere to the method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trengthen students' transformation 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obtain the resul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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