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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高校非计算机专业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其中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立德树

人的重要途经。本文从教学目标、建设方法、设计与实施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策略。

本文深入挖掘可融入课程的多元化思政元素，构建了涵盖线下课程、线上慕课、实验及课后作业的立体思政元素融入体

系。实践表明，该思政体系实现了从线下到线上，从课内到课外，从显性教育到隐性教育的协同育人，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得了初步的教学改革成效，为高校同类课程中思政育人理念的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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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 Level Basic Computer Course is public basic course for non-computer major in univers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run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omputer basic cour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omputer basic cours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aims, construction metho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pluralis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 integration system including offline 

courses, MOOC courses, experiments and homework.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realizes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offline to online, from class to extracurricular, from explicit education to 

implicit education, guides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has achieved preliminary 

teaching reform result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imilar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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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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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2020年 6 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纲要指出：不仅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还要根据科学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对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高校非计算机专业必

修的公共基础课，旨在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思维方式和

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授课对象为大一的新生，具

有学生覆盖范围广、专业辐射面宽等特点。在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传授学生

专业知识的同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其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

修养。因此，重新审视课程目标，修订课程大纲和培

养目标，将能力配演给、思维模式转变和价值塑造融

合，将课程思政和教学设计、教学体系紧密结合，使

课程学习不仅为后继计算机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基

础，还潜移默化中为整个大学阶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主动承担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有效发声
[1][2]

。 

以专业技能知识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将课堂主渠道功

能发挥最大化，扭转专业课程教学重智轻德现象，具＊基金项目：广西大学 2022 年优质课程倍增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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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
[3]
。各高校在探索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方面展开了各种探索、讨论和

实践。文献[4]探讨了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施过

程中引入工匠精神的具体措施，主要从课程思政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总体设计、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合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文献[5]通过深度挖掘提炼“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利用多种教

学手段，使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实现

思政教育目标。文献[6]通过将讲学划分为不同模块设

置思政元素融入点，每个教学模块的思政教育点不同，

并且通过划分学习小组、开展外校访学交流活动、制

定阶段性教学计划等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和专

业教育水平。文献[7]强调提高教师自身理论与道德修

养在课程思政中的重要性，在具体实践中优化教学方

法，增强课程思政的针对性和亲和力，创新课堂教学

模式，采用项目式、案例式、讨论式、理实一体化、

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文献[8]为了填补当前课程思政素材库的空白，进一步

推动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

课程思政素材库构建方案。面向课程思政领域的应用

特点，开展本体设计、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方

法的研究。 

文献[9]提出项目教学法，通过以现实应用为导向、

以教师启发为主导、以学生研学为主体、以具体项目

为载体的教学活动，开展思政教育，并且在课后组织

社团实践，使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思政教学互动，

实现思想引导、文化熏陶和价值凝练。文献[10] 针对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施训两年中遇到的实践问题，提

出“实践层次化、方法步骤化、考核精准化、竞赛特

色化”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以丰富的信息化技

术手段为支撑，构建分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满足学

员的个性化需求；按照“课前小测+课上学做结合+课

后实训巩固+在线答疑”四步骤，实施实践过程；依托

实训平台实现精准考核；开展特色竞赛进一步强化实

践能力。文献[11] 在“三全育人”大背景下，结合“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特点，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优化教学设计，挖掘思政元素，构建“大学计

算机基础”多元化思政体系。文献[12]制定了“以教

学大纲为指导，以教师修养为抓手，以教学内容为载

体，以教学设计为核心，以教学方法为依托”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策略。 

文献[13]提出全方位思政建设的整体思路，在理

论、实验、课外学习、课程竞赛和现地教学等各个教

学环节融入思政元素，来达成不同的思政目标。文献

[14]建设丰富的在线教学资源,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混合式学习，并且通过构建三级竞赛体系,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文献[15]探索了一套公共基

础课课程思政的“1234”教育教学模式，即“一确定、

二挖点、三结合和四评价”。 

2  课程思政目标和方法  

2．1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确立是教学实施首先要考虑

的因素。教学目标的确立要考虑课程思政和专业教学

的双重目标，而教学内容的选择也应该体现双重的课

程目标[4]。 

（1） 思政目标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旨在专业课程中

开展思政教育，使学生在掌握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学

到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主要包括： 

 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信心 

 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培养学生

良好思想道德品质 

 使学生具备道德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辩证

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大国工匠精神 

（2） 教学目标 

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了解计算机与网络的相

关概念和工作原理；了解计算机发展新技术；了解计

算思维相关概念；了解计算机办公软件的操作；了解

计算机程序设计方法或图像处理与网页设计基本操作。 

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及 office 办公软件操作能力；

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程序设计或网页设计能

力）；具有一定的计算思维，能够应用计算机知识解决

本专业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努力钻研、严谨细致的专业素养；培养

学生通过计算思维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2.2  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围绕“三全育人”总体目标，以课程与教学理论

为指导，依据专业教学实际和学生学情数据深度挖掘

思政元素，将其有机地融入课程目标、内容、活动、

评价之中，促使价值、理论、实践三方面的有机统一，

最终赋能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17]。挖掘思

政元素要 “应挖尽挖”，要回归到学生的真实需求上，

加强对学生情感需求的把握。思政内容应该是动态的，

能够适时按照学生的需求动态调整。 

新时代大学生具有创新思维强、主体意识强、学

习能力突出、善于运用新技术等特点。“大学计算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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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课程思政建设要创新教法，充分调用学生参与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主要方法如下： 

 开展与计算机学习内容关联的、针对新时代

大学生思想实际的思政主题讨论，尽可能让学生在互

动讨论中实现自我教育，摒弃教师单纯说教。 

 把“大道理”融成教学内容中的“小案例”，

学生更容易接收和理解；“大道理”编成“小段子”

推送到社交平台，学生更乐于接收和思考
[17]

。 

 利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资源，加强自主学

习和实训教学，与当下的时事政策和热点相联系，结

合当今计算机发展的信息和趋势，让学生热爱学习、

认同科学的价值观
[18]

。    

 鼓励学生主动探寻含有课程思政内容的教学

素材，由学生作为主讲人分享调研结果。 

3  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  

3．1  课程思政建设内容与思路 

在理论教学、线上学习、实验教学和课后作业多

个教学环节中全方位融入思政教学元素，构建全方位、

多元化的思政课程体系。 

（1） 线下理论教学思政融入点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线下理论教学思政融入点 

教学内容 思政教学内容 达成目标 

进制转换 计算思维 科技力量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计算机发展历史 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 学习老一代科学家的奋斗精神。 

计算机分类 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 
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勇于创
新，实现科技强国。 

计算机硬件系统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全局意识，有国才有家，国家繁荣富强关系个人的幸
福生活；要有团队合作意识；新冠疫情下，更要团结
一致，同舟共济。 

CPU 
华为麒麟芯片的发展以及国外对我国芯片
产业的制裁 

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实现科技强国。 

摩尔定律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鼓励学生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网络和信息安全 美国棱镜、疫情网络谣言 加强道德法规教育。 

信息检索 如何快速准去获取和收集专业相关资料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线上自主学习思政融入点设计。本课程的

office部分主要通过中国大学 MOOC网进行线上学习，

强调自律自觉的重要性，以及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的

区别，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实验及课后作业思政融入点设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及课后作业思政融入点 

实验内容 思政内容 达成目标 

Python语法 程序必须符合语法规范 加强学生遵纪守法观念 

Python编程 编程案例：五星红旗的绘制 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Python编程 编程案例：利率计算问题 引导学生理性消费 

Python编程 
编程案例：中国古代数学问题，如
百鸡百钱  

提高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Photoshop操作 制作爱国主义教育海报 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Dreamweaver操作 制作中国航天主题的网页 
通过中国航天发展历史，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专业技术，报效祖国。 

 

3．2  课程思政建设措施和步骤 

（1） 制定科学的符合课程特点的教学计划。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大纲要明确规定思政教

育的内容、要求和评价，教案中要具体描述每一个思

政教育环节的设计、实现方法和目标。整个教学过程

要将通识教育和思政教育二者有效结合，搭建科学完

整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思政课程框架，达到学知识

和育思想两个目标。 

（2） 充分挖掘计算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不断

更新和完善课程思政内容。  

按照教学内容，以知识点为导向，设计各知识点

对应的思政教学内容，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合理安排教

学进度，灵活调整各个思政教学环节的占比。思政课

程建设是一个不断更新调整的过程，在学期末通过该

阶段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结果，调整思政教育的内容，

使其保持具有一定的实时性。例如：本课程网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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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内容可以根据最新时事进行调整。 

（3） 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将思政教育内容

有效融入教学环节思政教育。 

增加思政教学手段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文字、

图片和视频展示等以教师为主导的被动学习方式外，

还可以采取实践和讨论的主动学习方式。将一些实验

环节设计为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感受型方式。在

Python 程序设计学习中，让学生主动收集中国经典数

学问题，并通过程序方式解决该问题，不但可以让学

生了解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还可

以学会如何将实际问题抽象化，学会利用计算思维分

析和解决问题。在多媒体设计学习中，让学生自主设

计完成积极向上的多媒体作品，例如：建党 100 周年

的作品，激发学生爱国爱党；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

增强爱国情感和振兴国家的责任感；我的美丽校园，

强调良好习惯与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学生通过参与资

料收集和实践操作，亲身感受和体会思政教育内涵。 

(4) 建立科学的课程思政考核和评价机制。 

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教学，它以多种形式和形态

存在于专业课程的各个环节之重，通过“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对大学生的思想品格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很

难通过具体的量化标准评价课程思政的效果。 

我们通过认同感和实效性两种方式评价课程思政

效果。成功的思政教学通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积极的

人生观，必然会使得学生对待学习和课程的态度产生

积极影响，通过调查问卷、作业反馈、成绩追踪观察

学生对授课教师的认可程度的变化，对课程的兴趣变

化以及学生成绩的变化，都能反映出思政教学的效果。

而实效性考核则通过期末量化成绩反应课程思政效果，

考核方式以过程考核、能力测试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方

式进行。过程考核包括学生上课表现、课堂讨论、出

勤等、课后作业、随堂测试、期中考试、期末机试、

慕课成绩等，涵盖了整个学习过程的各个方面；能力

测试检验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效果；期末考试采用闭卷

形式，由命题小组统一命题，组织统考，流水阅卷，

统一和分，确保公正。 

3．3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为了验证课程思政的教育效果，我们在 2022 年度

的秋季学期重点开展课程思政，对比 2022 年春季续期，

作业完成率从 76.8提高到了87.2，作业优秀率从12.4

提高到了 25.7，学生期末考试平均分从 69.55 提高到

了 78.84，说明课程思政对学生学习态度，以及专业

知识学习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分别对春季学期的

251 名学生和秋季学期的 292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具体结果见表 3。从表 3 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对学习

效果的自我满意度都得到了提升，说明课程思政在树

立学生自信心，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效果的满意度方

面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表 3  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调查内容 
自评为良好的人数占比 自评为优秀的人数占比 

2022 春季学期 2022 秋季学期 2022 春季学期 2022 秋季学期 

对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的自我评价 27.09 33.90 34.66 36.64 

对 office办公自动化软件操作能力的自我评价 38.65 31.51 33.86 46.92 

对程序设计或多媒体应用知识掌握情况的自我评价 27.09 31.51 29.88 34.25 

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自我知识提升的能力计算机新兴
技术的发展现状的了解的自我评价  

27.09 28.77 30.68 39.38 

对具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意识，认识并遵循信息社
会的行为与道德规范的自我评价 

31.08 24.66 58.17 63.36 

 

4  结束语 

本文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按照“立

德育人”和“全方育人”的总要求，确立了基于思政

教育的课程培养目标，探讨了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方法设和实施方案，在教学和实

践中不断挖掘融入思政元素，完善教学内容，运用多

种教学手段，在提高学生专业水平的同时，给予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是高校教

师开展课程教学的必然途径，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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