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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操作系统作为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推进操作系统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如何在操作

系统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提出了课程思政目标设计方法、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挖掘方式，构建了“三维度”思

政育人体系，展示了混合式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融入。实践证明，改革效果显著，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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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core course of computer specialt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Aiming at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operating system curriculu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the effective mining metho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demonstrates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hybrid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eform effect is significa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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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立德树人是所有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而思想政

治教育是人才培养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落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政工作贯穿于

教育教学全过程
[1]
，仅依靠思政课程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这是达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迫切要求。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也是一

种思维方式
[2]
，教师要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学

生进行有效、有机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课程的

德育功能，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知识学习与理想

信念指引的融合
[3]
。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专业教育必修课

程，主要讲授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关键

技术的实现机制和具体方法。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C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同

时为《数据库系统原理与应用》、《软件工程》等后续

课程提供核心支撑。 

《操作系统》课程开设已有近 20 年，特别是近年

来不断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逐步探索形成

了具有地方院校特色的教学创新路径。2020 年，课程

被认定为山东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作为

教学改革的排头兵，开展全方位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

实践，对于加强计算机类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

“三全”育人，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计算机

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操作系统课程的思政目标设计 

为实现课程思政全面融入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

主要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主动性、树立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等方面

设计课程的思政目标
[4]
。通过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

知识运用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使学生尽快成长为担

*基金资助 本文得到枣庄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操作系统）、

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M2021116）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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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同时，增强学生学习的自

信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
[5]
。另外，通过思政案例让

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种种应用并具有的

重要意义，从而树立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学生

今后步入职业岗位建立正确的思想基础。 

基于以上思路，设计课程的思政目标。课程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旨在全面系统地讲授操作系统的

体系结构、设计原理及其实现技术，让学生掌握操作

系统五大功能的相关知识和工作原理；以“爱国”“诚

信”“责任”“创新”为核心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素养，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将知识传授、价

值塑造、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通过教学，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应

用；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严

谨认真、精益求精、坚持不懈和勇于探索的工匠精神，

并不断树立职业自信和职业责任感。 

3  操作系统课程思政点的挖掘 

操作系统课程的课程思政
[6]
，以促进学生成长、

成才为出发点，结合专业优势和专业特色，对课程的

知识点进行重新梳理，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教

育元素。结合当前的先进科技、时事热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等，融入课程教学大纲，融入课堂教学环节

中，重塑操作系统课程体系，注重专业教育与思政教

育的“触点”和“融点”。根据课程知识点挖掘的思政

元素与融入点、典型案例及预期成效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的思政元素与融入点、典型案例及预期成效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与融入点 典型案例 预期成效 

操作系统的发

展过程 

事物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

“需求”推动了新事物的发

展，坚持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

问题。 

中国从落后的超级计算机到享誉海外

的天河千万亿次巨型计算机的发展。 

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培

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胸怀祖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  

操作系统的目

标和作用 

功能实现性能保证是核心、用

户使用是终点。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研发，讲述鸿蒙操

作系统的作用。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团结协作的科研团队精神，

志在高峰的求实创新精神，奋勇

拼博的拼博奉献精神。 

进程同步 

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规律：任何

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

动力。 

学校近邻宝快递柜快递员与顾客进行

取放件。马路上行走遵守交通信号灯的

指示。 

让学生知道事物之间是互相区

别、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互相

依赖，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进程管理 

从进程的各个基本状态和生

命周期引入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内容，鼓励学生向科学

家学习。 

于敏、钱学森、袁隆平等科学前辈的事

迹。 

培养学生人生观、科学观和价值

观。 

优先级调度算

法 

由优先级调度算法的学习，教

育同学们做事要有轻重缓急。 

新冠疫情期间的特事特办； 

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大学生要考虑对一般情况的处

理，又要对特殊情况给予照顾，

形成完善人格。 

避免死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

是说做任何事情，事前有准备

就可能会成功，没有准备则很

可能会失败。 

著名作家巴金的事迹；大到国家的十四

五规划，小到个人的学习计划为例。 

教育学生在做事情时，要提前做

好充足的准备，就有机会获得成

功，没有准备常常遇事手忙脚乱，

在学习中也是如此。 

存储器管理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

是否定之否定。 

按照否定之否定，事物呈现出从低级到

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上升

的发展过程。 

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

升的，而道路却是迂回曲折的，

是在肯定一部分的基础上再发

展，是集中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

成果后的更加完善。 

虚拟存储器概

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培养学生科技强国和创

新为先的价值观。 

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的

事迹；于敏，中国氢弹之父的事迹；“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意识和能力。 

磁盘存储器的

性能和调度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牛顿是物理学家，但不善辞令；孙膑是

军事家，但未必能亲临前线。 

教育学生能客观看待自身的长处

和短处，在工作和学习中扬长避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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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

践 

近年来，操作系统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方式，在思政元素的引导下，通过精心设计的教

学案例，无缝衔接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避免生搬硬

套。下面以银行家算法这节课为例，来展示思政点与

教学内容的融入。 

4．1  课前准备 

首先设计好课前任务单，提前两到三天发给学生。

本节课内容比较枯燥，但同时又是本课程的重点也是

难点。通过任务单的设计，让学生循序渐进的去线上

自主学习，提前熟悉内容。思政点 1 准备：“关于银

行贷款正规流程是怎样的”。 

4．2  课中线下学习 

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根据后台数据，在线下授

课课时先进行课前检测，根据检测情况对线上学习查

缺补漏。而本节课是由课前任务单中的一个问题开始：

“关于银行贷款正规流程是怎样的”。展示学生在平

台的回复，确认银行贷款的流程，由贷款引出校园贷

的问题。 

思政点 1：网上不良校园贷的惨痛教训，提醒学

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适度消费，远离贷款陷阱。教育学

生远离不良校园贷，有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 

同时，由贷款引出小视频《银行家算法的由来》，

让学生对银行家算法先有一个初步认识，同时激发学

生的兴趣。紧接着给出银行家算法的思想，在此过程

中通过小组讨论推选一名学生进行汇报银行家算法的

子算法，安全性检查如何进行。教师在总结银行家算

法的过程时点拨，银行家算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死

锁，也是做足了准备；由此想起一句《礼记·中庸》

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思政点 2。举

例像著名作家巴金，能够文思泉涌离不开从小的刻苦

努力；大到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小到个人的学期计划，

教育学生做事情时，提前做好准备，才会成功。 

在授课中，要通过银行家算法的实际应用来加强

对算法思想的巩固，要求学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再

次通过小组讨论，进一步挖掘银行家算法的应用点。

而多个进程在执行中能够有条不紊，因为这些进程遵

守了像银行家算法这样的规则，就像要遵守社会规则

一样，这是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融入了

思政点 3：作为公民要遵守社会规则，践行社会主义

和谐价值观。最后，小组通过深入浅出的学习及理解、

掌握，协作完成拓展实例，完成本节课的任务。 

 

4．3  课后拓展 

学生需要根据提出的问题“银行家还能应用在哪

些方面？”完成研究性报告。报告最后的得分规则，

内容创新性占 30%，与提出问题的相关性占 20%，个人

感悟与收获占 20%，报告的框架、语言及排版各占 10%。

研究报告的成绩最后以一定比例计入平时过程性考核

成绩中。 

5  操作系统课程思政改革的成效 

经多年实践，在课程团队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下，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1）学生的课程成绩提高明显，综合素质持续提

升，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 

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之前的学生成绩相比，

改革后，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了 4.8 分，具体效果如

图 1 所示。同时，随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持续深入

推进，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共获得省级以上竞赛奖励 50

项，发表相关科研论文 6 篇，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计划项目 4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2

项，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图 1 改革前后对比图（上图为改革前，下图为改革后） 

近三年，通过结课后对学生的调查问卷分析显示，

学生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认知水

平持续提升，99.2%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的开展，能

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课程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推广示范效果好 

操作系统课程在校内完成了九轮的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课程

的线上资源已在超星、智慧树等 2 个平台上线，对社

会免费开放，共运行了六个周期，累计学习 3000 多人

次，访问量达 200 多万次。2019 年，课程先后获批中

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建设课程，2020 年获评

计算机类专业操作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25-0208 /© 2022 ISEP

123



 
   

 

山东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2021 年，获评

学校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团队撰写的操作系

统课程思政案例，获评学校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6  结束语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全面推进

操作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意义重大。课程团队以

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契机，以山东省一流课程

建设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课程

思政融入到一流课程与一流专业建设中，丰富了学生

的专业知识，拓宽了学生视野，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工匠精

神，让学生树立了职业自信和职业责任感。下一步，

课程团队将落实 OBE 教学理念，更加深入挖掘课程所

蕴含的思政元素，整合和构建思政案例，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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