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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众多高校广泛开展了线上教
学。如何化疫情危机为开展课程思政的契机，利用现代技术深度
融合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育人，佳木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方
法研究团队规划建构融思政之盐的专业课程体系；探索实践载
思政之实的 TBL、PBL、翻转课堂、案例教学、混合式教学等方
法；总结精选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等呈思政之效的专业育人
经验，力求在专业课程“责任田”上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
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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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
要求：“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使思想政治工作联网上线，增强时代感和吸引
力。”新冠疫情使得 2020年成为众多国家、多数行业和个人的非
同寻常年，在我国教育领域，“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被广泛推
广与应用，新的教育方式方法被发掘。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深
度融合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政育人，引领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新
时代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佳木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研究团队化疫情危机为开展课程思政契机，进行积极探索与实
践。

一、规划建构融思政之盐的专业课程体系
课题团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课程文化发展理
论、有效教学理论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依据，在国家与
学校相关文件指导下规划建构融入思政元素的专业课程体
系，具体如《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传播学概论》和《数学教
育测量与评价》等课程。

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原则，根据行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内容，强化学
生职业能力素养。课程参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标
准》和多年教学积累以“立德树人、课程育人”为宗旨，采用模
块化教学，对应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目标如表 1所示。

在课程规划框架下，重视教学设计，选取得当的教学方法将
“课程思政”具体内容与专业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在专业课程的
“责任田”上力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
二、探索实践载思政之实的专业课程教学方法
为形成更具普遍意义与推广价值的客观结论，研究团队选

取佳木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理学院学生为主要调
查研究对象，分别在管理学、传播学概论、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等专业课程中进行实践，探索应用适合“课程育人”的线上教学
方法。
（一）TBL、PBL———体现学生自主性的教学方法
逐渐摒弃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记为主的教学方法，根据课程

性质和特点实践 TBL、PBL等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
为导向”，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和情感体
验。如在讲授“招聘与配置”时：首先，通过提前布置课下作业“收
集并总结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选拔”，让学生熟悉我国宇航员的
事迹、理解选人与用人需要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岗位需要不
同的胜任素质；其次，在讲解“面试的组织与实施”时运用选拔宇
航员事例阐释面试程序、面试方法等具体知识点；再次，通过分
组进行“面试模拟”将“设计面试方案”“结构化面试”“面试提问
与评价技巧”“面试评价”等知识强化；最后，通过组织学生互相
评价、公开评价结果并将其纳入形成性考核来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实践证明，学生参与热情高涨，竞争意识增强，自信
心、表现力、成就感都得到体现。由于是采用钉钉在线教学，教学
与实践全过程生成视频文件，支持回放，同学们更加认真，育人
效果也更加明显。
（二）翻转课堂———彰显生活性的教学方法
教学注重贴近学生生活，以任务驱动型翻转课堂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专业课程与其所处社会生活的关
联，彰显各门课程的道德价值。如在讲授“劳动关系管理”内容
时，通过在线课程平台期初推送“疫情对人力资源的 7大正面影
响”文章，在讲授课程最后一章时就文章观点共同讨论、提问、总
结，明确疫情结束后，众多企业也将会掀起一波“能者上庸者下”
的浪潮；员工和管理者都将明白约束自己的重要性；内部流程与
信息将更加透明；不会让奋斗者再吃亏；视频面试、在线测评、在
线学习将会兴起等观点；同时布置学生课下完成作业“延迟复
工，工资到底怎么算”，将本章所学“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知
识点与实务操作相衔接。学生通过近一学期的知识积累与情感
积淀，在独立思考、共同讨论和强化练习中实现学习、理解、深
入、巩固和应用的渐进，更加认同国家政策，明晰自身责任与使
命。
（三）案例教学法———实现生成性的教学方法
利用课堂教学中的随机事件，发掘育人点，重视构建和谐生

动的课堂，以教师自身道德素养、人格魅力、渊博知识和亲切态
度激励和感染学生，发挥生成性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实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程教学中结合学生使用的手机、电脑、
学习平台等身边事例讲述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民族品牌案
例，并联系专业课程知识点进行分析，引起爱国、敬业、创新的情
感认同。
（四）混合式教学———适应新媒体融合的教学方法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成为教育领域新常态，教师有效运用新

融 合 思 政 育 人 的 专 业 课 程 线 上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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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 14题 你认为线下教学的优点��

媒体手段，深入发掘与专业课程紧密相连的思政元素，以视频、
音频、图片、文本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诠释专业理论、深化专业
素养。课前采用钉钉、微信、在线课程等平台传递资料、布置学习
任务、交流信息；课上采用 SPOC教学模式，基于课下前期学习
成果展开更加深入的教学。
研究团队精心设计《高校专业课程线上教学情况调查》（以下

简称“调查”）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定向调查，调查对象匿名自愿填
写，得到有效问卷 589份。调查表明，钉钉、智慧树知到、超星学习
通和腾讯会议是佳木斯大学师生主要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满意
度较好。但通过“你在线上学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扰”“你认为可能
会导致线上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你认为线下教学的优点”和“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相比的优势”等问题的调查结
果可以看出：线上学习缺乏教材和学习资料、学习效率低、缺乏共
同学习氛围；线下教学教师可根据学生课堂表现随时调整，具有面
对面教学学生注意力集中、互动效果好、教学效果明显等优势；混
合式教学更适应新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具有开阔视野、拓展思
维、突出重点难点、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专注度、促进协作与探究等
优长（见表 2、3、4、5）。

三、总结分析呈思政之效的专业育人经验
（一）得当的教学方式方法有助于实现好的教书育人效果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和教学

任务要求，在教学活动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称。调查显示：
85.23%的同学认为线上教学实现好的教书育人效果取决于教学
方式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线上线下混合式、项目教学法、
团队式学习等教学方法不同程度地得到认同（见表 6、7）。

（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价值塑造相融合的育人目标基本
达成

通过“你在专业课程学习中的收获”“专业课程学习对个人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积极作用”“专业课程学习中的哪些
内容或形式对你的价值观影响最大”“对于教师课堂教学的教学
目标达成方面，你的感受”等问题的反馈，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
认为学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见表 8）；
专业课程学习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具有积极作用
（见表 9）；专业课程学习中的理论知识、案例、前沿知识等内容和
教师点评、小组学习、课堂讨论等形式对价值观影响较大（见表
10）；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价值塑造相融合的育人目标基本达成
（见表 11）。

（三）专业育人目标的实现需要精选教学内容等多重举措
教学方法体现特定教育和教学的价值观念，受特定教学

表 5 第 15题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相比的优势�

表 7 第 10题 你认为在线上教学中哪种
教学方法在“专业育人”方面效果显著

表 8 调查第 18题 你在专业课程学习中的收获有�

表 2 第 11题 你在线上学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扰

�
表 6 第 9题 你认为在线上教学
中实现好的教书育人效果取决于�

表 3 第 12题你认为可能会导致线上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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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具体教学组织形式的制约，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达成教书育人的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重视教学设计与组
织、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实践环节、重视个人或小组学习与分
享、课堂讨论等举措得到学生们的认可（见表 12）。

通过教学实践与调查分析，课题团队努力发掘课程育人功
能，精选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设计与组织，将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学生在价值观、专业素养、
实践能力等方面得到完善，教师的政治素养和职业素养也得到
提升。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互
联网+’背景下普通高校教学方法改革研究”(SJGY20170587)黑
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 OBE理念的高等院校“三
位一体”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佳木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自然融入与润物无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研究”
（SZZX2020-07）、“新教育理念下高校教学网络课程与传统教
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YZL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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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2页）贫项目，可以向学校创
新创业帮扶中心申请资金解决。通过本
项目形成的资产将经常由直播员使用，
不会遗失 也不会人为损坏，因此属于
低风险资产。

2.竞争风险。由于 2020年的新冠疫
情的严重影响，快速催发了网络直销直
播的规模极大的电商直销，如果宣传不
当将导致本项目不被大众熟知，知名度
不高而影响销量。同时由于本项目是创
业初期，缺乏品牌效应，一些大型超市
可能会选择较为熟知的大公司进行签
约合作而拒绝尝试本平台所提供的产
品，从而导致本项目的竞争将会较为激

烈，存在本项目有可能客户资源不足、
价格定位不准和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
竞争风险

3.财务风险。本项目实施和推广后
需要投入的资金不多，也不需要寻求社
会资金介入，且项目实施推广后预期能
够获得较好的收益和较高的社会效应，
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预期较低。

4.管理风险。由于本项目全部由在
校大学生组织实话，同学们的管理能
力、经验、知识结构可能存在一定的欠
缺，从而可能会出现一些决策失误、客
户关系不融恰和网络技术不全面等风
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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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调查第 16题 专业课程学习对个人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积极作用

表 10 第 17题 专业课程学习中的哪些
内容或形式对你的价值观影响最大

表 11 第 8题 对于教师课堂教学的
“教学目标达成”方面，你的感受�

表 12 第 19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达成专业育人的教学目标，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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