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改风采08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广告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新时代背景下树立
高校思政课“以学为中
心”的新理念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行
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
高校思政教学的改革要始终坚持与时
代发展同步，坚决摒弃落后的教学理
念，树立“以学为中心”的新理念。

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
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得出，在进行高校
思政课教学路径的改革中，应充分吸
收社会各界对高校思政课改革的观点
和想法，从而更科学、合理地设置
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向，从根本上建
立“以学为中心”的新的教学理
念，对原有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进行有效的变革与创新。在教学过

程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
导，注意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使学生在教师的影响下端正自
身的学习态度，逐渐形成科学正确
的学习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更为
重要的是教师在新媒体视角下需要
充分认识到，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
通过利用新媒体的便利与优势，在
教学过程中能够充分开拓学生的视
野，使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对思
政课教学的认识，从而引导学生成
为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的践行者和推
动者。

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
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中通过借助新媒
体的应用，促进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不
断优化。新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中的应用，有助于思政课教学取得新
的突破。在借助新媒体的帮助下，教
学研究成果可以进行及时转化，从而
提升了教学效率。广东科技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应用新媒体使思政课
教学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借助
新媒体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效
结合，便于引导大学生运用书本中
的理论知识分析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进而使得思政课教学更加朝着
实际化和生活性的方向发展，避免
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理论过多、偏离
实际，促进了学生提升自身整体甄
别问题的能力，便于其培养思政课学
习的兴趣。

新媒体视角下打造
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的新
课堂

在新媒体视角下，在转变思政课
教学理念的同时，广东科技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改变了原有较为单一的课
堂讲授模式，打造现代信息技术赋能
的新课堂。

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
过网络等新媒体平台，着力打造3个
课堂，即通过网上建课、利用网络课
程资源的在线课堂，线上线下混合课
程的混合式教学课堂，运用“学习
通”“课堂派”等进行赋能的传统课

堂。通过结合新媒体，时代，借助其
信息更加开放、互动更加多元的特
点，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使教
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产生更多的共
鸣，更利于课堂教学的开展。

借助新媒体视角，思想政治教育
在技术、互动模式和平台上取得了重
大突破，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更多的
启发。在教学渠道方面，教师通过充
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和新媒体平
台，更好地实现了对教育教学资源的
收集，通过丰富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有
效引导，使学生能够进行更加自主地
学习和思考。同时，通过新媒体的应
用，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在线学
习和交流，实现学生学习心得的共
享。从技术手段的角度，教师可以
在教学中积极构建新媒体网络平
台，将教学内容以图片、视频的方
式呈现给学生，使思想政治教学内
容得以立体、生动呈现。通过在课
堂上为学生播放视频，教学内容会
更加生动、自然，学生也会更加关
注学习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可以赋予教学内容更多的时代
特色，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体
会和理解。从教学方式上看，通
过与新媒体相结合，可以改变传统

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将学生
变为教学的主体，从而使得整个教学
活动更具有针对性。

“大思政”格局下
建立跨越时空全方位育
人的新模式

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
教学改革探索中，以在线课堂为核
心、以网络微课为拓展、以红色网站
为补充，运用软件了解学生情况，运
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与学生互动，
运用抖音等自媒体直播为学生答疑解
惑，积极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构建“大思政”格局下建立跨越
时空全方位育人的新模式。

这一模式借助于互联网技术，整
合形式多样的新媒体构建教育平台，
以计算机、手机等传播媒介作为载
体，通过教师对广大学生有目的、有
计划、有技巧地灵活施教，使二者之
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这种结合了新
媒体技术的思政课教学活动，能够对
广大学生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拓展了
高校思政课教学时空，更适合当前高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思政

课的欣赏指数，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
教育效率；便于全员育人、全过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的
迅速形成，充分发挥了思政课实践教
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育
人功效，实现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具体的教学中，广东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重视教学中各个
环节的设置。首先，高度重视教师队
伍的建设，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开
展者，教师自身需要在教学工作中不
断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始终保
持与时俱进的教学状态，同时需要根
据当前的教学环境及时掌握应用新媒
体教学的能力。在具体的教学中，要
运用新媒体积极引导学生的思想。其
次，注重对教师专业技能的考评。一
方面能够有效提升新媒体背景下的教
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师也能够更好
地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情况，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对课
堂教学进行必要调节，以此来提升教
学质量。

因此，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际
情况以及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结合
新媒体的角度来看，广东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了能够应对新媒
体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充分
重视思政课教学的顶层设计，分别
从高校教师的新媒体技术驾驭能
力、新媒体相关教学平台的搭建以
及在校生对学科的学习与吸收等多
个方面进行良好的搭建和铺设。通
过教师在教学中利用新媒体技术，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作用，进而
有效地解决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寻求了
全新的教学方法。

（刘嘉诚）

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新媒体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

用“美的教育”熏陶校园

何谓“美的教育”？在厦门九中看
来，“美的教育”是一项系统性的教
育，要软硬兼备，创建“美的环境”；
要春风化雨，塑造“美的心灵”；要师
生合力，创造“美的课堂”；要知行合
一，普及“美的语言”；还要内外兼
修，养成“美的行为”。以美的课堂为
例，学校详细定义了教师的语言、行
为、教育方式，强调教育要有艺术性，

“不能是填鸭式教学，要能够呈现给学
生一种美感，让学生喜爱课堂。”学校
负责人如是说。

“美的教育”，培养美的人。在全员
参与、各美其美的过程中，厦门九中自
2007年以来连续11年荣获厦门市或思
明区初中教学质量优质奖，2020年获
思明区初中教育质量综合奖；2018年
以来，厦门九中学生共获奖578人次。

“美的教育”成就美的学校，厦门九中
先后斩获“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校”“福建省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福
建省先进教工之家”“福建省巾帼文明
岗”“福建省红十字模范校”“全国青少

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示范学校”
等荣誉称号，连续多届获评“厦门市文
明校园”。

当你站在厦门九中的校园之外，不
仅可以看到风景秀丽的金榜山，还有毗
邻学校的国家4A级景区金榜公园。据
《嘉和名胜记》《厦门志》记载，金榜公
园里存有陈黯公隐居遗迹，曾吸引了张
翥、朱熹、陈献章、丁一中、刘存德等
名士前来寻访、缅怀凭吊、题诗作记；
有宋朝大理学家朱熹游览金榜山留下巨
幅石刻《金榜山记》，宋幼帝掬泉甘饮
赐号“圣泉”；有清朝抗英名将陈化成
之陵墓坐落园中，这里成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这些景观所遗留的人文
精神，被厦门九中汲取为宝贵的教育资
源，开发出厦门九中独有的金榜文化特
色课程。

这是一门将文化课程与校园环境融
合的课程，学校先后建成了“厦门历史
文化名人”石雕壁画、书香长廊、教育
家碑林、润物池等富有特色的文化景
观，在教室内外及廊道悬挂学生书法作
品、心理漫画作品等；班级涂鸦墙以

“我的校园我的家”为主题，由学生自
主创作，共同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当
中。在厦门九中的校门口，矗立着“敦

品励学”景观石，“品”字象征厦门九中
“美的教育”的校园文化特色，其宗旨
即：敦品励学，提升教育品质，打造教
育品牌，办成精品学校，培养品学兼优
的国家有用之才。在2019年7月落成的

“凝心碑”，是厦门市第九中学教育基金
会作为厦门市思明区学校仅有的教育基
金会的标志，而2020年9月修缮一新的
彩绘排球墙，也为落实“阳光体育”、增
强学生体育锻炼提供了绝佳场地。

为进一步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育人价值，厦门九中教师还积极开展相
关的兴趣小组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等，如
陈晓丹老师的“寻找嘉庚足迹”、张峰
老师的“畅游史乘、梦回往昔”、高鹭
斌老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探究”等
兴趣小组课，陈安平老师指导的“福建
近代历史文化名人探究”，陈晓丹老师
参与莲花中学张慧玲老师主持的市级重
点课题“陈嘉庚精神在相关学科中的教
育应用研究”等。

用“金榜品质”课程滋养心灵

金榜文化特色课程不仅突出了“美
在九中”，而且成为了厦门九中“金榜

品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
是学校将学生成长作为课程开发与实
施的焦点，立足地域文化和学校发展
实际，多元解读课程“文本”，采取整
合融贯的思维方式，科学规划、构建
并实施的课程，内容包含：“一个核
心”——聚焦学习、追求发展，育

“勤奋自强求实创新”的金榜学子；
“多轨课程”——基础课程、发展课
程、实践课程，其中，基础课程指国
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发展课程包含拓
展选修课程、项目学习课程、综合探
究课程等，实践课程包含暑假夏令营
课程、社会公益课程、社团活动课
程、研学课程等。

“一个核心”的实现，依赖于系统
式生涯规划课程。不同年级的学生，其
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是不同的。因
此，在厦门九中，初一学生要“适应环
境”，初二学生要“人格自信”，初三学
生要“自强奋进”。厦门九中的学子，
在初一会有给3年后自己的一封信，在
初二会有青春期教育主题讲座，在初三
会有中考奋斗目标设定等人生规划课
程。对于初三这样的关键时期，学校的
檀馨心育中心会在一模前后为初三学子
带来考前心理辅导讲座，二模之后，联

合市心理辅导讲师团为学生开展中考前
心理减压拓展训练……

实践课程，是厦门九中的一大特
色，在厦门九中以模块的形式开展。以
往的春秋游，学校大多数以全年级、全
班集体行动的形式实施，而厦门九中则
联合专业课程研发机构，共同开发了研
学课程体系。这样的课程，不再是统一
倾听讲解、以景点游览为主的活动，而
是有课程体系、有主题、不同班级轮
流实践不同模块内容的学习活动，在
长线设计下，课前任务预习、课中任
务探究、课后任务都要进行教学设
计，研学导师会组织学生进行听讲
解、自主探究、实践操作及分享总
结，同时确保每名学生参与的时间和
质量；这样的课程，不再是根据场馆
资源安排，各年级之间无明显内在联
系的活动，而是以美育课程体系建构
年级内容，由浅入深，既独立又螺旋
上升的结构：初一，传承中华美学的
力量；初二，缔造时代中国的品格；
初三，谱写风华正茂的乐章。

就这样，在研学课上，学生能走进
歌舞剧院、歌仔戏演习中心、布偶戏传
习中心等实地参观，丰富的实践活动锻
炼了一批又一批中学生，他们在提高自
身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的同时，还亲身参
与了“美的语言”普及活动，做闽南文
化的传承人，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浸润，在闽南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敦品励学，向美而行。在“美的教
育”的熏陶中，在“金榜品质”课程的
滋润下，厦门九中学子正以生机勃勃、
品质坚毅的模样，走向“勤奋、自强、
求实、创新”。

（洪秋和）

厦门市第九中学

让“美的教育”根植“金榜品质”课程沃土
“要通过开展美育

和艺术通识教育，弘
扬民族文化精神，提
高 全 民 审 美 认 知 ”，

“中华民族是爱好美的
民族，中小学美育十
分重要”，2021年全国
两会上的话题，让加
强 美 育 引 起 人 们 热
议。早在20世纪90年
代初，厦门市第九中
学 （以下简称“厦门
九 中 ”） 便 提 出 了

“美在九中”的教育理
念，多年来学校又对
此进行细化升华，形
成“美的教育”。2018
年5月，厦门九中又以

“秉承‘敦品励学’，
实施‘美的教育’”
为申报题目，被确立
为福建省第二批“福
建省义务教育教改示
范性建设学校”。

红色师魂激发幼专发
展内驱力

80年前，“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
院”（简称“华中鲁艺”）在烽火连天
的盐阜大地诞生，许多知名的文学大
家、艺术大家怀揣报国之志，在中国
共产党的号召下，群英荟萃到鲁艺，
笔蘸硝烟铸师魂。有着“新四军艺术
的摇篮”之美名的华中鲁艺，为根据
地培养了大批文化艺术人才，筑起了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堡垒。

铁军文华润鲁艺，弦歌不辍育新

人。一代又一代幼专人坚持以明大德
彰显初心、以守初心光耀大德。其
中，既有“不抢道、不争道”仍奋战
在一线的“70后”老校长老党员，也
有获全国、全省表彰的优秀教学团
队、先进教育工作者，还有正在拼搏
奋斗激扬青春的“90后”“00后”，更
有无数的“丹心化作春雨洒，换来桃
李满园香”默默耕耘三尺讲台的园
丁。盐城幼专不忘初心，秉承红色师
魂，涵养“大爱”、践行“大道”、崇
尚“大美”、锻铸“大器”，奋楫争
先，攻坚克难，办学治校既有“颜
值”也有“气质”。

多点融合焕发幼专思
政生命力

盐城幼专不断探索地方红色文化
与思政教育多种融合路径，打造极具
学校特色的红色育人项目和品牌。在
盐城幼专，思想政治课形式多样，精
彩纷呈。

“课程+思政”，铁军精神里蕴藏
育人力量。组建课程开发团队，创建

“铁军精神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中
心”，深入挖掘盐城红色文化资源，围
绕铁军精神之“魂”，在中国大学
MOOC开放“盐的城 铁的魂——铁
军精神在盐城”在线课程。“学海讲
堂”、“臻美讲堂”、“新毅”红色文化
宣讲团、健行学院等平台先后亮相，
不断打造“学生身边的思政课堂”，真
正实现了第一课堂立根，第二课堂固
本，第三课堂强志。

“军训+思政”，蓝色军服上记录
特殊符号。景仰前贤，追寻榜样。在
盐城幼专的军训场上，学生们的军训
服并非绿色，而是组成一片蓝色的海
洋。原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
城重建军部，盐城幼专的前身——盐

城师范学校、阜宁师范学校以及盐城
鲁迅艺术学校，都和革命前辈有着很
深的渊源。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
者怀其源，学生们透过蓝色新四军军
装，可以读懂军装、臂章背后的故事。

“舞台+思政”，音乐剧里流淌的
红色旋律。演自己的历史，讲自己的
故事，师生同台，共同演绎“红
色”音乐剧 《华中鲁艺记》，该剧
以 1941 年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
历史发展为背景，以华中鲁艺师生
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创造性地选取
了华中鲁艺招生、开学、“北秦庄
遭遇战”等史实中一个个坐标点，
聚焦、定格、延伸……通过艺术手
段再现了华中鲁艺血染的峥嵘岁
月，讴歌了华中鲁艺师生艺魂、军
魂、民族魂，谱写了一曲鲁艺师生
的青春赞歌。这场融舞台的艺术性
和讲台的教育性于一体的视觉盛
宴，坚定了学生的信仰，引领青年
学生对自我、对青春、对人生的意义
进行更深的思考。

“基地+思政”，穿越历史隧道的
行走课堂。在盐城幼专“行走课堂”
教育基地——铁军艺苑里，或地砖，
或浮雕，或亭台……每一个角落都展

现着华中鲁艺当年的师者风范、累累
硕果，蕴含着华中鲁艺深刻的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今天，盐城幼专展现
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新担当、新作
为，既为盐城文艺作品创作与欣赏、
艺术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提供平台，也
发挥了为盐城“文艺繁荣与发展”铺
路架桥的重要作用。

三师协同扩大幼专党
建影响力

盐 城 幼 专 创 新 手 段 ， 丰 富 形
式，从校史中了解党史，更从校史
中读懂党史，一手抓教育发展，一
手抓品牌创建，交出了一份催人奋
进的答卷。

推进党建创新项目育人。以“提
质增效创特色，凝心聚力育新人”党
建创新项目为抓手，加强“五型”党
建理论研究，积极培树党建品牌。“三
师协同‘启引领远’，薪火相传育新
人”“鹤琴思想润心灵 三品新人担使
命”分别获得2019年、2020年全省高
校“最佳党日活动”优胜奖。“学业、
专业、创业、职业‘四业同行’”等
基层党建品牌如繁花满园，催生盐城

幼专党建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进三助三立”服务育人。聚

焦“诚毅新美专”人才培养目标，以
“三进”为立足点，关爱学生，走进
学生“生活、学习、心灵”，引导青
春生命拔节成长；以“三助”为突破
点，将党支部建在二级学院、活动中
心、学生社团，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

“压舱石”和“推进器”作用；以
“三立”为落脚点，坚持“育人”“育
心”“育情”“育理”的价值追求，为
学生立生命之根、立成人之德、立臻
善之魂。

深耕四种文化以文化人。盐城幼
专坚持品牌引领，深入开展“红色文
化”“师范文化”“和合文化”“臻美文
化”内涵研究、价值挖掘和实践拓
展。以师范文化为根，培养师范生的
师德、师仪、师表、师心，塑造职业
使命感；以红色文化为魂，围绕“守
红色鲁艺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这
一目标，致力打造“五个一”特色工
程；以“合和文化”为茎，形成礼仪
文化、诵读文化、节庆文化、创新文
化等系列文化品牌；以“臻美文化”
为果，尚美润德、立品树人，引领师
生美形、美心、美行、美性，培塑

“臻美幼专人”。
坚守与传承，岁月如歌初心如

磐。盐城幼专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
数迁校址，几番兴替，走过了艰苦
办学、长足发展、历史跨越的征
程。师范百年的弦歌不辍，鲁艺精
神的薪火传承，使得盐城幼专百年
岁月长河，底蕴深藏；万名芬芳桃
李，皆是希望。红色薪火的守护、
传承、创新，盐城幼专永远在路上。

（戴永湖 葛红梅 张爱萱）

江苏省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弦歌不辍育新人 百年师范焕新颜
从1941年起，在抗日烽火的洗礼下，江苏盐城广袤的土地上有一所由中

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学校，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或从军，或从政，
或从教，他们遍布中华大地，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这所学校
就是江苏省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盐城幼专”）。

盐城幼专是1941年在抗日烽火中缔造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仅有的传承学校。这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是一所
烙有红色印记、厚植家国情怀的学校，是一所追求卓越品质、创新奋进不
止的学校。这里既有师范百年的弦歌不辍，又有鲁艺精神的薪火传承。立
足地方，赓续红色薪火，立德树人，传承鲁艺精神，用足用好地方红色资
源，成为盐城幼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显著特色。

在当前新媒体背景下，原有的思政课教学已经无法更好地满足当前
教学的实际需要，思政课教学必须紧跟时代，进行必要的教学路径改革
的创新。广东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新媒体的大背景下，勇于改革
创新，通过自主实践探索，努力把思政课讲精彩，变成“抢座课”，能
够应用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