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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坚持立德树人,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思政“主阵
地”、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强化示范引领,强化资源共享,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将思政工作
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构建全员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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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central link, and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o as to achieve full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dhere to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teachers
as the "main forc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in position"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main
channel", strengthen demonstration and guidance, strengthen resource sharing,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build a pattern of all staff and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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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社会竞争生态背景下,应试教育模式中走出来的

展思政课程建设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高校外语教学的内涵式发

学生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不仅是由于社会发展对人才

展要求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学的质量。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课程

需求越来越精、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与高校是否将贯彻落实立德

思政符合高校育人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国家建设要

树人根本任务作为自己的育人宗旨亦有很大的关系。高校育人

求。英语教师必须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因素进行有机的结合,

工作中,英语教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生不仅能实现知识与技

力求思政与英语教学内容的碰撞,让学生在探究英语知识的过

能的强化,还能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坚

程中对思政知识进行讨论,对自身道德素养进行反思。这不仅能

定的政治立场。基于此,将课程思政与高校英语教学进行有机的

剔除应试教育中“注重知识,轻技能”“注重理论,轻思想”“注

结合能为学生带来丰富的学习内容,为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奠定

重掌握,轻实践”的教学陋习,还能促进高校英语教学质量的提

坚实有力的基础。

升、教学格局的开放。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对英语人才的职业化

1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英语教学的意义

要求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为了使得高校英语教学与学生的就

1.1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因素的重要性

业需求更好地衔接,英语教学更多的关注提升学生用外语进行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能强化学生的综

实践和工作的综合能力,将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高素质英语

合素养,这为促进高校育人质量的提升、办学影响力的扩大带来

专业的人才作为重要的育人导向。

了积极影响。高校英语既包括公共外语教学,又包括专业外语教

1.2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因素的必要性

学,因此,其覆盖的学生面范围较广,相较于其他专业课对于开

英语教学是一种语言类教学课程,兼具着文化、价值观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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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教育的使命,因此,将课程思政融入高校英语教学与落实立

教材中拥有许多思政教育因素,包例如传统文化、品德教育以及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一致。英语教学内容往往会涉及到外国文

家国情怀等等。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将英语教学与这些德育元素

化知识,若是教师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因素则会造成教

有机融合起来,充分发挥出第一课堂的育人功效。

学内容的失重,这对于社会阅历浅显、分辨是非善恶能力不够完

2.3着力开发英语教学第二课堂,打造网络第三课堂

整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伴随着学生学习内容的

丰富多彩的思政实践活动能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思政知识

增加,学生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且更加认同的背景下,学

的积极性,深化学生对思政理念的解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

生可能会出现价值观偏差的现象。这不仅会造成学生核心素养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英语相关社团、英语话剧表演、英语配音大

的发展偏离学校的教育宗旨,也会让学生忽略传统文化的功能

赛等。此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参与英语演讲竞赛,志愿者等

与价值。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思政因素能帮助学生塑造

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和机会,让学生在形式多元的

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有助于学生民族自信心的强化与正确政治

思政实践活动中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果,达到帮助学生巩固思政

立场的坚定。二者的有机融合不仅能更好的突出英语教学的积

基础的教育目的。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价值能强化学生的

极育人价值,也势必成为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实现内涵式发展

思政自觉性、提高学生的思政觉悟性,学生的学习过程将更加主

的核心途径。

动。这不仅能让学生从被动学习主动转换为积极学习,还能推动

2 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思政因素的策略与途径
2.1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作用

思政教育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全面性建设与发展。
时代的飞速发展将信息技术与高校英语教学进行了良好的

首先,英语教师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刻认识并认同

交融,以网络为载体的第三课堂越来越重要,网络课堂也使得课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具有革命教

程思政更加鲜活。因此,借助各种途径邀请学生参与到以网络为

育属性的；要明确教育目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用英文讲述

学习核心的思政知识的探究之中。例如教师可以在学习通平台

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古诗词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神话故事

上发起“中西方消费观念”的主题讨论,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整

等。其次,中国大学生应以史为鉴,学习英语绝对不是为了崇洋

理和归纳相关资料,对比中西方消费观念的不同情况,了解我国

媚外,而是为了通过学习英语语言知识,更好地学习吸收和借鉴

传统消费观和西方的不同。这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到及时行乐、

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最后,

拜金主义、攀比虚荣的消极生活态度是非常影响自己健康成长

教师需涵养高尚的育人情怀包括爱国情怀、职业情怀以及互助

与全面发展的,还能为学生带来更多内容积极的学习资源。这有

情怀等。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给学生讲述一些老教师的爱国精神,

助于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正确树立,学生能在各类文化背景的

例如西南联大老教师的爱国精神,西安交大老教师的西迁精神

加持下拥有清晰的道德界限。

等。不仅要重视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还应当将满足学生的
需求、为学生带来极好的学习体验作为重要的教学导向,帮助学
生提高网络风险意识等。尝试运用互动式、专题式、讨论式等
多种教学形式。在讲授词汇时,可将文化典故、谚语等融入其中,
让学生既学到知识,又感受了我国文化的魅力。
2.2挖掘英语教材中的隐性思政因素
课程作为思政课程建设的有力载体,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
高校英语教学体系建设,深入挖掘英语教材中的隐性思政因素,
这为在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思政知识体
系、提高教学内容的政治站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师在英
语教学中,要将学生作为课堂中的主体,根据实际学情挖掘学生
的就业需求,合理的将思政因素融入教学活动之中,将学生的视
线投掷到更远、范围更宽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上,
培养兼具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外语应用能力的新时代外语人才。

图1 网络第三课堂

这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社会事业,还等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心。通

2.4统筹规划,制定合理的评价机制

过了解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引导学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体

任何教学活动都需要合理的评价机制。为了将思政课程理

制的先天弊端,增强学生理性认识与情感；在词汇教学中,教师

念更好地融入高校英语教学,学校必须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

可以将成语或者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作为课外延伸内容,为学

系,为落实精准评价、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

生带来内容丰富、过程完整的英语学习活动。这不仅能让学生

这就要求英语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评

在产生实践学习行为的过程中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与

价共同为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英语教学而努力。学校可以定期举办

历史意义,还能更好的抓住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并且,高校英语

一些课程思政讲课大赛,教师通过互相交流学习,进一步完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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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同时也可以组织交流讨论,组织英语教师走出去到校外
学习,把名校优秀教师请来,传授经验,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技能的同时融入思政因素,保证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基
于此,重视、践行、推动思政教育与高校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
是提高学生社会认知与个人视野,促进高校英语教学质量提升
和进步的必由之路。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还能帮助学生明确多元文化的交涉界限,
有助于学生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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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扩大。高校作为培育、输出高质量综合型英语人才的
主阵地,英语教学必须要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在强化学生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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