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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落实高校“课程思政”这一全新的教学理念和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上做出积极响应。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教材的利用及课
程的设计上。笔者在分析以上问题的基础上,从教材利用、教学设计及教师能力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实
施高等职业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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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for Implement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of College Englis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Jing Zhao
Yunnan Medical Health College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new teaching concept and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ade positive
responses in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teaching content. However,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design of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bove
problems, 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ide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in English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er abi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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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的视角探索语言知识技能和人
文思想的生态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语言生态观,优化语言生态环境。利用
现代语言技能增强自己国家的语言能力,
透彻地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问题,并能准确且熟练的运用
英语为媒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
界各国正确了解中国的态度和观点。
教师们必须利用好大学英语课堂引
导教育学生们传承中华文脉,成为富有
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拥有
中国梦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使大学英语
1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框架（改变自文秋芳 20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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