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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为例
张大利ꎬ宁作君ꎬ何

斌ꎬ刘红梅

( 喀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ꎬ新疆 喀什 ８４４００６)

摘

要:坚持重于土木工程专业技能的科学素养教育和基于思想政治育人功能的

人文素质教育同向同行ꎬ是统筹推动协同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ꎬ有
利于实现学生的思想品行与专业素养的知行合一ꎮ 分析了课程思政建设融入土木
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ꎬ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赋予课程思政教育崭新的内涵ꎬ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传授自然融合ꎬ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三观塑造和综合能力培
养的多元统一ꎮ 同时ꎬ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土木工程专业教学环节的扎实开展ꎬ立
足专业特点提出了土木工程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保障措施和创新举措ꎮ
关键词:工程意识ꎻ工匠精神ꎻ课程思政ꎻ融合教学ꎻ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０

文献标志码:Ａ

土木工程专业教育中文化素养熏陶较

养学生的专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来提高其

弱、专业教育面狭窄、教育存在功利化现象等

自主学习能力ꎬ进而使学生形成创新意识ꎬ并

特点ꎬ使大学生容易偏重于专业知识学习、文

能够在学习和工作中身体力行ꎮ

化底蕴肤浅、社会责任感缺失ꎬ在一定程度上

课程思政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进一步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以思政课程的学术

的宗旨ꎬ若把“ 教书” 理解为传授专业知识ꎬ

问ꎮ 通过课程设计把思政学科前沿成果转化

提高ꎮ “ 教书育人” 一直是教育工作者秉持

观点解答“ 为谁主张” “ 为谁服务” 的价值追

则潜移默化的“ 育人” 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为专业课的教学内容ꎬ让专业课教学更有思

«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 以下简

导向和激励功能的同时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发挥主导作用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教育部颁布的
称“ 纲要” ) 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绕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ꎬ在全国所
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

[１]

ꎮ 土木工

程专业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教学ꎬ是对纲
要的积极回应ꎮ 课程思政融入土木专业课教

政味、更具穿透力 [２] ꎮ 在充分发挥思政教育
的学习观、质量观和人才观ꎬ激发学习的自主
性、自律性和创新性ꎮ

一、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
问题

学的关键在于找到其自然的契合点ꎬ在进行

人文社科类课程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ꎬ

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引起情感共鸣ꎬ通过培

主要表现在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喀什大学课程思政教研教改课题(２１ＫＣＳＺＹ － ００９) 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２０２１Ｄ０１Ａ１６)
作者简介:张大利(１９７６—) ꎬ男ꎬ辽宁朝阳人ꎬ教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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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提高ꎬ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
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等方面

[３]

ꎮ 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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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果不明显ꎮ
２. 教学方式、方法呆板

社科类课程的立场导向不同ꎬ土木工程专业

传统的“ 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

课程 基 于 自 然 认 知ꎬ 教 学 过 程 主 要 突 出 对

的教育方式、方法很难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 技” 的掌握与应用ꎮ 因此ꎬ与人文社科类课

领同频共振ꎮ 目前ꎬ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教学

程相比ꎬ推进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

大多以传统的教学形式为主ꎬ而思政教育内

存在一定的难度ꎬ在课程思政教学与实践过

容是以人文社科类知识为基础的ꎬ采用传统

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ꎮ

的教学形式很难融入专业性强的土木工程类

土木工程概论是讲述土木工程类学科概
念和基本知识的一门专业基础课ꎮ 通过学习

学科教学ꎮ
３. 师资水平低ꎬ资源投入少

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以及专业课

整体上ꎬ土木工程专业课教师队伍思政

程学习方法ꎬ认知土木工程所涉及的专业领

教育素养不够高ꎮ 相对而言ꎬ土木工程专业

域、内容、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依据拓

教师本身的政治理论功底不够扎实ꎬ教育学、

宽专业基础、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的

心理学知识不够丰富ꎬ人文素养不够高ꎮ 同

教学要求ꎬ土木工程概论课程调整知识结构ꎬ

时ꎬ很多高校并没有搭建思政建设平台来提

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建立课程体系与知识结

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育人能力ꎬ也

构ꎬ以推进土木工程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没有安排足量的专项经费用于课程思政的教

最新的土木建筑理论和经验成果来启发学生

学改革研究、教师培训、学术交流ꎬ导致非思

的专业基础认知学习ꎮ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知

政专业教师很难在思政教学研究方面有所建

识架构及其专业具有自身特点ꎬ当前将课程

树ꎮ

思政元素融入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教学还存

４. 专业教师思政教学深度和前瞻性不足

在一些问题ꎮ
１. 制度不健全ꎬ机制不科学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不 “ 深” 往往会流于

形式ꎬ不“ 新” 则达不到预期效果ꎮ 很多土木

就目前土木工程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工程专业师生崇尚理性ꎬ对人文科学不够重

的实施情况来看ꎬ仍存在促进发展的机制不

视ꎬ教与学的过程中往往缺乏思政教育理论

健全、不完善的问题ꎮ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缺

的研究兴趣ꎮ 专业教师往往重视专业知识学

乏对德育资源和形势政策等思政内容的整体

习而淡化理论素质培养ꎬ由于受自身政治理

规划和统筹安排ꎬ制度不健全容易造成执行

论基础薄弱、思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制度不到位、监督机制不科学等问题ꎬ导致课

欠佳、对新时代课程思政出现的新情况与新

程思政教育效果不佳、可持续性不强、监督效

问题的研究不够及缺少课程思政的典型案例

果薄弱ꎮ

等情况的影响ꎬ其教学内容、途径、形式及方

当前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形 式 比 较 单
一ꎬ考核机制不完善ꎬ学生存在知行脱节的问
题ꎮ 课程思政就是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政理
念教学和思政元素植入ꎬ以润物无声的渗透
式教育实现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同向

法等方面无法适应课程思政建设的需求ꎬ难
以取得预期效果ꎮ

二、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理论元素的
选择

同行ꎬ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ꎮ 但是ꎬ由于思政

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充分

教学短时间内的成效并不显著且学生在大学

结合专业特点、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ꎬ不断挖

期间缺乏更深层次的社会锤炼ꎬ其评价考核

掘可融入专业课程的德育元素ꎬ以学生喜闻

并无统一的标准ꎬ再加上缺乏规范的评价方

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教学工作ꎮ 以土木工程

法ꎬ导致课程思政建设目的不明确、导向不突

概论课程为例ꎬ选择以下元素作为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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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ꎬ为学生启明心智ꎬ使课堂主渠道的功

融入土木工程专业课的思政教学ꎬ在全过程

能最大化ꎮ

工程教育中树立“ 育人先育德ꎬ做事先做人”

１. “ 一带一路” 倡议

的理念ꎬ使工程意识成为工程人才道德的基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

４. 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级顶层 合 作 倡 议 “ 一 带 一 路” ( ｔｈｅ

石 [６] ꎮ

则ꎬ通过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ꎬ共同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宁要绿水青山ꎬ不

造基于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要金山银山ꎬ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ꎮ”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ꎮ “ 一带

要将这一生态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及人与

一路” 倡 议 融 入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课 的 思 政 教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土木工程专业课程

学ꎬ就是通过课程思政结合“ 一带一路” 沿线

教学ꎬ使学生加深对规划先行、按图施工、依

国家的重大工程需求ꎬ围绕沿线基础设施建

法依规施工的重要性的认识ꎬ让生态文明观

设和重大攻关项目的相关合作ꎬ让学生了解

和法律意识深入人心ꎮ

海外工程背景和需求

[４]

ꎮ 以其中蕴含的机

思政元素的融入ꎬ意义在于通过渗透式

遇为契机ꎬ将国家倡议与专业需求相结合ꎬ鼓

教学、社会实践教育、全面素质教育来创新思

励学生要为职业发展做好规划ꎬ并对行业的

政育人的方法ꎮ 使这些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

未来发展充满美好憧憬ꎮ

中充分发挥教育导向的作用ꎬ引导学生践行

２. 工匠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ꎮ 工匠精神(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 Ｓｐｉｒｉｔ) ꎬ是

“ 一带一路” 倡议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培育
工程意识ꎬ传播工匠精神ꎬ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的专业知识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专业

一种职业精神ꎬ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

教育、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综合水平ꎬ还

方面的内容ꎮ 提倡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教

可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严谨求实、一丝不苟、

学ꎬ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质量意识ꎬ还

追求完美的职业态度ꎮ

要鼓励其独具匠心ꎬ在工程实践中不被传统
思想束缚ꎬ学会打破陈规ꎬ不断突破和创新ꎬ

三、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
映射点

神与保证工程质量相融合ꎬ可培养学生精益

基于课程思政的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教学

求精、严谨求实、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职业

设计ꎬ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ꎬ以坚守、融入、

态度ꎮ 将精品工程理念与工匠精神相融合ꎬ

同行、创新为基本理念ꎬ以继承与创新、交叉

可培养学生的担当精神、人文情怀ꎬ激发学生

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ꎬ重在培养多

在工程施工中做到精益求精 [５] ꎮ 将工匠精

参与工程实践的精神动力ꎬ进而能在未来建
造更多卓越的工程产品ꎮ
３. 工程意识
工程意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是指
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团队意识、创
新意识、实践意识、法律意识、管理意识等ꎮ
随着土木工程的建设环境和结构体系日益复

元化、创新型的卓越的土木工程人才 [７] ꎮ 参
照专业课程教学设计内容ꎬ充分考虑思政元
素潜移默化融入课堂的教学需求ꎬ在各教学
章节设计中融入思政方案( 见表 １) ꎮ

四、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
保障与创新举措

杂化ꎬ工程设计与施工涉及的领域也越发宽

土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ꎬ既

泛ꎮ 工程技术人员既要考虑建筑安全与造型

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ꎬ也是面向

美观的协调统一ꎬ又要考虑融入地域特色和
文化元素等问题ꎬ这必然对学生的系统思维
和全局意识提出更高的要求ꎮ 要把工程意识

２１ 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性举措 [８] ꎮ 现
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综合化、国际化的发展
趋势与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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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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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映射点与思政教学目的

章节

思政元素映射点

思政教学目的

绪论

土木工程发展史中融入中国古代、现代经典土木
工程建筑实例的介绍ꎬ如长城、都江堰、赵州桥、北
京故宫、台北 １０１ 大楼等ꎬ在领略辉煌建筑成就和
古代灿烂建筑文化 的 同 时ꎬ 融 合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ꎬ提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质量要求和人才培
养的新方向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中蕴含的机遇为契机ꎬ鼓励学生
做好职业发展规划ꎬ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完善
自己ꎬ抓住机遇ꎬ迎接挑战ꎬ从而激发专业学习动力ꎬ
建立对专业发展的美好憧憬

土木工程材料是土木工程建设的物质基础ꎬ介绍
从事土木工程材料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应用研究
土木工程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缪昌文的成就ꎬ并列举建筑行
材料
业中的“ 豆腐渣” 工程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
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ꎬ教育学生重视工程伦理ꎬ承
担道德责任

通过学名人、做名人教育ꎬ教育学生不仅要在专业领
域创造更大的成就ꎬ还要提升创新意识和职业能力ꎬ
遵循工程伦理道德ꎬ弘扬职业精神ꎬ了解社会规则和
社会安全规范ꎬ树立工程实践价值观ꎬ遵守社会公共
秩序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ꎬ履行社会义务 [９]

道路路基施工的取土和弃土使地表土 壤受到破
坏ꎬ山区路段因弃土场坡面不稳下滑而发生泥石
流ꎬ造成水土流失ꎬ同时ꎬ道路施工环境的改变会
影响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ꎬ容易使其被迫迁徙ꎬ影
响生息繁衍

融入生态文明观ꎬ使学生理解依法、依图进行土方开
挖的重要意义ꎬ理解做好采石场、弃土场掩盖的必要
性和处理好建筑垃圾的重要性ꎬ将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深植于心

４

多层建筑典型代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
是世界最大的减隔震建筑和单块混凝土板建筑ꎬ
建筑工程 创造了若干项国际、国 内第一ꎬ包括多 项技术专
利、新工法ꎬ国产化程度高ꎬ国内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最高

了解中国典型钢结构建筑ꎬ让学生体会工匠精神和
工程意识在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中的作用ꎬ在思
维上和行动中拓宽视野ꎬ重视“ 四新” 技术的推广与
应用

５

介绍建设中的世界第七长隧道、亚洲最长铁路山
交通土建
岭隧道、中国最长铁路隧道———高黎贡山隧道与
工程
大瑞铁路建设的简况和价值

让学生体会土木工程建设的艰辛ꎬ引导学生将敬业、
专注的工匠精神与严把工程质量关的行动相结合ꎬ
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职业态度ꎬ为未来中国建
设更卓越的工程产品注入精神原动力

６

港珠澳大桥规模大、工期短ꎬ技术新、经验少ꎬ工序
多、专业广ꎬ要求高、难点多ꎬ是全球已建最长跨海
桥梁工程
大桥ꎬ在道路设计、使用年限、防撞防震、抗洪抗风
等方面均有超高标准

以港珠澳大桥为例ꎬ展示我国在跨海大桥上的科技
创新成就ꎬ使学生树立爱国意识ꎬ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ꎬ培养学生强化质量意识、创新意识ꎬ提升职
业能力和职业品质

７

在讲授建设水利水电工程的意义时ꎬ介绍当今世
水利水电
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三峡大坝ꎬ列举三峡
工程
大坝的十个世界之最

通过建坝移民举措增强学生的工程法律意识和管理
意识ꎬ以创造世界纪录之一的“ 施工期流量最大” 处
置方案介绍为引ꎬ培养学生勇于克服困难、敢于创新
的实践精神

８

未来施工发展趋势中ꎬ介绍装配式建筑的优点、缺
土木工程 点与施工基本原理ꎬ并插播装配式建筑施工工艺
施工
小视频ꎬ学习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的部分内容

施工是一个过程ꎬ全过程、全寿命管理更为重要ꎬ积
极培养学生工程建设的系统思维和全局意识ꎬ让工
程意识成为工程人德育的基石

９

土木工程潜在工程隐患较多ꎬ在灾害分类介绍环
工程防灾
节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 两个
减灾
坚持” “ 三个转变” 的重要论述

教育学生增强工程安全意识ꎬ培养工程质量意识ꎬ提
高工程实践能力ꎬ在未来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积极做
好灾前预防ꎬ以降低工程灾害风险ꎬ严格落实综合防
灾减灾措施ꎬ以减少灾害损失

１０

介绍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ꎬ即中
智慧城市 国制造业未来 １０ 年的顶层规划和路线图———« 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

使学生立志于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ꎬ以
创新工程意识和伟大工匠精神推动中国 ２０２５ 年迈
入制造强国行列

３

地基与
基础

展目标的确定ꎬ必然给土木工程专业思政教

值塑造和能力提升之间的转化ꎬ引导学生培

育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ꎮ 在提高学生理性认

养正确的思想认识、政治观点、价值观念、道

知能力和水平的同时ꎬ通过课程思政ꎬ促进显

德意识、行为规范ꎮ 为了确保课程思政的效

性知识与默会知识、知识传授与心灵成长、价

果ꎬ实现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目标ꎬ在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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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应落实以下保障措
施与举措ꎮ
１. 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ꎬ完善管理机制

１０７

业领域思政教育研究力度、增加思政教育资

源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１１] ꎮ 高校应
通过加强制度建设ꎬ保证资金、技术、人员的投

要铲除障碍ꎬ转变惯性模式和思维ꎬ先要

入ꎬ及时更新思政教育图书、影像资料ꎬ定期安

建立完善的专业课程思政制度保障体系ꎮ 通

排专业教师参加思政教育培训与学术交流ꎬ增

过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ꎬ明确思政教师的素

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设备、设施和活动场所ꎬ

质要求和准入条件ꎬ规范专业教师思政教育

鼓励专业课程思政类教研教改课题的研究ꎮ

培训工作ꎬ引导专业教师拓宽政治视野、提升

同时ꎬ专业课教师应结合新媒体时代特

政治理论素养ꎻ以制度规范专业教师的教学

征分析当下面临的问题ꎬ探索解决问题的对

过程ꎬ明确专业课思政教学目的、内容、方法

策ꎬ以此不断提升专业课的吸引力和渗透力ꎬ

体系ꎬ确保课程思政教育发展并建立符合其

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综合性与实效性ꎬ进而

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评价体系与发展体系ꎻ建
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ꎬ明确监督的形式、内
容、过程、频率等ꎬ用制约和监督机制来推动土
木工程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长远健康发展ꎮ
例如ꎬ通过制度文件ꎬ对专业教师的思政理论
培训方式方法、思政元素的获取途径、教学文
件的思政内容设计、思政教学内容的更新频次
等予以规定ꎬ做到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事ꎮ
２. 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方式、方法改革
以创新精神和实干担当来建设新的土木
工程专业ꎬ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灌输式与渗透
式教育相结合、传统封闭模式与专业实践教
育相结合、重德重智式与全面素质教育相结
合的思政教育新方法ꎬ改变“ 讲授式” 的教学
方式ꎬ让思政教育内容成为大学生思想意识、

循序渐进地提高思政教学水平ꎮ
４. 关注思政前沿ꎬ深挖思政要点
理解和把握新时代赋予课程思政的新的
内涵ꎬ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课程思政的教育功
能ꎮ 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思想政
治工作面临的新环境、新情况ꎬ掌握主动权ꎬ
使用新方法ꎬ研究新问题ꎬ有目的地把思政育
人工作做在前面ꎬ让课程思政与时俱进ꎬ更好
地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ꎮ 教师通过深挖思政
元素ꎬ并以学生感兴趣、好理解、易接受的方
式ꎬ采用案例、情景与实践教学等方法将最新
的思政理论成果融入专业课程教学ꎬ既能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ꎬ又可以
使德育工作春风化雨、润物无声ꎮ

五、结

道德素质、行为品德等塑形的重要载体ꎮ 同
时ꎬ应结合土木工程专业特点ꎬ深入挖掘思政
理论体系中的育人元素ꎬ推动土木学科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创新ꎬ彻底破解土木工程专业教
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 的问题ꎮ 可采用经典
土木工程图片、视频和讲故事的方式将课程思
政的元素融入土木工程专业的知识教学ꎬ让学
生能够更直观、更自觉地接受思政教育ꎬ引导
教育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ꎮ
３. 加大资源投入力度ꎬ提升师资水平
当前ꎬ思政专项经费投入不足ꎬ部分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有待加强 [１０] ꎬ专业与思
政相契合的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水平与质量
不高、研究成果少ꎬ已成为制约土木工程专业
思政教育发展的羁绊ꎬ切实加强土木工程专

语

要将工程质量意识、工匠精神和生态文
明建设等理念作为主要元素融入土木工程概
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ꎬ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
程中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使广大
学生坚定“ 四个自信” 、勇担社会责任、崇尚
创新引领、践行科学精神ꎮ 当前ꎬ由于土木工
程专业教师的思政能力和水平有限、综合资
源配置与科学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的客
观存在ꎬ要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 “ 同向
同行ꎬ协同育人” 的目标ꎬ高校仍需付出更多
的努力去积极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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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ꎻ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ꎻ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ꎻ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ꎻ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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