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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计算机专业是我国工科专业的一大支柱，本文从计算机专业与课程思政的政策、历史、实践生成规律分

析了课程思政对该专业的重要性，进而推进了课程思政走进专业课程的转换可以由该规律进行创造性转化，从制度到

观念、再至微观层面的实际教学均与课程思政相联系，使其贯穿铸魂育人的全过程，实现计算机专业全员全程全方位

的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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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uter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one of the major pillars of engineering majors in my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to the major from the policy, history, and practice 

generation rules of computer majors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then promote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transformation can b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by this law. The actual teaching from the 

system to the concept to the micro level is connected with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o that i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soul-build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nd reali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puter majors. 

Educ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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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深刻的指示，强调将立

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环节、贯穿教育的各领域，坚持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2020 年 5月，教育部印

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了“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突出了以专业课程为载

体的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于高校计算机专

业而言，应该进行以人为本的专业课课程内容创新与

实践新探索，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对接，有效

落实“三全育人”；将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课程思政

的教学目标协同起来，通过专业课程的知识以及课程

思政的隐性教育作用，使得学生不仅能掌握工程知识

与伦理，更能具有家国情怀、政治认同、文化自信以

及大国工匠精神展。 

2  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思政的教育规律 

高校计算机专业思政课程的建设必须从其内在规

律进行探究，“思政寓于课程”与“课程承载思政”不

是单纯的加和或理念的灌输，而是课程与思政的有机

结合，是高校计算机教师从立德树人、以身作则的角

度出发，通过明确专业课程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

梳理教育政策中思政中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挖掘教

育内容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各类资源，以渗透的

方式作用在计算机专业的各类专业课程中，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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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改革路径规律 

从政策发展规律来看，我国从 1987年《中共中央

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已经

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学工作结合起来”的

原则。该阶段要求业务教学中应当适度与思想政治教

育相联系，但此时期我国还未将计算机专业或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列入高校专业。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启动了高等理科

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计划，并批

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由复旦

大学等九所学校组成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分类、

分层次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思路
[1]
。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含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

机软件、计算机科学教育、软件工程、计算机器件及

设备等专业。此时，我国致力于发展计算机专业技术，

力求在专业上培养具有计算思维能力和设计计算解决

方案、并且能够实现基于计算原理的系统的能力的学

生。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国家又启动了 35

所重点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建设工程，力图探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等类的专业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

和方式。 

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强调“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要求“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2017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意见》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相继提出了“三全育人”理念和“十大育人体系”，

使得课程思政转换为国家战略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课

程思政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此阶段工科类高校或

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均含有有思政课程，但在

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中，主要注重学生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几乎没有加入思政元素。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提出了高校课程思政的内

容体系：“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主线，

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制意识、道

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明确课程思政

建设四个方面主要内容：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化职业理想和职

业道德教育。”  

2020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重点突出“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 

2012 年教育部思政司公布了首届全国民办高校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评选活动结果，特等奖 5项，

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31 项，优秀奖 78 项。2021 年

教育部公布课程思政师范项目名单中，确定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699 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699 个、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30个。 

2．2  历史回溯规律 

纵观历史，课程思政是一种思政教育理念的传承，

通过在计算机专业的专业课程中增添思政元素来让学

生感受到文化传承内涵中的道德涵养。马克思主义将

教育贯彻于无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最先进的工人完

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使人类的未来，完

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
[2]
。强调在知

识传授中凝聚价值念，在价值引领中积攒文化底蕴，

注重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与自我反思中实现内在统

一
[3]
。 

在我国孔子于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从“文”即文献、古籍说明智育的重要

性，而“行”、“忠”、“信”从德性、忠诚、信义，即

从德育的范畴阐述了立德的重要性。左丘明于《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个人建

功立业的前提明确为“立德”。在先秦时期《管子·权

修》提出“树人”的概念，“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

年之计，莫如树人；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即在教育

中树人是从长计议的，是亘古不变的使命。康德曾将

星空和道德律用神圣恒久和日新月异来形容，皆在突

出德的作用。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以及“因为道德是做

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

也无甚用处。”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教师，需要时刻谨记“使举国

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

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

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

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明白少年才是我国的未来，

即学生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保证。其中，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有文化、专业

知识过硬，而且要有道德、有纪律、有理想。 

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应通过自身的示范和引导作

用，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使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明白

自己要先成人，再成才，要将中华文化内化于心，将

自身专业技术的提高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即

＊基金资助：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数据驱动下的

独立学院理工科课程评教研究，2021J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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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有“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奋勇。 

3  高校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思政的建设

发展 

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是高校重要任务之一，

高校计算机专业将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是计算机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

措。推进课程思政要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三者融为一体，贯穿铸魂育人的全过程
[4]
。 

3．1  顶层设计与指导思想相匹配 

我国是高校是社会主义大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最

终目的要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所以，高校计算机专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计算机学院应将价值导向、科学精神、人文

内涵等从顶层设计中开始渗透，意在培养具有德才兼

备、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独立个性的计算机专业的

学生 。 

在高校与计算机专业的关系上，高校课程思政要

建立多级联动的保障机制。首先建立课程思政中的管

理机制以确保提升教育的实施，其次要建立长效的教

育成果保障机制，还要将学生能够接触的具有较大影

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联系，形成联

通、联动、整体的育人机制。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约

7万人，2005年以来共培训思政课教师 20余万人次，

专职辅导员 13万人次，兼职辅导员 5万多人次，截至

2020 年 11 月，登记在库的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

师总数为 106411人，首次突破 10万人大关，比 2015

年增加 44290人。 

“十三五”时期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均增长率达

14.4%，其中专职教师由 2015 年的 43353 人增加到

71749人，五年共增长 65.5%。高校要从顶层出发，通

过设置学校的规章制度，建立并实行以校党委书记为

第一责任人、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形

成权力集中、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的思想政治

工作先进小组，整合全校的资源，带动各部门其他教

师成员，各部门之间相互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目

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党员211万，学生党支部7.96万个，

占总数的 7.7%；全国高校教职工党员 125万，教职工

党支部 10.06 万个，占总数的 56%。学院应将学生党

员与教师党员进行联动，加强专业意识与党的思想的

融合。 

在计算机专业大方向上结合工科专业教育认证，

即 在 计 算 机 专 业 教 育 认 证 上 遵 循

OBE(Outcome-Based-Education)核心理念
[5]
。该理念

同样从“毕业要求”一项中体现了课程思政的思想，

其不仅包含了工程专业领域的要求：在价值传播中凝

聚知识底蕴，还涵盖了与工程设计相关的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能力与

素质要求，同时强调了在知识传播中的价值引领
[6]
。

计算机专业从顶层制定专业培养目标要统筹内部和外

部需求，内部需求遵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身心发展的

顺序、教育教学规律、学校办学宗旨、定位等；外部

需求满足我国当前的教育目的
[8]
，体现宏观需求；满

足行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从而构建良好的、

与社会相适应的专业知识、技能结构，体现微观需求。 

3．2  教学质量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教学活动是一个即需要外部相互协调，又需要内

部相互协调的系统，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且必

须紧扣，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大纲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相互作用。目前，诸多学者从专

业和具体课程的内容的结合，从中挖掘课程内容中蕴

含的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
[7,8]

。 

教学对象是学习的主体，其个人能动性是促进其

学习效果、学习能力的提升的核心因素。而在教学过

程中，只有当教学对象存在主体意识，才能具有能动

性，才会在学习中根据自身发展、社会发展的需求并

结合自身现有的经验，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实现

自我教育，把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文化内涵、观念

意识、行为规范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取向。故而计算

机专业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将思政元素带进课堂，培

养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形成正确

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在引导过程中，计算机专业

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将思政内容坚定，结合本专业课

程，传授真理、叙述事实，所引用的例子等均为真实

可靠的。 

计算专业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让学生本着对

自己负责的态度接受课程内容，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意

识到自己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当下所进行的专业学习

是密切相连的，让学生将自己的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

相联系，激发学生求知内驱力，提升学习的自我效能

感。 

在教学计划方面，计算机学院应该根据国家的教

育目的，学校的办学定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决

定计算机专业教育的内容和结构
[7]
。此外，还必须贯

穿全员育人的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专业

教育、教育计划中，并结合社会实践、求职创业，充

分发挥寓思政于课堂的显隐性作用。 

在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制定教学大纲时，教师不仅

要考虑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知识、能力、教学进

度安排、教学方法以外，还要兼顾价值观的教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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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课程思政理论。即该门课程要传递何种价值观、使

用什么样的经验传递、如何有效的组织这些经验、如

何传递该价值观以及要传递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人类文

明进程、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是否符合学

生未来从事行业的职业准则、是否结合了当前社会热

点；传递科学精神、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家国情怀

等。 

在教学内容方面，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应充分挖掘

教材和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国务

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在出席国家教

材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

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要坚

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教育，

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9]
。 

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思想

性、科学性、时代性，逐步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

接的教材体系。”在专业课程上，计算机专业的教师要

学会在自然科学中探索具有专业性的意识形态：科学

家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高尚品德，人类对科学智慧

的合理追求、对科学技术的坚持不懈的开发，对科学

本身的具有的逻辑的尊重，对求证求真的探索精神的

严谨，对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 

综上，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应该从教学对象、教学

内容、教学计划等各方面加强课程与思政元素、思政

理论的结合，切实履行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职责，不断提高计算机专业的专业教育质量，学生发

展的质量。 

4  结束语 

新时代高校计算机专业虽然为工科专业，但是依

旧不能忽略专业与课程思政间的关系，必须深刻领会

计算机专业与课程思政间的内涵，所有教师均应齐心

协力，共同引领新时代计算机专业中的课程思政工作。

加强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与思政理论产生实

际的情感共鸣，达到知、情、意、行共同作用的过程，

提升课堂思政的教学质量，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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