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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adopted in computer network cour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is model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here is a situation of "isl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has a major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the training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the country.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computer network curriculum. This thesis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compares a variety of commonly used teaching models and contemporary teaching examples, and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five in one"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build "education into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The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make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vivid and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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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目前中国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所采用的思想教育模式是基于“思政课程”的思想教育模式，这种模式难以适应当

前教学环境现状，存在思政课程“孤岛化”的局面。为了缓解的这种局面，增强思想教育在学生人格培养和国家高层次

人才培养具有重大作用，本文对当下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方面思政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论文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对比多种常用教学模式和当代教学实例，提出建立“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思想进课堂”教育教学体系。新的

思政教学方式让专业课生动，有利于培养德智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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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016年12月7日，中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1]。”2017年6月22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地各高校深入开展

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各项工作，打赢提高思政课堂质量和水

平的攻坚战，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教育部在中

国上海召开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上海调

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2]。相比传统的思想

教育模式，课堂思政能够补其不足，增其光彩，思政入课

堂，大势所趋。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根本任务是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头脑，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需要

的优秀人才。但目前而言，思政课程大多数内容偏向理

论，教师念课本、放影像，学生无法去实践操作，导致

了课堂的趣味性低，学生积极性低。在学习专业课期间，

大学生往往追求知识点掌握得牢不牢，实验结果的准确

率高不高，思政课在学习科学技术过程中起到的效果微

乎其微。闵辉认为，“从高校课程体系现实状况来看,目

前各类课程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未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

论课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仍存在相互割裂的现象，思想

政治理论课孤岛化、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等现象严

重[3]。”思政课“孤岛化”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分开教授思政课和计算机网络课程只会事倍功半。徐瑞

哲在关于思政教育的文章中指出：“当今社会正处于互

联网时代，信息种类繁多、来源不明，促使学生必须认

清高校课程思政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4]。根

据这种情况，结合前人的思政教学经验教训，本文提出

“五位一体”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着力提升

大学生在计算机网络方向的思想觉悟。在最近一次的方

案试验课堂的调查问卷中，收获了学生们较好反馈结果，

新的授课方式获得学生好评。 

综上所述，计算机网络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应该同向

同行，相互补充，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才能切实有效解决思政与课程不协调问题，培养出思想优

良、作风端正的新时代大学生。如何将社会主义先进职业

道德思想与互联网课程相结合，推进思政内容在大学生群

体中的广泛传播，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二十一

世纪实用型高质量网络优秀人才，是当前高校改革中计算

机网络课程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提出中国目前计算机

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所面临的五大挑战、对比了两种计算机

网络课程思政教学方式、提出“五位一体”解决方案、总结

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实例、总结全文。 

 

2．．．．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面临挑战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面临挑战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面临挑战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面临挑战 

2.1．．．．思政入工科难度大思政入工科难度大思政入工科难度大思政入工科难度大 

计算机网络课程，是一门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与高度的

抽象性的工科课程，相比于其他课程，具有体系结构复杂、

内容不易理解等特点[5]。 

长期以来，思政教育融入计算机网络课程难度大。一

方面，中国的工科教学通常强调理论严谨、数据精确、科

技创新等等，课堂本身理论性强难以加入思政教育内容。

假设在讲解TCP协议应用时，加入思政教学的相关内容，

学生缜密的计算机逻辑思考过程很可能被打断，计算机网

络课程内容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新工科”建设、“中

国制造2025”战略，“互联网+”浪潮，中国高校比任何时期

都更希望在工科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国家工业化建

设建设出一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课的思政教育被

大多数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忽略。相比之下，教师们更愿

意在他们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课堂讲解中着重讲解与科技

学术相关的内容，专业课思政教育被忽略，大学生没有接

受到应有的指导，课堂的思政教育没有与专业知识并驾齐

驱。 

2.2．．．．文化多元化挑战多文化多元化挑战多文化多元化挑战多文化多元化挑战多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这句话来描述的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和而不同”

的多元化文化环境。全球有224个国家和地区，这样就有

224种大区域文化，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计算机网络

课程，是否能保持民族价值观、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令

人担忧。 

通常情况下，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青年群体，他们的

思维比较不成熟，制定目标尚不确切，对于一些事件的看

法具有局限性，面对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他们经常踌躇不

定，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具体来讲，青年学生相对于国

产手机来说，更喜欢美国的苹果手机；中国居民的电脑使

用着美国的计算机芯片、美国的intel处理器等。久而久之，

美国计算机科技水平高于中国计算机科技就会在大学生

思维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会降低学

生对于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信心，影响大学生全身心投

入学习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决心，弱化青年学子解决科技困

难的恒心。 

2.3．．．．新媒体平台信息杂新媒体平台信息杂新媒体平台信息杂新媒体平台信息杂 

二十一世纪新媒体迅速崛起，人们身处在包括传统媒

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等形式的新媒体环境中，每天

接收和发布数以万计的信息。大学生可以通过看电视新闻

获取信息、可以通过电脑学习获取信息、可以通过收短信

获取信息。庞大信息的背后，内容一定是参差不齐的，这

种情况就需要有思政教育加以指导。 

计算机网络教学目标中所追求的致知于行，仅仅靠每

周一两次的课堂授课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培养大学生有较

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大学生在计算机网络自主学习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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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需要通过新媒体浏览大量信息，并且从中提取他们

认为有效的信息。采集过程中不免会接触到不利于社会进

步的思想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科技手段。如果思想教育没

有深入贯彻到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里，对于科学技术的盲目

追求可能会弱化他们的思想觉悟[6]。 

2.4．．．．课堂课堂课堂课堂“低头族低头族低头族低头族”抬头难抬头难抬头难抬头难 

长期以来，中国计算机网络课程没有进行有效的思政

教育的首要原因是依赖于学校开设了专门的思政课程。按

照“各司其职”理论来讲，专业课教师只要全力教授学术内

容，就是完成好了自己的“职”，思政教育则是其他任课教

师的“职”。但是，目前中国思政课普遍存在“低头族”，思

政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几点：首先，思政课堂很多内容从初中就开始背，高

中读，到了大学背过的有印象，没背过的时政课外也有关

注，学生失去对课堂的兴趣，认真听和不认真听最后都可

以考差不多的分数；其次，课程内容比较枯燥，思政教师

经常读ppt、材料，学生很容易分心发呆，或者选择写其

他课作业；再次，前两种学生数量如果达到四分之一，其

他的学生看到很容易盲从，造成更大范围的“低头族”。存

在“低头族”的思政课程，很难满足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

育需求，这迫使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学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调整，同时思政课程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只有两门课

都进行改进后，才能保证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有效进

行。 

只有解决了“低头族”抬头难的问题，才能让思政课成

为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的得力帮手。两门课程协同合作，

共同促进学生思政教育顺利开展，让学生的学习更加充实。 

2.5．．．．课下学思政形式少课下学思政形式少课下学思政形式少课下学思政形式少 

 

图图图图1 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面临挑战模型。 

目前，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依赖思政课程，但

是如果计算机网络课程里也有了思政内容，并且学生仍

学习思政课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形式

单一，只有课堂讲授这一种，属于课上思政教育。对大

学生而言，学习生活不只有课上学习，还有课下学习。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授给学生，

真正希望他们用到的不是课上，而是课下。学生是否能

够在课下实际操作和学习中用到了他们所学的思政知识，

拒绝不良诱惑，坚持正义思想，是教师们所要思考的问

题。 

在中国，大学生课下生活丰富，很多学生会利用课下

时间学习攀岩、瑜伽等。丰富的课下文体活动与单一的计

算机网络思政学习形式形成对比。课下难以保证充分吸收

思政精神，并且很少有渠道可以帮助他们巩固所学的计算

机网络思政知识，这使得计算机网络思政教育效率大打折

扣。如何丰富计算机网络思政教学模式，吸引学生学习思

政，需要老师在教学形式上下功夫。 

3．．．．新形势下的思政入课堂模式探索新形势下的思政入课堂模式探索新形势下的思政入课堂模式探索新形势下的思政入课堂模式探索 

3.1．．．．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课程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课程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课程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课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当今社

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网络课程是以培养具有计

算机网络基本技术理论和基本开发技术的专业人才为目

标，着力培养学生具备计算机网络安装与维护能力、网络

应用软件的编程能力两项核心能力的课程。研究的主要内

容是以TCP/IP体系为核心的各层的协议的基本概念、原理

和方法，包括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介质访问子层、网络

层、传输层和应用层等内容，并且了解网络新技术的最新

发展[7]。在中国各大高校教育中，计算机网络课程也是

计算机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高校思政课程，目的在于传播弘扬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养学生

良好的政治思想[8]。当前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依赖

于思政课堂，而思政课堂主要采用灌输教育方法，这种方

法的特点是具有引导性和客观性，但是学生对于思政教育

的接受程度低。在思政课堂教育中，大部分的思政教师并

不了解所教授的学生专业课发展现状，所讲的内容大多注

重理论，所做的思想指引大多是学生广泛适用的无向性指

导，对于学生而言缺少特定指引性，缺乏课堂效率。在计

算机网络课程日常教学中，有很多专业知识点讲很多遍学

生才能明白，或者亲身实验才能理解器材原理，这需要很

多的课堂时间。在这种背景下，计算机网络教师更愿意将

思政讲解任务交给思政教师在思政课上讲。这样的教学模

式，减少了专业课教师对于本专业思政内容的讲解，专注

于学生科技传授，削弱了学生对于本专业所应特别注意的

思政问题的关注。 

目前，大多数学校采用计算机网络课程和思政课程互

不联系、分开授课的方式。一方面思政课程出现理论积累

多、实践落实少现象，再加上“低头族”、思想理论抽象等

特点，共同导致思政教育效率低下、技术传授与思想引导

脱节；另一方面，存在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重教授、轻思

想情况，思政教育依赖思政老师，使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

教育情况不容乐观。计算机网络课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

政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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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现代思政教育方法。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优点优点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缺点缺点 

批评教育 广泛性、客观性 直接、具体 抑制学生自主性 

鼓励教育 感染性、渗透性 容易被接受 学生易浮躁 

灌输教育 引导性、客观性 思政方向正确 内容接受程度低 

自我教育 个体性、选择性 自主学习、反省 缺乏引导 

 

3.2．．．．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 

中国高校计算机网络程中加入以传播弘扬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内容，形成“因课而异”课堂。

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所学的书本内容，适

当介绍当下中国计算机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大学生作为

未来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当下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可以

让他们尝试来参与和解决。这种新型的教育方式引导大学

生致知于行，将书本上文字知识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将

计算机理论与国民生产中切身遇到的web页面、App、手

机终端难题联系起来[9]。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网络课

程思政改革是紧跟党思想的教学改革，有利于培养国家需

要的人才，摆脱专业课重智轻德的现象，缓解大学生毕业

就业难的紧张局面。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加强渠道管理，所采取的主

要形式就是思想教育，从思想上引领大学生的行动。思想

政治课的内容不言而喻，思政老师教授的内容具有全面性、

时效性等。但是，仅靠多专业混合上课的思政课对于计算

机网络学术活动来讲，是不够的，缺乏特定领域的特定指

引性。而课堂思政改革作为新一代教学模式，正好可以与

思政课程相互呼应。思政课堂上没有着重强调的计算机网

络相关设计开发思政思想想，专业课教师通过课堂思政完

成。专业课堂缺乏关于最新时政要闻的内容，思政老师又

能完美讲解。 

综上所述，以计算机网络课程为载体、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内涵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改革有利于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

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和谐稳定。由

此可见，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具有实施可行性。 

4．．．．“五位一体五位一体五位一体五位一体”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方案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方案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方案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方案 

4.1．．．．课程思政以教师为关键课程思政以教师为关键课程思政以教师为关键课程思政以教师为关键 

授课教师是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改革的实施主体，在

课堂中担任着教学任务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也是教学活动

的第一责任人，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知识获取[10]。计算

机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去落实，通过教师将先进的政治思想

加入到课堂学习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坚持“四个自

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同时借鉴“青蓝工程”，大力培养高学历、

思维活跃、充满活力的青年优秀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加

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意识。青年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新一

代成员，他们更清楚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也更了解最新的

科学技术。 

课程思政以教师为关键，有利于解决思政入工科难度

大问题，积极开展各项思政教育工作，如新教师思想培训、

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关于思政内容的研讨会、高校与高

校之间思政教育成果探讨会等。真正做到增强教师的思想

政治意识，培养和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传播能力，进而提

高积极加强教学中思想政治内容的意识[11]。教师还需要

关注学生思想变化，增强自身思政教学本领，提高课堂质

量，积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政治方面问题，做好思想难题

答疑工作等。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请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为教师们开设如何有效传播思想政治内容的专题讲座，讲

解一些思政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与学校老师进行

思政教育交流。 

4.2．．．．课程思政以需求为导向课程思政以需求为导向课程思政以需求为导向课程思政以需求为导向 

课程培养出的人才应该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国家

和社会需要什么领域的人才，学校就努力培养这个领域尖

端科技人才。盲目从学校和专业的角度塑造人才，是闭门

造车的。就目前而言，思科在中国骨干网仍然拥有超高的

市场份额，占据着中国电信163骨干网70%以上的份额，

同时还把持着所有的超级节点和绝大部分的普通核心节

点；同时，思科在中国联通169骨干网的份额更是达到了

80%以上，把持着所有的超级核心节点、国际交换节点、

国际汇聚节点和互联互通节点。网络设备要实现更深层次

的国产化，仍需国内厂商进一步努力。 

梁启超先生曾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

我少年。”中国的大学生要想迎接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就要紧握中国发展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能够正

确引导大学生去解决国家正面临的解决不了的问题，相信

有很多问题会更早解决。实现国家的真正强大，就要摆脱

对别国的技术依赖、就要打破别国对中国的物资垄断，而

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对于计算机领域的“需求”，将祖国的需

求变成大学生自己的目标，有利于为大学生在科研学习中

增加强大动力。除此之外，国家对于大学生的要求还包括，

不仅要掌握诸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要具有崇高的

精神与素养。只有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加强思政学习，加

强科学文化学习，致知于行，才能成为一名国家所需要的

新时代优秀大学生。 

4.3．．．．课堂思政以榜样为动力课堂思政以榜样为动力课堂思政以榜样为动力课堂思政以榜样为动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正不

断实现“中国制造”。NetEngine系列高端路由器，是华为公

司为助力交通、金融、电力、政府、教育、企业等用户打

造敏捷网络所推出的ENP Based云时代高端业务路由器，

基于业界领先的自研核心芯片、先进的SDN架构、以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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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VRP软件平台，可支撑广域网络持续演进。在专利方

面，早在2016年中国超级计算机与IT专利申请量皆成世界

第一。在2017年中国专利创新实力排行榜中，从行业上看，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居于首位，企业数

量较去年增加9个，绝对优势地位愈加明显；其中，在前

十位的榜单中，华为、中兴、京东方、TCL更是分别位于

2、3、4、9位。 

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国企业以自身不断追求创新的

精神，凝聚成具有时代意义的榜样力量。这种榜样力量也

正被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如果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关注

的是这样积极正面的内容，并且以此为动力，再加上由榜

样力量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那么就能够从精神上鼓舞自

己，从而努力学习。教师在思政教学过程中运用榜样力量

可以对学生起到激励的作用，促进学生树立切实可行的目

标。生活中有积极正面的好榜样，当然也有消极负面的坏

榜样。坏榜样，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资源，教师在教学中

可以发挥榜样反面的矫正作用，分析其错误的关键因素和

思维想法，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行为是错误的，一定要引以

为戒。弘扬传播优秀榜样精神，不仅靠教师在课堂宣传，

还要靠新媒体在各大平台上广泛宣传，这就需要社会提供

一个良好的新媒体环境，帮助学生发现榜样、帮助学生学

习榜样。 

4.4．．．．课堂思政以教室为基础课堂思政以教室为基础课堂思政以教室为基础课堂思政以教室为基础 

要想解决好课堂思想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营造良好的

课堂学习氛围，否则思政入课堂就是空谈。在日常备课中，

教师可以考虑将思政内容加入到不同的教学模式中，同时

可以结合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切身体会知识是有用武

之地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内

在需要[12]。今年，中国东华大学思政“云平台”正式上线，

“易班+”的出现让思政课堂“活”起来。通过在手机上设置

问题，学生抢答，再通过多媒体在课堂上有针对性的提问

和答疑，并且形成“4+1+1+x”课程思政模式。课堂思政以

教室为基础，提升课堂魅力，有利于解决“低头族”抬头难

问题。 

同时，课堂的氛围、课堂的纪律同样也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消极的课堂氛围、纪律松散的学习环境，会让课堂

质量事倍功半。只有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环境，思政才不是

无本之木。除此之外，在课堂上，使用当下较为流行的教

学仪器设备也有利于学生更有效的掌握所学知识，事半功

倍。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在思政建设中也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根据党中央领导和社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学

校教学思政方向，由教师在教室里传播思想，最后学生接

受思想。 

4.5．．．．课堂思政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思政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思政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思政以学生为中心 

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将学生

培养成有社会责任感、艰苦创新的高质量人才。在进行课

程思政的过程中，不能偏离了学生这个中心点，稳扎稳打，

切实做好学生课堂学习中的思政工作[13]。“过哪个山头，

讲哪的话”，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应照搬其他

领域的思想教育内容，紧抓学生群体的特性，教有所方，

授有所法。另外，课下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师可以开展多种

活动，帮助学生更深刻理解思政内容在学科领域的应用，

比如说共同观看有关于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内容的电影、

举办“思政入课堂”网页制作大赛、分小组完成“搭建红色

局域网”项目等。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

有利于解决“学生学思政形式少”问题，更有效地促进学生

对于知识的吸收。 

同时，“课堂思政”所要培养的学生不仅必须具备一定

的知识深度，做到“够用”、“应用”、“实用”，也要具备一

定的知识广度，既要熟悉计算机网络知识，也要了解其他

领域的常识。大量知识的储备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有利于

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 

 

图图图图2 “五位一体”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方案模型。 

5．．．．思政课堂开展实例思政课堂开展实例思政课堂开展实例思政课堂开展实例 

5.1．．．．资源共享资源共享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伴随着web1.0、web2.0、web3.0时代的更替，计算机

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之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

被广泛应用，从本质上来看是因为它具有资源共享性。互

联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是资源的发布者，同时每个人又都

是资源的接收者。资源丰富的互联网，对于每个参与的人

而言是开放、自由的，同时互联网所呈现的理论，有的是

真理，有的则是谬误。 

学生在计算机网络上学习新知识，但他们所学到的知

识并不见得是有用的，有的理论可能是科学的，有的理论

可能是伪科学的，真实与虚假混合在一起。学生将所学的

知识在某些领域上运用起来，结果很可能差强人意，这势

必影响学生心态。 

计算机课程思政，以每节课堂穿插的思政内容积累起

来，总结网络案例，大方向引领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 

5.2．．．．结合形势结合形势结合形势结合形势 

计算机网络除了资源共享，还有一大特点是信息传播

速度快。青年学生是思维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喜欢最新的

文化和搜索有趣的网络趣事。教师可以在教授课程的过程

中，将先进的网络、多媒体技术和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并且从中渗透思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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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计算机网络课堂思政还应具有计算机网络所具

有的时效性，关注社会热点和国内外大事，讲学生真正感

兴趣的事，让学生了解中国现在的国情和发展。计算机网

络课程结合中国形式，可以为课程注入活力，可以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 

5.3．．．．开展情况开展情况开展情况开展情况 

近年来，上海市各大高校坚持以“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为指引，积极开展各项教学

改革工作。上海市教委推出了“超级大课堂”。2017年3月

份，东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开展“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习”讨论会。2017年9月份，复旦大

学计算机学院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提出“课程思政、

全员育人，创新引领、致胜未来”。针对于计算机网络课

程，也有很多思政实例。 

5.4．．．．调查案例调查案例调查案例调查案例 

在已经开展课程思政的其他学校，学生们表示新的思

政教学方式让专业课生动起来。根据一份最新的上海市高

校问卷调查显示，78%的同学表示专业课堂上思政内容对

他们是有帮助的，69%的同学表示新课堂对于自己寻找研

究方向有了帮助。同时，问卷显示有部分同学希望学校定

期举办具有类似课程思政性质的讲座，可以方便其他专业

感兴趣的同学学习了解。开展课程思政后的思政课程也有

了新变化，上课互动的学生多了，学生对于关系到自身专

业的时政内容更感兴趣了。 

从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计算机网络思政改

革还是相对满意的。本文提出的“五位一体”计算机网络课

程改革，结合了以往的课程思政优点，并加以创新，形成

新的课程思政方案。教学思政入课堂，可以有效提高专业

课思想政治引导性，降低思政课堂低头率，从学生角度出

发，经过“五位一体”的教育方式，再回到学生身上来，踏

踏实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6．．．．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文通过对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现状的浅析，国

家政策对于计算机网络课程方向的指引，进而提出在当前

环境下，发展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然

后，对比两种思政教学方式，一种是计算机网络课程与思

政课程分开授课、互不联系的教学模式，另一种是本文所

推荐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计算机网络课程中

加入思政内容，再加上思政课程补充。其次，给出计算机

网络课程思政改革方法，即“五位一体”的思政教学方法。

本文提出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方法“五位一体”中，强调

课程思政以教师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榜样为动力、

以教室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致力于将思想政治建设走

入课堂知识学习，将思想深入到学生的行动中。同时，“五

位一体”思政方法也可以相应调整应用到其他课程思政教

育中。在未来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育中，要更加重视思政

的重要性，先育德，再育人。通过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改

革，实现课程“因科制宜”，取代“大锅饭”困境，扭正“重智

轻德”现象，有利于将大学生培养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

德智兼备的全面型人才。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国内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

教育现状，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没有

做过多的研究。如果能够再添加一些西方国家成功思政教

育案例，内容会更加充实，观点会更加有说服力。在以后

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工作中，希望教师更加注重大学生

在网络中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注重引导学

生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将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国家和社

会真正需要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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