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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大学计算机实践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问题，从教师培养、教学目标、思政元素、教学方法以及教学

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以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实践教学为例，详细探讨了大学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为其他实践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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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mputer 

prac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teacher training, teaching 

objectiv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ak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omputer teaching experimental center of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mputer prac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a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prac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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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强调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

学科专业全面推进
[1]
。现阶段，对于理工科的专业课

课堂融入思政教育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然而，大学

计算机类课程不同于专业课，也有别于人文社科类课

程，它作为大一学生的第一门计算机课程，不但要培

养学生的计算机基本素养和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要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后续的

学习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习品质。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简称中心）

授课对象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如何在培养其计算机

基本素养、提高计算机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引导其

养成实事求是、爱国敬业的工匠精神，已成为当前“大

思政”环境下中心每一位教师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本文围绕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2]
这一根本宗旨，从

教师培养、教学目标、思政元素、教学方法以及教学

评价等多个方面探析当前大学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实施

的关键问题，并以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为例，重点介绍中心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实

施路径，以期为其他实践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

意义的借鉴。 

2  关键问题 

中心目前共有教学人员 20 人，承担了全校大面积

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覆盖我校理、工、文、管、医

等 5 大类 62个专业，围绕着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主干课程开展个

性化、差异化教学，同时承担了非计算机专业的相关

课程实验和实训任务。 

课程思政需要充分挖掘各类课程，发挥育人功能，

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教学团队秉承学校办学传

＊基金资助 本文得到 2022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

究会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022-AFCEC-142）；西安

交通大学 2022 年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青年项目（2202Q-04）；

西安交通大学 2022 年度电信学部党建专项研究课题和实践

项目（DXDJKT2022008，DXDJKT2022015）；陕西省教师教育改

革与教师发展研究项目（重点项目：SJS2022ZD001）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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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力求为学生上好每一堂

大学计算机课。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的提出和实行，

团队教师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

系统性的战略工程，必须从整体把握，这就需要明确

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3]
。 

本文认为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问题体现在教师培

养、教学目标、思政元素、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

多个方面
[4]
。其中，教师培养是关键，教学目标是导

向，思政元素是必要条件，教学方法是决定因素，教

学评价是保障措施。 

2.1  教师培养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5]
。古语有云：“所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然而，目前仍有部分教师

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着“育

人就是思想政治课的事，与专业课无关”的错误观念。

其实，所谓课程思政，实则就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教

师的第一职责，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责任。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师对人才培养目标

的深入理解和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准确认知。同时，目

前的课程思政建设仍然以“单打独斗”为主，缺乏有

效的教学研讨机制和研究交流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教师思政认知水平的提高和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 

2.2  教学目标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导向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导向，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基础，

它决定了课程教学活动所能达到的预期结果。虽有老

师在课堂中结合专业知识讲授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等内容，但有机融合程度

不够，使得知识传授与价值培养目标的契合度不够，

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因此，教学的思政目标制定必须与人才培养和专

业目标相统一，这样才能做到专业课与思政教育的同

向同行。 

2.3  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条件 

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条件
[6]
，正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挖掘丰富的思政元素，才能使

课程思政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然而，目前仍有

部分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就是在专业课上加入思想政治

内容，对课程思政理解过于片面，对思政元素挖掘不

充分、不系统，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适得其反。 

因此，需要充分挖掘思政元素，不仅限于思想政

治内容，还可以从典型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科技成

果、发展成就等相关内容中挖掘与专业课程相关的思

政元素，建立思政资源库，并结合学科专业特点，阐

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思想，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注重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创新精神、科学精神以及工

匠精神等，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无缝融合。  

2.4  教学方法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决定因素 

教学方法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决定因素
[7]
，好的教

学方法可以避免课程思政过于生硬，从而有效地实现

课程思政目标。专业课堂与思政不是简单的叠加，而

是要产生化学反应，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课程思政要

如盐在水，要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真正做到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 

2.5  教学评价是课程思政实施的保障措施 

教学评价是课程思政实施的保障措施，课程思政

最终的效果如何、是否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需要科

学的评价体系来判断。教学评价应该将课程思政元素

隐性地融入考核内容，重视形成性评价，实施多元评

价，促进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3  实施路径 

中心全体教师结合课程特色深挖思政元素，并针对

上述问题，从教师培养、课程目标、课内实验、教学方

法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建立全方位的实践课程思政实施

路径，努力帮助大学新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做学生的知心人、热心人和引路人。 

3.1  建立课程思政教学研讨机制和交流平台，

完成教书和育人的内在统一 

为了实现教书和育人的内在统一，中心有机融合

党支部和名师工作室，构建了一种党建深度融合、名

师价值引领、形式多样的思政教学研讨机制和交流平

台，提高教师的思政认知水平，提升教师的思政教学

能力。 

一方面，教师需要拥有较高的思政认知水平，要

筑牢信仰之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才能真正做到

“亲其师，信其道”。因此，教学团队依托中心教工党

支部，将支部的组织生活与教师工作深度融合，以教

师党支部作为课程思政的组织者，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运用主题

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研讨，剖析课

程思政内涵，明确建设思路，使教师党支部成为思政

教育的主阵地之一，使教师的思政认知水平得到提高，

教师的育人意识得以增强，最终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

地落实、见功见效，实现党建工作和教学工作同频共

振、全面进步。 

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拥有渊博的学识，给学生一

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同时还要有较好的授课

能力和课程思政能力。因此，教学团队依托冯博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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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工作室，在冯博琴老师和众多名师的引领和带动下，

团队教师积极参与大学计算机课程建设和实验教学，

并通过开展教学案例分析、读书分享、集体备课、试

讲交流等系列教学活动，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素

质，进一步加强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实践，在教学前

更精心地进行授课环节的设计，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

培养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心

同向的育人格局。 

3.2  设定差异化思政教育目标，实现知识传授

和价值培养完美契合 

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目标是为专业领域的知识习得

和应用实践奠定坚实基础，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

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尤为关键。教学团队坚持将学

生学习个性化、模块化和差异化作为实训教学设计先

导，突出以学为主、集中训练、强化出口的实践模式，

配合开放实验课程，精心设计实践项目内容，积极开

展研讨式、探索式、协作式的实践学习活动，并通过

教学考核、第三方证书考试检验学生能力。 

一方面，中心设计了分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根据

不同专业学生的差异化知识水平及培养需求由浅入深

地将具体教学分为“计算机认知能力—复杂文档编辑

和行业软件应用能力—面向问题求解的编程能力—数

据库应用、网络和 Web 编程能力—计算机接口编程能

力—计算机系统能力”六个培养层级，既保障了学生

实践能力进阶的体系贯通，又满足了差异化的学习需

求。 

另一方面，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的阶梯型安排，针

对不同专业学生开展差异化思政教育，为不同专业学

生设定不同的课程思政目标（如图 1所示）：针对理学

类专业学生，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

教育；针对工学类专业学生，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

教育；针对文学类专业学生，注重结合专业知识教育

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管理学

类专业学生，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

问题；针对医学类专业学生，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 

 
图 1  差异化课程思政目标 

3.3  全面挖掘思政元素，建立实践课程的思政

资源库 

思政元素的挖掘不仅限于思想政治内容的融入，

还包括典型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科技成果、发展成

就等相关内容（如表 1所示），对于实践课程，中心在

保持传统实验的同时，将前沿技术和热点问题引入实

验教学内容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课程思政资源库，

为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润物无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操作系统”实验中，教学团队没有使用

windows 作为练习系统，而是引入了由国防科技大学

研制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Kylin) （如图 2a 所示），让学生通过实际

安装和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情怀；在“物联网”实验中，教学团队在进行

原理讲解和案例演示后，将学生分成小组，引导学生

利用所学内容，结合网络资料，自主设计并完成实验，

提高学生信息检索和自学能力，增强学生团队合作意

识，培养创新精神；在“区块链”实验中，通过演示

实验让学生真切体会区块链技术的特征和优点，同时

介绍我国对比特币的政策，让学生认识到事物具有两

面性，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准则；在“人工智

能”实验中，通过产学合作，引入企业导师介绍企业

真实案例，并利用企业实践平台让学生体验人工智能

的相关算法（如图 2b 所示），在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

力的同时，培养其职业素养和企业文化精神。 

表 1  思政资源库表 

资源库类型 思政元素 

学科资源库 

团队协作、奉献精神 
危险意识、创新精神 
科技强国、责任担当 
专业自信、职业认同 

人物资源库 
家国情怀、科技报国 
爱国主义、奉献精神 
创新意识、开拓精神 

重大工程资源库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 
爱岗敬业精神 

行业企业资源库 
大国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民族自豪感、追求卓越的精神 

职业规范与行业
标准资源库 

严谨求实、开拓精神、诚信意识 
爱国主义、保守国家秘密意识 
职业规范意识、职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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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和生动的实验教

学，提升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也使得爱国

情怀、科技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职业素养等课

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做到润物无声。 

 

 

图 2  实践教学内容 

 

3.4  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将思政融入

教学全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开拓意识，通过精选的案例教学

和项目教学，将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培养学生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如图 3 所示）。 

在课内实验教学中，教师根据课程知识点，与时

政热点、生活现象相结合设计课程案例，并将案例设

计为层层递进形式进行教学。如在学习机器学习算法

时，我们以生活中垃圾分类和超市货品摆放为例，学

习机器学习基本步骤、分类算法、聚类算法、关联规

则等，通过设计层层递进的案例来贯穿整个知识点的

教学过程，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精神，并且

通过案例的学习，了解生活中的现象，让学生能够学

以致用，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同时，在小学期里面通过产学合作的模式，引入

企业讲师和真实项目，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

课程项目。项目涉及的知识面广，复杂性和综合性都

很高，每个人都参与到项目中担任不同角色，真实体

会项目开发全过程，在功能实现中做到开拓创新，在

代码调试和优化中做到精益求精，在项目的整个过程

中增强学生的责任担当和团队合作意识，提升行业认

知和专业认同，培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精神。 

 

 

图 3  上机实验现场图 

 

3.5  全方位打造思政教学环境，实现思政教育

的全覆盖 

课程思政并不单指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

合，尤其对于实验实践课程，单靠课程上的思政育人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结合课程特点、实验环境等打

造全方位的思政教学环境，实现思政教育从课上到课

下的全覆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思政目标的养成。通

过开展上机培训和制度上墙活动，让学生熟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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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则，强调实验的注意事项，培养学生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通过宣讲和张贴科学家的生平事迹，让学生感受

科学巨匠的风采，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通过建设党建文化墙（如图 4 所示），让学生了解

党务知识，了解时政特点，潜移默化中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图 4  党建文化墙 

4  效果分析与评价 

中心开设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实验作为大学新

生入校后接触的第一批基础实验实践课程，是在实践

和劳动过程中立德树人的绝佳平台。目前该课程已获

得“国家精品课（2004 年）”、“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2013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2018 年）”以及

“首批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2020 年）”等荣誉称号，

教学团队在 2022 年学校举办的“课程思政百名教师大

练兵”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优秀奖

1 项。 

同时，我们将提出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应用于西

安交通大学计算机实践教学中，通过问卷调查，我们

了解到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2 份，回收率为 90%。调查问卷

部分结果如图 5 所示，结果表明学生在政治认同、国

家意识、人文精神、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素养都有

提升，尤其是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尤为突出，这也符

合本课程的建设目标，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

 

图 5  调查问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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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课程是教学的基本载体，是人才培养的基石。本

文从教师培养、教学目标、思政元素、教学方法以及

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设计了大学计算机实践课程思政

路径，并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中进行了

实践，结果表明该实践路径不仅能提升教师的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真理的探索精神，

激励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最终发挥实践课程的思政育

人功能，这为其他实践课程的思政教育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对于课程思政全覆盖和“新工科”背景下的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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