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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培养系统掌握艺术设计知识技能，能 从 事 艺 术 设 计 工 作 的 高 质 量

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 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文化传播和价值传承的重要使命。 目前，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制 度设计不系统、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专业内容融合不紧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意识 和能力欠缺、课程思政建设的 教 学 资 源 支 持 不 足 等
问题。 高职院校应以问题为导向，结合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特点，积极深入地探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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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作为占据全国高等教育
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入课堂教育，把人文素养培养有效融入专业技
能培养，
把德育教育巧妙嫁接到课堂之中，让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教学承担起价值引领与德育教育的功能。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培养系统掌握艺术设计知识技能，能从事艺术设计工作的高
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力量，承载着文化传播和价值传承的重要使命，因而，他们需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上设计工作岗位后坚持良好的价值取向，引导正确的社会舆
论。鉴于此，在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探索出一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
路径。
1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1.1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塑造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
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高职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在互联网高度
发达的时代，学生因判断能力有限，可能会比较盲目地接受一些事物，这就需要我们的专业教师给予他们正
确的引导，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
时，正确地辨别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真正把“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落到实处，为社会培
养有用的高质量技术技能型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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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提升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手段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花在学习专业技能上的时间比较多，他们的政治意识相对较弱，而且高职
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太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教育和引导。与此同时，学
生在学习艺术设计课程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多元文化，如果其自身政治思想意识比较薄弱，则极易受到外
界非优质文化的侵蚀。因而，从高职院校层面来说，应注重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政治素养的培养并落实于教
学改革中，在专业知识教学中有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提升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思政教育的参与度，
不断深化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意识的认知，培养出政治合格的高
质量技术技能型设计人才。
1.3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需求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毕业后所从事的文化设计产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密切相关。他
们承载着历史悠久的中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责任，因而更需要强化自身的文化创新
能力，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创作高水平的艺术设计作品，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设计能力，更要
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艺术设计作品自身所具备的可推行性和可宣传性，
也需要强化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提高艺术设计作品受众的思想政治素养的目的。
2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近几年来，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宗旨，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
与实践，围绕课程思政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与
做法。但是，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要深入系统地推进，在学校层面、
课程层面、
教师层面及
保障层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学校层面的课程思政制度设计不系统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需要学
校层面从顶层设计做好人才培养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和各主体间的配合与协调。高职院校一直以来非常重
视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有力推动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但与此同时，在不少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的现象还
比较严重，专业教育只重视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技术能力的教学与训练，而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到专业
教学中。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少学校只是通过阶段性工作、部分教师等推进，
这种做法存在着“只
在点上发力，不能在面上展开”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做得很不系统，从而使高职院校艺术
设计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普遍存在着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意识薄弱、专业课程思政元
素挖掘不够、
课程思政教学开展方式方法单调等问题。
2.2

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专业内容融合不紧密

实施课程思政就是在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但现在大多数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和专业内容融合得不紧密，只是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简单叠加”，课堂上呈现的只是流于形式的“大道理
[2]
说教”和
“喊口号”
。一方面，课程思政育人元素广度不够。课程思政的理论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
对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素材则要更多地选取于古今中外，教师在选取课程思政素
材时更不能脱离学生所能感受的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内容选择深度不够。教师没有受
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训练，所挖掘的思政内容相对不够深入，与岗位和职业紧贴度也不高，讲解的内容和
方式也比较简单，在教学过程中很难融入专业知识中。
2.3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欠缺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较多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在课程教学
实施过程中融入思政育人的意识及能力比较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的意识不足。对于教师来说，把了解和掌握的课程思政相关政策要求转化为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能
力还需要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教师不但要进一步提高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认识到艺术设计专业实
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更要着力改变教学中“重专业教学，轻课程思政”的情况。二是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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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随着国家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多数教师已经意识到课程思政建设对于人
才培养的价值，但仅仅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课程思政的能
力，
能够在课程教学中润物无声、犹盐在水。[3]
2.4

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资源支持不足
高职院校都是近几年才开始推进实施课程思政的，还没能形成系统完善的保障条件。这主要表现在：
一

，但缺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订的切实可行的运行实施方案；二是在课程
是整体设计上有“指导纲要”
思政实施过程中，缺乏系统的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资源支持。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思政已经开始
实施了几年，形成了一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教学案例、教学资源，但还不是很典型，关于课程思
政交流平台、研究机构，培训组织数量也非常有限，使得学校和二级学院的课程思政探索和实施工作存在较
大局限，很难调动学校与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4]
3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对策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既有高等职业教育的共性，即为行业企业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
的高质量技术技能设计人才，又具艺术设计教育的个性，即为设计行业企业培养思想活跃、创新思维能力强
的一专多能的应用型设计人才。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具有人文性、实践性、创新性的特点，需要教师
结合专业课程的教学特点，找准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内容的切入点，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效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
3.1 做好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系统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首先，
要科学系统地制定好学校和二级学院两个层面的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高职院校要以“立德树
人”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课程育人”为抓手，明确好学校层面课程思政建设的任务
和重点，高屋建瓴地设计好学校层面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艺术与设计学院要以艺术设计专业群建设为统
领，科学制定好艺术设计专业群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明确艺术设计专业群课程思政建设的工作目标、推进方
法及保障措施。
其次，
艺术与设计学院要系统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艺术设计专业群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艺
术设计专业群各专业要在开展产业分析、行业调研和企业调查的基础上分别明确本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内
容，针对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进度、教学保障等内容进行科学设计、调
整，
将课程思政的理念、目标、原则、内容融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写入教学计划、落到教学环节。[5]
最后，艺术设计专业群各专业要将课程思政融进课程标准。各专业教研室应系统梳理各课程的德育元
素及承载的育人功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全面融入课程标准，将课程思政建设
内容明确到课程的定位、目标、设置、设计、评价与考核等各个环节，将它作为授课计划的重点内容和课堂教
学的重要方面，
全方位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任务、实践技能训练环节以及学习评价方案中。
3.2

依托课程内容有效融入思政教育，确保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应以科学、合理、实用的课程内容为有效载体，在实施专业知识与技能传

授过程中有效推进课程思政。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要针对不同的专业教学内容，从中充分挖掘专业课程
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不断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在专业课程知识学习及实践训练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
的团队意识、
职业素养和奉献精神，确保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教学中的效果最大化和最优化。
（1）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人才，需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牢固树立献身祖国的
精神和志向。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进行色彩认知教学时，可以结合五星红旗进行教学，讲解国旗的红色象征着
革命烈士的鲜血将国旗染成红色，不知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的青春和对民主自由的不懈追
求，
换来了我们今天安定和谐的生活。在“扎染”
“蓝印花布”等非遗技艺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可将文化元素与
时尚创意相结合，让学生在传统与时尚的冲击和融合中充分体验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艺术魅力，让学生牢固
树立爱国主义情怀，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地把祖国的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作
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奋斗终生。教师在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逐步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使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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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价值观念教育。在专业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开展正确的价值观念教育，确保其创作出积
极、正面的设计作品。在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要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念贯彻到作品设计中，确保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设计竞赛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灵活运用各种元
素，突出核心价值观、传播核心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康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注重社会公德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在项目化课程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项目小组学习，对彼此的设计作品进行修改和润色，以此增强学生对交流与合作的深
入理解，
营造齐心合作、协力共赢的良好学习氛围。教师带学生外出写生时，要教育学生遵守社会公德，讲究
文明礼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和谐社会的积极参
与者。
（4）注重职业素养教育。在实施艺术专业实训课程和项目化课程教学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职
业素养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道德，逐步养成遵纪守法、坚守规范、敬畏职业的道德意识，走上工作岗位
后尽快成长为一名优秀职业设计人才。教师也可以探索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艺术设计专业
课程教学模式相结合，将实践教学课堂搬到“非物质文化传承工作室”，邀请“扎染”
“蓝印花布”等“非遗”传
承人亲身参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让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所代表的职业理想、职业信念、职
业责任等要素润物无声地融入艺术设计专业的实践育人体系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技
艺，
提升文化自信，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建设大局。
3.3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教师是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素。第一，构建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
团队。二级学院应充分发挥专业教研室、课程组等教学组织的作用，以思政教育工作为纽带，统筹组建由专
业教师、
思政教师、
校外艺术大师、
辅导员组成的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团队，
协同合作，
打造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
共同体”
。共同体成员一起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将专业资源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将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过程，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互融互通。[6]第二，组织开展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课程
思政系统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与能力。二级学院要在学校教务、人事等部门的支持下，
定期组织课程思政领域的专家通过专题讲座、实践研学等方式，对专业教师进行课程思政专题培训，帮助他
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规律和话语，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基本内涵与逻辑，提升自
身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每月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专题教研活动，针对专业教
师特别是新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
3.4 形成课程思政资源整合和完善机制，确保课程思政资源的系统性和时效性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要充分挖掘和系统整合专业课程的思政资源。一是要组建二级学院层面的艺术设计
课程思政资源建设团队和资源库，统一收集各种类别的“课程思政”元素资源，按照统一标准筛选入资源库，
确保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所需资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学校和二级学院层面都需统筹建立课程思政资源
整合优化机制，一方面要建立资源挖掘整合机制，激励教师坚持挖掘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如二级学院专门有
针对性地设置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鼓励教师通过课题研究逐步完善课程思政资源；另一方面要在充分挖掘
课程思政资源基础上，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国家政策和形势的发展对资源进行定期筛选、
查漏补缺，保证专业教学体系中的课程思政资源与时俱进。
3.5

构建课程思政保障机制，
确保课程思政可持续有效推进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的开展，要在新教学理念的树立和实施思路清晰的基础上，在上级主

管部门和学校层面还应构建有效的课程思政实施保障机制，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能稳定、有序、高效、良性推
进。第一，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领导，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部的统一指导下制
定并出台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的总体规划及相应的政策制度，明确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第二，
高职院校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评价机制。学校应将课程思政实施成效纳入二级学院的评价指
标体系，每年进行绩效考核。同时，学校通过职称评聘、教学绩效考核等手段有效引导和激励专业教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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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课程改革，探索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递好价值观的途径，鼓励专业课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联合
开展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第三，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加大专业教师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教
师培训机制。学校应构建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的系统化、常态化机制，确保将专业教师的道德教育意
识及教学能力建设全面有效落实到其成长的各个阶段，让专业教师从中逐渐强化“说教”意识、不断增强“说
教”能力，锤炼自己的学术品格，
真正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人生导师。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作为高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之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任重而道远，需强抓落实。高职院
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如何针对艺术设计专业群中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深入探
索构建
“专业课+思政课程”新模式，实现多学科共融、多主体共建、多资源共享，努力在各专业课程教学中润
物无声、犹盐在水地融入思政元素，积极推进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有序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艺术设计专业的每一位教师切实提高对课程思政的认
识，
并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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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Implement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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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major is of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
cal and skilled talents who can systematically master art design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regional economy and so－
ciety and can engage in art design work. Art design graduates are the main force to carry forwar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spread Xi Jinping’
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inheritance. Present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rt
design major’
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ists the problems of the system design not systematic, the
course’
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not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major’
s content, the lack of
teachers’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carry out course’
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support for course’
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tc.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problem-oriented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art design major’
s courses, and activel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course’
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t design; course’s ideology and politics; implementation counter－
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