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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eachers is to teach and educate people, while the cur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gnor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ng peopl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explicit and
implicit education.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the invisible lies in the grasp of the target of the materials quoted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le the gene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are obviously easier to combine with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than the explicit, and easier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urriculum based on "one level and three ends"
and its educational effect on normal schoo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its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of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comb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urriculum, and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urriculum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curriculum, we should take cas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iscussion as the foothold to explore a path that conforms to the
online and offline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Keywords: Golden Class, “One Flat and Three Ends”, Flipped Classroom, Curriculum Politics, Practice

“金课”视域下基于“一平三端”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实践
侯欣舒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务处，呼和浩特，中国

邮箱
摘要：教师的根本任务为教书育人，而目前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忽视了育人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又可分为显性和隐性
的育人，显性和隐形的区别根本上在于对课程思政所引用材料的靶点的把握，而一般理工类课程显然是隐形比显性更
易于与专业课程结合，易于与学生在互动中达到育人效果。本文通过探索基于“一平三端”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
所蕴含的对师范类学生职业认同的内涵育人作用，在思政目标的体认与感悟、课程思政元素的梳理及线上课程资源建
设等方面的教学设计与实践，实现课程思政以案例为抓手，以讨论为落脚点，探索一条符合线上线下“金课”建设标准
的课程思政改革路径。
关键词：金课，“一平三端”，翻转课堂，课程思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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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以《C++程序设计》为例”，针
对程序设计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进行了挖掘，例如：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同时课程也担负着育人的
中国在程序开发方面的现状，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白
基本功能。而近年来，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只片面的
琳等人发表的“基于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S）的线
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忽视了课程的育人功能。因此，不
上“金课”建设探索—以《商务沟通》课程为例”，创立了“虚
断出现高智商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也引发了对教育
拟助教、学习社群、自编案例、场景化教学、动态过程性
本质的探讨。
评价”的多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线上“金课”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设思路和做法。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
如何结合网络教学平台，将课程思政的建设借助信息
论课同向同行，明确了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但注重课程
化手段，从课程的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活动设计、学生线
育人功能的前提是要保证课程思政的含金量，让大学生感
上的自主学习教学设计三个维度来提升课程思政课堂的
同身受，课程思政不是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任意混合， 教学质量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将基于“一平三端”教学
不能成为“两张皮”，要找到专业课程与思政育人的契合点，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的建、用、学[3]。
同时要保持课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能碎片化，达到“合
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的“两
4．基于“一平三端”教学过程的思政实现
性一度”“金课”标准[1]，才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积极性，
避免课程思政变为“水课”。
2017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

1．引言

证实施办法（暂行）》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认证理念为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以OBE为导向的评价
2．概念界定
体系。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毕业要求包括了践行师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吴岩司长作了题为
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四个内容。课程的内
“建设中国金课”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重点建设五大“金课”， 容和实施需要围绕课程目标，而课程目标是毕业要求的支
包括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
撑，显然《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的课程目标中除了应
五大类[2]。其中，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更是教育部“双万
具备的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还应包含践行师德的毕业要
计划”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
求：“应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应具备从教意愿，认同教师
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课
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4]
程采用“一平三端”教学平台兼顾在线学习特点对“现代教
课程思政又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育人，显性与隐形的
育技术应用”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创新和探索[3]。
区别根本上在于对课程思政所引用材料的靶点的把握，而
“一平三端” 中“一平”指网络教学平台、“三端”为移动端、 一般理工类课程显然是隐形比显性更易于与专业课程结
教室端和管理端，即通过基于“泛雅”的网络教学平台，实
合，易于与学生在互动中达到育人效果。
现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实现在
4.1．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线课程资源的建设、在线课程的学习、在线教学互动和教
学效果的分析。
全方位提升师生互动感知，实现线上线下的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发展，同时让学
3．研究现状分析
生在课堂学习中获取成就和收获感，教师从关注“教”向关
注“学”转变，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以浸入式方式发挥课程的
教育信息化的到来，推动了高校对课程内涵的建设， 思政育人作用[5]。
目前各高校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研究可借鉴的成果不
多，均处在探索阶段。刘向娇发表“在工科类专业课程中

图1 基于泛雅平台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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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是师范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
也是教师教育类课程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本门课程
的教师只是注重课程内容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本门
课程所蕴含的对师范类学生职业认同的内涵育人作用[6]。
因此，应围绕课程目标梳理课程内容，让学生在进行专业
知识学习的同时，达到师德培养的育人功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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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讨论作业：通过结合小学数学课中“三角形面积
公式”内容的讨论引发学生对学习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的
深刻理解，同时加深对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作用的
理解。
4.4．线上课程资源建设及实践

线上课程资源的建设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辅助
手段，是增进师生互动的又一平台，线上资源不仅可提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共分为十章，本文以第一章
视频资料，还有阅读资料、扩展资源等多方面、多维度、
中“现代教育技术概述”的第二节“学习理论”为例：通过熟
多感官的课程资源，同时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个别化辅
悉掌握学习理论对中小学CAI课件开发的指导，体会教学
导[8，9]。
过程不能停留于学生外在的学习行为，而应深入学生的认
课程思政应以案例为抓手，以讨论为落脚点。学生通
知思维的细节。
过观看特级教师小学英语课程教学视频，发起线上讨论，
通过课堂观察、反思，加深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设计和
4.3．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梳理
运用媒体资源的理解。直观感受名人名言的人格魅力和课
堂教学技能。实现线上线下课程育人的互动互促。
突出主线：学习理论与学生学习行为、学生思维和情
“一平”-课程资源建设为基于“泛雅”平台进行的课程
感的融合
资源建设，具体包括六个模块：活动说明及学习导引单、
课堂案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鱼牛的故事”，体现建
阅读资料、教学视频、扩展资源、在线测试和作业，如图
构主义的重要观点为理解依赖于个人经验，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不仅限于教师的知识传授，更应为学生搭建真实情景， 1、图2所示。
在“泛雅”平台上，首先呈现活动说明及学习导引单的
使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描述，以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要求[10]。
引申：教学过程是与学生思维对话的过程。现代教育
通过泛雅平台提供的视频和文本资源进行各个知识
技术环境中利用软件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都是为教学服
点的学习，阅读资料、教学视频、扩展资源作为课堂教学
务的。教师技能的核心就在于利用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在
的补充性课程资源，便于学生根据学习情况，选择性的进
教学过程中与对学生思维和情感的深层把握与调适。
总结概括为“工匠精神，爱生善教，追求教学细节”。 行巩固，并通过测试和作业达到学习目标[11，12]。
4.2．确定体现课程思政的体认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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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泛雅”平台中“活动说明及学习导引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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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泛雅”平台中“阅读资料”和“扩展资源”模块。

“三端”-学习通手机APP移动端、教室端、管理端指通过“三端”可实现课堂的签到、作业发放、在线测试、讨论及
学生学情、成绩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及时掌握学生线上学习情况，了解学生学习进度，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

图4 基于学习通手机APP的学生课上签到及作业批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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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基于学习通手机APP的学生课堂、学情管理界面。

5．结束语
高校在专业知识传授和社会主义价值引领上存在一
定的脱节现象,“课程思政”即在专业课程中与思政教育相
融合，从而发挥出课程教学优势，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两者相结合所形成的协同育人
机制，也是目前我国高校开展思政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
[13，14]。一门好的课程思政需要从教材的选用、教学大
纲的撰写、教学活动的设计及教学资源的建设等多方面进
行系统梳理，结合课程特点和学生特点，建立一套完整的
课程思政育人案例。课程思政是系统性工程，不仅仅从课
堂教学入手，同时应关注学生生活，建立起课上课下的师
生互动模式，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实现育人目标。
因此，基于“一平三端”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将思政育人体现在线上与线下的师生互动。
通过线上课程资源的建设和线下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将
思政育人有机融入课程整个教学过程，让师范生与教师的
互动交流中树立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其从教意愿，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感知学生思维、情感的心理机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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