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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类专业是理工类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课程思政重要的阵地。计算机类课程思政的研究要把

握课程思政的一般规律，也要突显课程专业特色和人才需求，明确思政目标，深挖思政元素，巧妙构思教学设计，利

用教育元宇宙全息应用。本研究挑战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和元宇宙技术融合的可行性、基本思路和基本路径，

从教育元宇宙生态视域下探索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构想，既符合计算机类课程代表先进、创新、前沿等特色，也符合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时代诉求。为我国课程思政教育元宇宙生态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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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uter maj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and also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computer courses should grasp the 

general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ourse, highlight the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the 

demand of talents, make clea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 di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deeply, 

construct the teaching design cleverly, and use the holographic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meta-universe. Challenge this 

study computer class educa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basic idea 

and basic path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yuan universe, explo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idea,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omputer classes representing advanced, innovative and cutting edge features, also accord 

with innovation i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era of the first power demand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eta-cosmic ecolog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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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领》（简称《纲领》）中强调，专业课程是课程

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
[1]

计算机类课程全面把握好、贯彻落实好《纲

要》精神，就要围绕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要育才，

先育德”的思政教育，以“耕植梦想、突破创新”作

为课程思政教育的切入点，真正引导大学生把对现实

的思考上升到理论思考的高度，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和意识形态真正内化为学生的共识，不断提高大学

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达到

“知行合一”的高度。
[2]

2  课程思政在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探

索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随着“00后”群体的不断壮大，这群

“中国第一代网络原住民”对传统教育方式缺乏一定

兴趣，而对新知识和新技术非常敏感，计算机类课程

蕴含丰富的新科技、新知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断

挖掘“教育元宇宙”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潜力，

巧妙构思教学设计、融通生活现象和社会热点，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地渗透育人知识和专业技能，将更能

吸引“网络原住民”的兴趣，并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认

＊基金资助： 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四个双

融、三个递进、三个支撑”的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提升

机制探索与实施,（项目编号：2021439） 

＊＊通讯作者：关玉蓉，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计算机科学

技术与教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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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主渠道。而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属于隐形的思政教育，

是在专业课教学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中挖掘思政

元素或资源，并利用教育元宇宙高光呈现，实现知识

传授、技能提升、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3  “教育元宇宙”与“计算机类课程思

政”深度融合技术可行性 

教育理念不断更迭，尤其近几年课程思政教育理

念提出，大大推动高校教育思政改革的进程。课程思

政教育理念的提出源于各项技术成熟，促进教学环境、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等改变。随着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的数字技

术融合脑机接口、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以及借助大

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撑构建元

宇宙，极大拓展教学时空边界。创新计算机类 “课程

思政”的渗透手段，为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技

术突破。“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在美

国科幻小说《雪崩》中，虚拟现实技术是元宇宙的支

撑技术之一，钱学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大成

智慧工程-——Meta synthesis”,其核心要义是“把

人的思维、思维成果、人的认识、智慧及各种情报、

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 。
[3]
大成智慧工程创造性

的预设了元宇宙关联技术的教育应用目标，也预见性

地证明元宇宙的系统性构造图具有巨大的育人价值。
[4]
 

目前元宇宙在教育领域已有尝试，如美国高中

（American High Shool）作为全球第一所虚拟现实高

中在《我的世界》中重建校园并举办线上毕业典礼。

数科职教和蓝色光标教育在哈尔滨剑桥学院设立了全

国高校首家元宇宙产业学院，并发布首款产教融合元

宇宙数智校长和数智教师。元宇宙未来发展与在线教

育、虚拟校园、科学实验等领域密切相连，而且教育

元宇宙将会成为元宇宙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

元宇宙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从技术层面，蒲

清平等人认为元宇宙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技术为支撑，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把虚拟

世界与现实世界耦合一体，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

和再造的一个虚实融通的现实镜像世界。”
[5]
沈阳认为

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

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

浸式体验，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

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

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编辑。” 
[6]
从哲学层

面，吴江等人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

在线数字空间，是一种人以数字身份参与的虚实融合

的三元世界数字社会。” 
[7]
喻国明认为“元宇宙是由

线上线下多个平台打通所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

和文明系统。” 
[8]
从教育层面，朱嘉明认为元宇宙中

人们具有“数字孪生”特征，可以自由地在真实世界

和虚拟世界中穿梭，开展学习活动。
[9] 

华子荀等人认

为，教育元宇宙为师生创设了一种沉浸式教学互动场

域，能够同时满足师生在现实和虚拟教学方面的需求。
[10]

 

通过研究元宇宙可定义为：人类在自然宇宙之外，

通过虚拟/增强/混合现实终端、AI助手、脑机接口等

交互技术在计算机、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等助力下把自己需要的现实世界和虚拟

世界耦合成一个虚实融通的现实镜像的世界。教育元

宇宙是指利用元宇宙塑造虚实融合的教育环境，实现

虚拟与现实全面交织、人与机器全面联接、学校与社

会全面互动的智慧教育环境高阶生态，并达到育人的

实效。 

元宇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形成人类

文明新形态，正如三十年前的互联网对人类文明的影

响。而且教育元宇宙作为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垂直应

用，通过分享、联接、能为参与者提供高度沉浸、自

然交互的虚实融合教学环境，推动学习者思维的表象

化，开创技术课程思政文明教育的先河。
[11]

目前课程

思政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高校“立德树人”、

“提质增效”提供优秀的借鉴蓝本，主要集中在课程

思政现状、内涵、核心元素、基本原则、实践途径、

教师思政能力提升等方面研究，要从技术层面加速课

程思政，尤其是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快速形成，

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塑人才培养目标、融通多

样化教育资源、深挖思政元素、构建多元化学习活动、

开展智能化学习评价，以期促成学生德智体美全面达

成的目标。“教育元宇宙”融合“课程思政”将助推教

育新生态的构建，为新时代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提供新思路。 

4  “教育元宇宙”融合“课程思政”计

算机类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改变了人们

工作、学习、生活的方式，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

展。计算机类专业再次成为热门专业，更是理工类别

中的一个热门方向。尽管我国科技水平得到长足提升，

但对于计算机核心技术，如操作系统、芯片、关键应

用软件等一直是我国的“卡脖子”问题。科技自主自

立自强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为之奋斗的中国梦，也是计

算机类专业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计算机类学生是我

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实现计算机类学生专业教

授、思政引领和价值引导三位一体建设至关重要。创

新实现“四维一体”教育元宇宙技术引领的课程思政

是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总体设计重要一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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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维一体”教育元宇宙引领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4.1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确定计算机课程

的思政目标 

专业思政是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和统筹

规划的应然选择，专业思政内涵在目标、主体、内容、

途径的规定以及课程、专业和学科的存在内在关联。

厘清关系加快“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构建以课程为“点”，专业为“线”，学院为“面”

立体育人格局，摆脱传统思政育人“孤岛”。充分结合

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专业特点，同时保持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才能达到“如盐入水”、“润物无声”

的效果和育人目标。这对计算机专业教师自身政治理

论水平和对专业课隐形政治元素的挖掘提出更高的要

求。 

结合计算机类专业“技术新”、“迭代快”、“应

用广”等特点，必须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确定计

算机类课程思政的目标。 

（1）定信念、树信心。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接

班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思想，怀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念，耕植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时代信

心，通过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潜移默化，逐步形成自主

创新的原动力。 

（2）创思路、挖潜能。中科院张钹院士指出，最

难突破的问题不是在某项具体技术突破点，而在于改

变思路。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原始创新的主力军。突破

计算机类师生“生存压力”和“专业能力等于一切”

的片面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创新思路的突破，崇尚科

技，尊重科技人才、创新人才。不断挖掘计算机类课

程潜在的思政魅力，激发师生教学相长，提升学生的

创新意识、锤炼学生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崇高品质，

不断提升学生的自主创新潜能。 

（3）炼品格、求卓越。计算机类课程思政要求高

校教师在课程建设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增强自己的师德修养、知识素养、按照师德规范约

束自己的行为，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严谨规范、淡

泊名利，沉稳踏实、不断进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通过思政建设融合教师自身素养，不断激励学生勇于

创新、追求卓越，夯实民族自信。 

（4）重合作、展合力。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提出“高校各门

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肩负育人职责。”

计算机类专业课教师和思想政治课教师要通力合作、

创新合作、互补长短，助力全课程思政育人实效。 

4.2  以创新价值培养为核心确定计算机类专

业课程思政元素 

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必须把准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改

革发展脉搏，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

导高校学生正确做人、科学做事、创新科研为指引，

与“思想政治课程”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价值塑造新时代育人目标。结合计算机类课程

自身“新、快、广”的特点，深入挖掘所蕴含其中思

政教育元素，全面优化革新计算机类课程教学各环节，

在教学中合理渗透“家国情、道德魂、工匠人”思政

元素，并将自主、创新、开放、协调、共享、绿色、

博爱的理念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 

（1）耕植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位中

华儿女终生必修课。计算机课程的课堂是激发学生创

新意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最佳阵地。计算机技术发

端于欧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也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由

大数学家华罗庚带领中国团队开始自主研究，并通过

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

信》，信中呼吁：“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

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

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计算机

类专业的发展史，也是爱国奋进的精神史。
[12]

在计算

机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利用元宇宙技术还原历史，展望

未来，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计算机技术与世界先进国

家之间存在的优势和差距，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和科技自信心，不断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强国

志和报国行的使命担当。 

（2）筑牢道德之魂。计算机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

给受众带来便利和享受的同时也蕴藏着人们不可忽视

的问题，如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人身安全、数据共

享等。传统计算机类课程教学主要侧重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而计算机类专业的职业道德素养教育、科学

道德素养教育涉足尚浅，面对当前信息强国、网络强

国、数字强国、智能强国等重大战略任务的建设，计

算机类课程教育必须进一步融入职业道德素养教育和

科学道德素养教育。利用元宇宙虚实联动和虚实融合

技术展示计算机类专业先驱者的感人事迹，弘扬先驱

者所蕴含的崇尚科学、实事求是、尊重知识、诚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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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勇于创新、知识共享、科学协作，惠泽社会的道

德内涵，领会先驱者所具有的高度道德之魂。 

（3）铸炼专业伦理之本。社会进步发展离不开计

算机技术的革新，但技术的进步也蕴藏着计算机专业

伦理问题，如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网络安全、数字

鸿沟等。在进行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时，需要

挖掘专业伦理思政元素，如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盗刷他

人钱财案例为例，将隐性伦理知识通过元宇宙显性化，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应对计算机技术带来的专业伦理

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计算机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同时通过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将专业伦理意识和行业规

范要求融入教学中，提高学生专业伦理意识的判断能

力，引导学生养成专业伦理意识和系统创新思维。 

（4）重视人文素养熏陶。当今正处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瞬息万变，尤其是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社会思潮日益激荡，给青少年精

神生活带来不小冲击。深入挖掘计算机类课程知识本

身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意义更显重要。通过

打破“重科学知识应用、轻知识价值挖掘”的传统认

知，在专业思政课程教育中不断注入专业知识人文价

值的教育内容。将人文素养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塑造

作为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目标，从而培

养学生成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品格高尚的时代新

人。
 

4.3  以先进技术为核心创造计算机课类课程

思政教育场域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接通互联网以来，我国

的网络教育开始发展，但受技术、思维、方法限制，

前进的脚步相对缓慢。随着Web2.0技术、VR/AR/MR、

大数据、区块链、新一代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数

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主要表现在“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技术应用落后之间的

矛盾，教育内容的智能呈现和显示技术难以吸引教育

对象注意力的矛盾，教育对象技术素养的提升与教育

活动技术水平偏低的矛盾，教育对象知情达意层面的

内在需求与教育技术难以满足其需求的矛盾。既造成

教育关系断裂、教育信任缺乏、教育管理失范等宏观

问题，也造成教育对象学习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强、

效率偏低等微观现象。”
[13]

当前网络思政教育尽管扬

弃网络工具观和网络环境观，但尚未真正实现网络智

能观的应用。
[14]

计算机类课程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优

势，为真正实现网络智能观应用提供思维可能性。计

算机类的教师和学生更能接受新兴技术应用，目前数

字全息技术广泛应用，更是激发计算机师生教学革新

的无限热情。而且教育理念上升到具有智能性的高阶

思维（如虚拟思维、交互思维、价值创造思维、智慧

思维）。计算机类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显示技术、5G

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与专业课程思政要素深

度融合，构成全新教育场域。技术的进步将传统教学

终端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时代推动到全息平台时代，

构建一个虚实共存的全息数字世界，也重塑了计算机

类课程思政教育的感知环境、信息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1）虚拟重现重塑思政感知环境。元宇宙实现虚

拟计算机类课程真实教学感知环境，借助VR/AR终端学

生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浏览虚拟重现真实教学情境、

教学资源。师生将计算机类思政元素虚拟到教学环境

中，增强教学的感染力，提升教学的认可度，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 

（2）虚拟仿真重塑思政信息环境。借助5G、大数

据、数字孪生、脑机接口、VR引擎开发虚拟教育信息

环境，包括原生信息、动态信息和再生信息。以虚拟

信息环境为背景，在元宇宙基础上信息聚合模拟真实

教学高度类似的活动，自然响应师生与教学环境、教

学场景、教学资源互动，师生也可以以虚拟化身的形

式进入信息环境开展教学活动，极大限度满足计算机

类课程思政“如盐入水”教学效果。 

（3）虚实融合重塑思政文化环境。元宇宙是数字

信息时代先进技术的集成和融合，主要通过数字孪生

技术重构真实世界，采用AI支持的创编系统生成沉浸

式文化教育环境，借助空间错点以及云存储技术重构

真实世界与虚拟文化教学环境的融合。元宇宙不仅推

进教育主体的智能素养提升，而且实现虚拟交往的智

能升维，构建彰显人文精神的思政文化场域。 

4.4  以教育元宇宙为核心重塑计算机类课程

思政教学场景 

计算机类课程思政教学本质上实现人与人之间更

和谐、更友好的交流，同时实现育人实效。教育元宇

宙在创设教学情景、实施课堂互动、创新教学资源、

实施精准评价、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有独特的

优势，能支持丰富的教学育人场景，构建一种全新的

教育生态。 

（1）教育元宇宙支持情景化教学场景。当前教育

非常注重情景创设，与传统平面信息交互为主的互联

网教育相比，元宇宙基于资产和身份的可信数字化，

把点、线的交互层面扩展到立体、多维、实时的交互

空间，极大丰富和还原真实的教学场景及师生关系。
[15]

教育元宇宙突破传统“静态”体验场景，将现实的

环境平移或扩展到虚拟世界，学生在不脱离现实教学

场景，同时实现跨场域的动态体验，教育元宇宙在

5G/6G和脑机接口技术支持下实现低延时信息传输，

VR/AR/MR/XR支持下实现高度沉浸，以“数字孪生”为

基础实现“真实实体和镜像本体的交互”的情景，人

工智能和仿真系统获取元宇宙中的数据实现对交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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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学效果预测，并对教学或学习行为作出预判。极

大提高学生情景感观真实感，增加学生具身认知和情

景学习体验感，特别是可以开展跨场域的集体创作和

评测，对学生产生积极的社交和心理影响，有助于价

值观形成。
[16] 

（2）教育元宇宙支持个性化学习场景。传统个性

化学习主要侧重于教师个性化指导或推荐系统提供个

性化学习方案和计划，学生完成相应的任务，从而达

到个性化学习的目的。但这种个性化学习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理念，和现

在要求的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别，学生仍

旧被动学习知识，情感需求和个性需要都没很好得到

满足，尤其是主体地位难以体现。教育元宇宙可以构

建群体交流、学习、谈论社会关系场域，也可以依据

虚拟数据的交互、拟合和模拟形成突破性知识，重塑

协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场域，丰富学习内涵，让相对

静止的教育场景更加动态化。
[17] 

个性化学习资源新

颖，学生既是学习资源的使用者、更新者、创造者、

也是审阅者；教育元宇宙实现“去知识中心化”愿景，

在元宇宙技术支持下个性化学习既可以是知识层面，

也可以是能力层面，还可以是思想和观念层面，极大

丰富个性学习内涵；教育元宇宙支持不同的学习方式

（跨时空学习、观察学习、游戏化学习等）；教育元宇

宙在学习评价方面更及时、更精准、更客观。在个性

化场景中学生真正做到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求灵活选

择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和学习情境，并能方便地与不

同学习者进行谈论、学习、评价，在需求中完成知识

的积累，从实现个性知识的构建和素养的提升。 

（3）教育元宇宙支持游戏化学习场景。游戏化学

习将在教育元宇宙中得到升华。网络游戏基本是“00

后”学生的好伙伴，也是元宇宙的雏形。以沉浸式游

戏为平台、以知识为背景、以娱乐为前景构建寓教于

乐的全新学习场景。在开展教育元宇宙支持下的游戏

化学习时，学生借助可穿戴设备，选择自己喜欢的游

戏场景、扮演自己崇拜的角色、设定自己能力可及的

游戏化学习目标和任务。在游戏化学习中全面调动大

脑、四肢、五官，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沉浸式学习中，

并在娱乐中达成学习目标，体会教育元宇宙支持快乐

学习的真实感、收获感。 

（4）教育元宇宙支持教育研修场景。教师不仅要

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任务，同时也进行

教学总结。教育元宇宙也能辅助教师更好开展教育研

修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教学环境互动之

时，不断规划——试验——反思——调整，实现对教

学环境控制，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在知识传授与学生

品行培养方面取得成效。
[18]

计算机模拟的教学培训能

为受训教师提供多种可重复实践的教学场景，甚至可

以构建真实世界中逻辑上难以创建的受训场景。
[19] 

教

育元宇宙突破传统教研难组织、难管理、难实施、成

本高、效果差等问题。在教育研训场景下，随时根据

需要设定好研训目标，受训教师随时随地可以加入，

在逼真的研修场景中直面教学过程中真实的问题进行

培训。让教育研修常态化，不断促进新时代专业教师

思政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齐头并进。 

5  “教育元宇宙”支持计算机类课程思

政教学基本路径 

课程思政不是做“加法”，而是一种教育理念，

应该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思

政建设不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现实需要，更是服务

实现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12]

培养出合格的计算机类人才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前

提。 

5.1  充分利用元宇宙再现大咖价值 

在计算机发展历程中，有耳熟能详的外国学者和

专家值得我们铭记，也有我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计算机领域默默奉献的本土大咖，如华罗庚、夏培肃、

莫根生、胡守仁等，他们推动了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发

展，更值得铭记和进课堂传扬。利用元宇宙再现大咖

学习史、奋斗史，尤其是他们各自辉煌的专业研究史，

通过VR/AR/MR/XR、数字孪生等实现虚实融合，让专家

们走进课堂，与学生对话交流，在沉浸中接受知识，

在对比中升华境界，激发学生树立起积极的社会责任

感和民族自豪感。 

 

图 2  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第一届全体毕业生合影 

例如在讲授《计算机概论》，除了讲世界上第一台

电子计算机ENIAC，同时也要好好讲讲中国“红旗551

型非线性电子模拟计算机”以及为研究这台国产计算

机为之奋斗的中国当代青年的感人事迹。课后以小组

为单位收集每位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做出贡献专家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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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利用教育元宇宙互动展示，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最终达到育德育才的目的。图2、

图3来源于中国Internet先行者——访清华大学胡道

元教授一文插图。
[22] 

 

图 3  红旗-551型非线性电子模拟计算机 

5.2  充分利用元宇宙将课程内容巧妙设计思

政资源 

计算机类课程最大特点是知识面广、思政资源丰

富。授课教师要密切关注与计算机相关的社会热点问

题，针对相关问题善于和本专业课程关联，巧妙设计

教学案例，并利用元宇宙在教、学、评各环节有效开

展，实现“教”的智能辅助、“学”的沉浸式体验、

“评”的自动测评推送。让学生在全息教学中对思政

资源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达到同频共振育人之效。 

如在讲《计算机网络》时引入“华为5G”和“中

兴事件”全息对比，让学生了解我国计算机、通讯技

术的优势和差距，根据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特定的情

景中完成心灵的陶冶和知识掌握，同时借机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6  结束语 
习近平新时代需要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承载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使命，高校是输送人才的第一出

口，培养有德有才的学生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坚

持以“全面思政教育、立体思政教育、创新思政教育”

理念为指引，深化高校课程教学改革，不断加大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的力度，创新技术引领，突破构建专业

课程思政教育新生态，实现课程思政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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