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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催发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

以应用促建设，着眼于解决思政课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强调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的研发与共享，聚焦于探究信息时代教学模式。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思路和构想

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的融合， 是我国教

育事业的重大发展战略， 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

潮流。 2012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1—2020 年）》首次提出了“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融合”这一实践概念。 目前，就国内高校开展的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方式来说， 最常见

的是多媒体计算机教学， 即单机版的多媒体教学和多

媒体网络教学（包括“慕课”等在线开放课程）。可以说，
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 展现

出了巨大的功能优势和积极影响。 2016 年 12 月， 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对于国内高校普遍开展的信息

技术应用于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为当前进一步深化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

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逻辑基础

从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来看，“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这一概念凝练并提出，促使这一概念进入

教学实践的教育技术逻辑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教育开放运动的发展与媒介型大学教学模

式， 给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高度融合带来了强

大驱动力。 世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加速了教育系统变

革及其教与学方式创新。大规模在线课程（“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缩写 MOOC，中文译为“慕课”）
不仅提供免费学习资源， 而且实现了全程参与教学过

程的构想，其核心是强调“学”，即学生的学习。 由传统

教师主宰的课堂向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转变， 在教学结

构和过程上反映了师生的角色转换关系。 “慕课”的横

空出世， 也给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高度

融合带来新的驱动力。 2014 年 3 月 15 日，思政课主干

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国内最大的 MOOC
式在线互动学堂———智慧树正式播出。 该课程由复旦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总体负责， 包括北京大学等在内

的 10 所高校、20 多名教师参与共建。 这是国内第一门

混合式大规模开放式在线思政课，开启了“慕课”在我

国高校思政课领域运用实践的先例。 2014 年 9 月 22
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课程正式在“学堂在线”上线。 2016 年 9 月

26 日，武汉大学四门思政课“慕课”正式开课。
第二， 现代信息技术的生存特征和传播方式与当

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成长特点相吻合，为思政课教育

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思路。 由

于大学生是在当代信息条件下成长，现代信息技术既虚

拟又现实的生存特征及环境与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心理

发展特点相契合，这为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

发展空间。 这个空间很好地满足了当代大学生抒发情

绪的需要，因而也为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高度融

合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现代信息技术以其特有的功

能和效用强烈“粘着”大学生，微博、微信等都是大学生

常用的信息工具。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
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除

此之外， 青年学生本身就是喜欢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
喜欢新奇和有挑战性的事物，对新信息和新领域充满热

本期关注

20



CHINA HIGHER EDUCATION

情。 这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方式是吻合的，也就为高

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思路。
第三， 现代信息技术在推动新型教育模式的产

生、营造全新学习环境、促成教学方式的变革和创新

等方面，为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提供

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 近年来，受到教育界欢迎的

“微课”“流程再造”“颠倒教室”“慕课”等教学模式，就

是试图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一些

典型案例。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以教学大纲为蓝本，分成若干

个单元，每个单元 5 个讲座序列，每个序列包括 6-8
个视频。学生通过线上作业、读书笔记，获得成绩和学

分。 据媒体报道，共有 1000 名校内学生在线学习，预

选的时候这一数字接近 2000 人， 校外还有近万人一

起通过网络上课。时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副书记王雯姝介绍说，采用“慕课”的方式，能够实现

学生从被动灌输到主动学习的转变。 2015 年春季学

期以来，清华大学又推出了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研究探索

“慕课”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高度融合的产物。

2013 年我国部分高校开始引入 “慕课”，2014 年 “慕

课” 高速发展，2015 年进入平缓期后，2016 年又渐归

平静与理性。始于 2014 年的思政课“慕课”，至今只有

两年多时间。 “慕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和困惑。 目前，我国

自主研发、应用“慕课”平台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学校并

不多。相比较而言，复旦大学牵头开设的“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慕课”上线时间最早，而清华大学开

设的四门思政课“慕课”课程最全。 笔者借助问卷调

查、访谈调查的材料，结合两所学校开展“慕课”的实

践，就思政课“慕课”教学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作了

初步研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 经过筛选未填写完

整的问卷和答案相同等无效问卷， 最终整理出来有效

问卷 576 份。本次调查访谈对象共有 7 人。回收内容完

整，调查结果有效。 针对“您认为慕课模式下的思政课

教学最吸引人的特点”，学生给予评价最高的是“自由

的学习时间和空间”，位列其后的是“新颖的教学方式”

“优质的课程资源”和“别致的课程设计”，而“及时的反

馈交流”只有少部分学生认可。 在对“您认为慕课模式

下的思政课教学还存在什么问题”的回答中，有近 81%
的学生选择 “缺少有效的学习监督”，65%的学生认为

“学习氛围不够浓厚”，53%的学生认为“问题反馈不够

及时”，另外也有 35%的学生认为“技术层面存在一些

问题”，“教学语言障碍”这个选项所占比例甚小。其中，
缺点评价中的“问题反馈不够及时”可能就是学生在优

点评价中对“及时的反馈交流”不太认可的重要原因。
关于 “您对慕课模式下思政课教学有什么建议和意

见”，有近 100 位同学表达了自己对思政课“慕课”教学

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 67%的学生提出教学过程中

应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52%的学生提出要

加强教学监督，完善教学考核；46%的学生提出网络太

“卡”，应该加强平台建设；还有 12%的学生提出其他与

教学内容和教学讨论相关的细节问题。
访谈调查中，在回答“您认为慕课模式下的思政

课教学的优势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时，被访谈教师

一致认同的教学优势是优质资源共享和思政课教学

效果提升；教师们普遍反映的问题集中在技术平台不

给力、师生面对面交流减少、教学监督不够、碎片化教

学导致的教学结构不完整等方面。这些调查结果与学

生的反馈大体一致。 另外，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部分教师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想法，并对当

前所使用的思政课“慕课”教学的混合式模式持有积

极乐观的态度。 他们认为“慕课”有其存在的现实意

义，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绝对完美、可以完全替代传统

课堂。 目前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应该通过

将“慕课”与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或者弥补，进

而实现“慕课”教学的本土化和课程化；与此同时，“慕

课”的发展也必然不会一帆风顺，思政课教师应该加

强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

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发展思路

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高度融合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技术应用，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

育教学中的应用，催发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学习方

式的变革，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育教学的融会贯

通与相互促进。 思政课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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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指占有现代信息技术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

一些信息技术手段，更关键在于：一方面，必须将信息

技术融入到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改变传统的教

育教学模式，催生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发挥信息技

术对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变革和助推作用；另一方

面，思政课要实践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必须有

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技术提供支撑，同时也为信息技术

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这是思政课教育教学与

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基本要求。
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基本思

路，是采取应用驱动策略。 只有聚焦信息技术在教学

过程中的应用， 才能逐渐实现思政课教学方式中的

两个基本转变： 一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向

以能力素质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 二是以能力素质

为 主 的 教 学 方 式 向 价 值 观 培 育 为 主 的 教 学 方 式 转

变。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掘出思政课教学与信息技

术的深度融合点， 体现高度融合对于促进思政课教

学改革与发展、 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强大

引领和支撑作用。 高度融合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一 是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在 思 政 课 教 育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应

用，即在教与学的主战场中开展应用，尤其是课堂教

学过程中的应用。 这种应用必须着眼于解决思想政

治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 为大学生提供高质量

的学习体验，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 二是现代信

息技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深入普遍应用。 从思政

课教育教学的目标要求和大学生的需求出发， 使广

大教师和学生都发自内心地想用、爱用、习惯用，使

其成为师生广泛参与的经常性教与学活动的常态化

应用，成为师生教与学的一种习惯和常态。 三是现代

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不

断探索新的应用、尝试新的应用、实现新的应用。 可

以预见的是，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会给新应用

提供新的源泉和动力， 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和发展

也会对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必须以应

用促建设，对既有教学方法进行改造与提升，着眼于

解决思政课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当前，思政课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视野中的

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工具和方法两个方面：工具即各种

可用技术（或称信息媒体），如计算机及其技术、多媒

体及其技术、网络通信及其技术、数据库及其技术等；

方法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包括信息处理和信息传

播技术，即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

的技术方法。 计算机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多

媒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是当前信息技术推进的聚

焦点。高度融合指的是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

心的信息技术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教学

方法、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和教学反馈等环节中，创造

一种新型的教学环境，使课堂更加生动灵活、教学更

有针对性、学习方式更便捷、学习效果更佳，从而发挥

教师教的积极性和学生学的自主能动性，实现教材体

系向教学体系、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成功转化。
思政课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逻辑构架，强调

的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的研发与共

享，聚焦于探究信息时代教学模式，实现课内、课外的教

学、学习与交流功能，以及探索师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 其逻辑构架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

构建基于问题逻辑的教学体系，研发思政课积件式优质

教育教学资源，建造数据挖掘技术支持的数据集成中心

系统， 建构网络平台支持下的师生交互型教学模式，创

设基于连接式模式的思政课专兼职融合的教学团队等。
需要指出的是，“高度融合”是一个比“应用”“结合”

“整合”具有更高要求的提法。 它强调的是一种教育与技

术的双向融合及相互促进。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来， 国际教育界开始探索和研究关注的一种新方式，也

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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