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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教育中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以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育为例

□赵建庆　郭劲赤∗

　　摘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院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布局,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

能有机融合在信息素养教育中.文章以学术界对“课程思政”概念的研究为切入点,总结不同高

校、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课程思政”理论建设方面及依托实体/虚拟课堂探索思政课堂显性教育与

专业课堂隐性教育结合的路径,并与信息素养教育中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进行比对,探索出课程

思政融入信息素养教育的新路径,反思信息素养课程思政教学原则、内容保障性、教师教学方法

及学生学习动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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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教育部在

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规定:
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重视

信息素养课程建设[１].此规定强化了高校图书馆,
尤其是信息素养在思政教育上的重要性.“课程思

政”属于思政教育的一种改革实践,是上海市在推进

德育纳入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从实践层面产生的理

念.自２０１４年起,上海市开始逐步探索从“思政课

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作为试点单位,上海大学

推出“大国方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２].

２　“课程思政”的概念与实践路径的研究

２．１　“课程思政”的概念

关于“课程思政”的概念,作为上海市实际参与

教改的研究者,高德毅与宗爱东认为:“课程思政”应
该围绕“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结合”的课程目标,
将高校思政课程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大类别,其中思

政理论课是显性思政课程,专业教育课与综合素养

课属于隐性思政课程,构建思政理论课、专业教育

课、综合素养课“三位一体”的思政理论教育课程体

系,突出“显与隐”相融通[３].他们的观点为后来研

究者提供了基础.邱伟光认为,“课程思政”属于一

种全新思政工作理念,即“思政寓于课程”与“课程承

载思政”[４].闵辉认为,“课程思政”是旨在构建一种

立体化课程体系,在该体系下,思政课与其他多门类

课程融于一体,形成３６０°“熔炉式”思政课程模式[５].
高燕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思政教

育课程体系,即:从战略高度使思政理论课、专业课

程及综合素养课程融为一体,促使马克思主义应用

于高校各个专业的教育教学,最终促使思政理论课

与各类课程形成协同效应[６].何红娟进一步分析,
“课程思政”利用一体两翼架构,即:传统思政课的显

性功能结合专业课程的隐性思政资源,传授有厚度、
有温度的知识,实现价值理性与课程工具理性的统

一[７].每位学者对于“课程思政”的定义均有所不

同,但也有共通之处.简而言之,“课程思政”就是所

有高校课程均需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基于此,学
术界对于“课程思政”的概念有了一个共识:它不是

增设一项活动,也不是增开一门课,它是一种课程

观,是将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 有 机 结 合,实 现 “润 物 无 声”的 “立 德 树 人”
任务[８].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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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课程思政”探究路径的研究

“课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课程、学科德育以及课

程德育,“课程思政”是对所有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

总要求[９],其更注重“如盐入水”般与专业课程融合.
“课程思政”探究路径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以总结专业教学经验为基础,从学理支撑

和体系框架两个方面构建课程思政实践指南.杜震

宇等人根据“课程思政”实践,提出将“知识与价值、
科学与人文、过程与育人”相统一的教育理念,“尊重

生物学科教学体系、保障生物学科完整知识体系、维
护生物学科价值体系”的教学原则,并以此为指导,
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科学精神、公民品

格、法治意识、生态文明及全球视野等８个方面总结

生物学科的思政元素[１０];杨振国、龚嶷等人为了解

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归纳出“四
求四有”的思政理念,该理念以“求真、求用、求深、求
新”教学理念为目标,以“有人、有情、有料、有果”的
教学案例为手段,最终实现育人成效[１１];宫维明认

为,“课程思政”的建设不可急于求成,要在教学实践

中有条不紊地推进,其路径可以分三步走:(１)从党

委领导层至各科老师,都要积极培养“课程思政”意
识;(２)通过打造“品牌课程”并积累经验得失的形式

逐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３)建立“课程思政”保障

机制,包括可避免教学事故的预警机制、党委领导带

领下的顶层保障设计与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估机

制[１２];陈迎等人从教学理据、教学原则及教学策略

三个方面探讨了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其教学原则为: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原则;思政教育的隐性

和显性相结合原则[１３].
二是依托实体/虚拟课堂,积极探索思政课堂显

性教育与专业课堂隐性教育结合的路径,以构建思

政课程与各类课程同向同行的工作机制.张勇、胡
诗朦等人在注重中国道路及上海特色的生态文明教

育的基础上,通过生态实习实践、一线人员讲解德育

与专业知识,将德育目标与生态环境专业的课程目

标相结合,并通过互联网推动课程共享,完成与他人

的交流,形成实践与理论的融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的[１４];为了实现课程思政与工程类课程的融合,邱
微、南军等人提出了“一二三四”课程设计框架,即:
以民主与环境为课程主线,结合思政元素库与工程

元素库,从施工手段、理论联系实践、解决复杂工程

难题三个方向开展教学,通过“课前热身、直播上课、

小组学习及课后分享”完成全部教学步骤[１５].

２．３　“课程思政”与信息素养教育

在中国知网平台以“TKA ＝ 课程思政 AND
YE＞＝２０１４”为检索式,对２０１４年以来包含“课程

思政”的“篇关摘”进行专业精确检索,得到２７５３６篇

学术期刊论文,涉及２０个学科;以“TKA ＝ 课程思

政 ∗ (信息素养教育 ＋ 文献检索 ＋ 信息检索)

ANDYE＞＝２０１４”为检索式,检索出２０篇学术期

刊论文(检索时间均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分析上述与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学术论文,可

将课程思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路径综合为:在提

取思政元素的基础上,根据课程内容适度改变教学

策略以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其中,黄常青团队、楚
林团队、霍丽萍团队的实践路径最具代表性.

黄常青首先针对课程内容筛选出专业性、通识

性及兼通识专业性的知识点;其次通过课题组成员

集思广益,汇总成果并编制信息素养课程思政元素

指南表;最后利用新媒体应用法、案例法及协同思政

专业教师共同教学法,对课程中蕴含思政元素的专

业性或通识性课题的主题进行概念分析,对检索词

的逻辑关系进行研判,在能力培养过程中展开思政

教育[１６].
楚林等通过对教学目标与内容进行剖析,发掘

可融入的思政元素,如科学与创新精神、信息道德与

信息法律法规、爱国精神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并将

思政元素以检索词的形式融入信息素养教育之中,
如以讲解中国知网的“知识元”检索为案例,融入思

政元素:(１)让学生将思政元素作为检索词检索文

献;(２)教师结合社会热点,以视频方式,如课堂上播

放«恰同学少年»中毛润之与同学背诵“少年中国

说”,引出“此文何时、以何种形式载于什么出版物”
等问题,从而在课堂上完成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育[１７].该团队还探索通过建设思政教育案例库的

路径协同课程思政[１８],针对思政元素整理出相应社

会热点新闻(包含详细介绍及具体视频等素材),并
提出案例适用场景、教学建议等.

霍丽萍等首先基于课程目标,挖掘出家国情怀、
科学思维、创新创业、职业规划、学术伦理、社会责任

等思政元素;其次,为实现“课程思政”融入文献检索

课,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改进路径为:(１)将统一

实践改为按专业分组且布置不同课题的实践;(２)在
重点讲解检索方法的基础上加入文献分析(文献分

９８

信息素养教育中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赵建庆,郭劲赤

ResearchandPractice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in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ZhaoJianqing,GuoJinchi



2022

年
第3

期

析指围绕课题,利用文献分析软件或数据库文献分

析功能对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检索结果和生动

的实例引导学生为国奉献、投身科研的精神;(３)增
加考查检索报告等考核方式.在考查学生综合水平

的同时嵌入“课程思政”理念,达到育人实效[１９].
对比其他学科课程思政建设,已有“课程思政”

融入信息素养教育的路径虽然较为系统,但也有需

要再度商榷之处.主要表现为:(１)在概念上“课程

思政”与思政教育或思政课程存在一定的混淆;(２)
思政元素的挖掘过程缺少理论指导,程度不够深、不
系统、不全面;(３)缺乏详尽的融入“课程思政”的教

学方案.对于第一点前文已然做了详细解析,故不

再赘述.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思政元素体系及教学

方案两个方向再度探讨信息素养教育中课程思政的

建设路径,以期在做好专职内容的前提下获得更好

的课堂德育育人效果.

３　信息素养课程思政元素的七维度体系

课堂授课是课程思政的主要渠道,有效推进课

程思政以有效开展课堂授课为前提,课堂授课是课

程教学大纲的具体实施途径.所以,信息素养教育

中课程思政建设需要规划出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
并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大纲,服务于教学目标.

２０２０年５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２０],第三

部分明确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围绕政治认同、宪法

法治意识、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文化素养等内容供

给,系统进行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等[２１].因此,笔者以«指导纲要»为指导,提炼

出思政元素的七维度体系.该体系理顺了元素间的

逻辑关系,可有效指导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信息素养

教育.具体构成与诠释如图１所述.

图１　思政元素七维度体系

４　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方案

客观理性、求实求真的科学思辨品性是信息素

养技能体系所蕴涵的价值观,也是课程思政期望引

导在校学生形成人生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０].信

息素养能力不仅与辨别社会舆论、热点事件等信息

的真实性相关,更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制度自信

等紧密相连,如能结合七维度体系并借助于适合的

授课手段传递给学生,此方谓课程思政真正之奥义.
因此,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针对在校本科生所开

展的信息素养教育第一节“信息素养知识”为例,设
计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方案.

４．１　授课内容

４．１．１　什么是信息

信息、物质及能源被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资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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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是社会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１)信息的内涵

在广义上指事物本身属性的表征,在狭义上指

系统传输及处理的对象.
(２)信息链

数据、信息、知识以及情报之间逻辑关系,如图

２所示[２２].

图２　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关系

４．１．２　什么是信息素养

信息化的社会需要人们具有信息素养能力,这
是一项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

(１)信息素养内涵

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有能力去

查找、评价以及有效利用所需信息.
(２)信息素养能力模块

信息素养能力可分为以下８个模块[２３]:吾知吾

需:明确表达需求信息;吾识吾选:识别与选择信息

源;手到擒来:信息检索能力;寻宝地图:获取有效信

息源的方法;火眼金睛:鉴别有效信息;继承与发展:
分析与利用获取的信息;信息处理:对信息的整理与

存放;利用信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４．２　实施过程

４．２．１　思政元素类型

以思政元素七维度体系为指导,结合授课内容,
在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两个维度中展开课程思政.

４．２．２　课堂教学方法

(１)教学手段

采用PPT、视频动画形式进行教学.上课前,
教师将PPT、视频等资料上传至基于Blackboard搭

建的“大夏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以供学生预习.课

后,师生或学生之间通过“大夏学堂”互动,在巩固已

学知识的同时,更为有效地完成实践作业.
(２)教学脉络

以诗词中的“信息”为例,如“信息”一词最早出

现在南唐诗人李中的律诗«暮春怀故人»吗? 由浅入

深,引导学生回答或现场上机检索相关内容;以“烽
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引出国家和平、家庭和谐以

及信息的重要性,并以侦破“炮轰天安门”间谍事件

佐证;以“魏则西事件”引出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以
“如果自己出现类似事情”的换位思考方式引入案例

并讲解信息素养能力模块.
(３)课程思政融入点

授课内容中提及“数据、信息、知识以及情报存

在链式关联,且可以相互转化”,由此可引申出能够

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反间谍与国家安全”元素,
与家国情怀维度中“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信念”
相契合;授课内容中提及“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需要

信息,并且有能力去查找、评价以及有效利用所需信

息的信息素养能力”,与科学精神维度中客观与理

性、批判与怀疑等观念相契合,从而可以引申出课程

思政案例.

４．３　思政元素内容

均主要以视频形式展出,时间总和不超过８分

钟,事件全过程的视频上传“大夏学堂”以供课前预

习或课后复习.因篇幅限制,下文均只以“炮轰天安

门”间谍事件侦破记[２４]和魏则西事件为例体现主要

脉络.

４．３．１　“炮轰天安门”间谍事件侦破记

(１)思政元素内容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正值抗美援朝关键时期,公
安部截获一封自北京东单寄往日本的日文航空信

件.该信件投送目的地是日洲产业株式会社,信件

内容如下:
所购消防水机于１０月１日发货,一切按原计划

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落款:山口隆一

信件中有一张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如图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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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图上绘有金水桥、华表、城楼,两条黑粗的抛

物线,其一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并用日文标写:“从
日本购得的消防水机,可超此屋顶”;其二指向中央

主席台,并标写:“水达不到这里”.

图３　天安门草图 山口隆一绘制

公安部内一名具有火炮知识的士兵从这封看似

普通的信中敏锐地抓取到极有价值的情报:若将消

防水机替换成迫击炮,那么对共和国产生的危害不

堪设想! 公安部时任部长罗瑞卿获知此情报后立刻

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知晓后立即下令:事不宜迟,
迅速破案! 在短短的９天后,公安部逮捕并捣毁了

以意大利人李安冬、日本人山口隆一、意大利人马迪

懦以及法国人魏智等为主的间谍组织团伙,为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大典排除了极大的安全隐

患,也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从一封普通信件,到极具价值的情报,到多部门

的联动,最终至打掉犯罪团伙,此行动极有力量地回

应了美日等反动势力妄想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

行为.
结合整个侦破“炮轰天安门”间谍事件和“信息、

知识及情报存在链式关联且可相互转化”这一知识

点,可以归纳出如下两点:①要善于在纷纭杂沓的信

息中找寻具有价值的情报;②鉴于情报的时效性,寻
找到具有价值的情报后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执行相

应的行为.
(２)价值拓展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引导学生们认识到和平、幸
福的生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人替我们砥砺前

行,使学生在新时代里树立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使

命感.

４．３．２　“魏则西事件”
(１)思政元素内容

魏则西,１９９４年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普通家

庭,２０１２年以６００多分的高考成绩考入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计算机系,后因患有滑膜肉瘤休学留级至

２０１３级[２５].之后,其在互联网上百度医院推荐榜中

发现北京某医院号称对此病有一种有效的肿瘤生物

免疫疗法,并且对外宣传此疗法是与美国斯坦福大

学共同合作开发.为了继续活下去,魏则西的父母

四处借钱才得以完成了整个治疗过程(魏则西在知

乎上进行了持续发布),但其发现不仅没有任何效

用,病毒反而转移到了肺部[２６].最终,２０１６年４月

１２日魏则西在家中不幸去世,终年２２岁.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一名新浪微博网友看到了

魏则西的帖子,并发现该医院依然通过竞价排名处

于推荐榜首位.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魏则西的逝去,百度经年

积累的恶»«医院竞价排名,邪恶广告模式»等舆论热

点出现.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舆论将矛头指向莆田系医院

及存在科室外包的医院,百度副总裁王湛被开除.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

生委以及国家网信办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

公司.

２０１６年５月９日,联合调查组认为百度搜索关

于医院的竞价排名机制严重影响了结果的客观性与

公正性,必须整改.
结合整个“魏则西事件”和信息素养能力模块这

一知识点,可以归纳出如下两点:①需要针对某个需

求查找信息时,必须要对信息源进行有效的鉴别;②
从可靠的信息源获取信息后,要有存疑的思维,对信

息的质量进行有效评价.
(２)价值拓展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引领学生们秉承科学精神,
具有客观与理性的思维观念、批判与怀疑的求真观

念,更要有团队的协作观念,要充分利用来自校方、
老师及同学对所需信息的理解等“团队”资源,实现

“合作共赢”的思想.
通过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案,达到提升课堂内

容新颖性与吸引力的效果,实现将课程思政和信息

素养教育的专业知识“如细雨润物”般融合.该路径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思政元素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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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课后实践提高学生碎片化学习的有效

性,同时通过授课引导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科学精

神及道德修养,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促使学生树立

远大的理想,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实现

“寓思想教育于信息素养知识传授中”的教学目标.

５　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实践的启示

课程思政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的整个

过程,在提升专业课程内涵的同时拓展教育教学的

功能,因此,课程思政是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战略举

措.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２７],根据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实践,以“思辨

中进行思政教育”为出发点,笔者从如下４个方面进

行思考.

５．１　课程思政融入信息素养的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是有效沟通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纽

带,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

及设计教学方案的依据和蓝图[２８],在教学过程中灵

活运用教学原则,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为了帮助教师在熟练掌握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将

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信息素养教育,本文根据教

育实践总结出三项教学原则,以此平衡信息素养教

育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５．１．１　坚持“教无定法,贵在得法”的原则

信息素养教育是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其章

节顺序反映了该课程的内在知识点或技能之间的逻

辑关联.为了保障信息素养教育的完整性与系统

性,切勿通过减少教学时间或肆意改造章节顺序来

开展课程思政,否则学生信息素养的知识结构会有

缺陷.因此,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开展课程思政,必须

要以尊重信息素养教育的知识体系为前提.课程思

政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关系不是依附,更不是生硬结

合.如果教师随意将思政教育的内容引入课程,如
“利用 WebofScience平台助力科研”课程中,不经

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及高价值作者”等分析,仅
仅以“近五年中国发文总量高于美国”为由,强行加

入“坚定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等思政元素,则
会产生牵强附会之感,甚至会产生令人排斥的现象.
为了减少此类“拼凑感”,教师可以应用“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的教学原则[２９],积极地、不拘泥于形式地

在专业领域中找寻可以引入的思政元素,促使信息

素养教育与思政教育以“如细盐化水”“如细雨润物”

般相互融合.如,以学校主页新闻:“我校本科生侯

彰钰关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与辣椒素的学术论文被

顶级期刊收录”[３０]为例,激励学生产生“我也行”的
动力,使学生意识到“个人与团队”之间是相互包含、
相互促进的关系,与科学精神维度中“具有平权与团

队协作的观念”“具有实践与探索的价值取向”相

契合.

５．１．２　坚持信息素养教育与其他各专业相互渗透的

原则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时任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的

保罗泽考斯基在«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先事项»
报告中最早提出“信息素养”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

与研究的发展,人们将信息素养定义为“知道何时需

要并查找、评价、有效地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３１].
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素养是一项基本能力,是一种对

当下复杂信息时代的适应能力.同时,因应用场景

宽泛,信息素养也是一项特殊的、综合的能力,可包

含技术、经济、人文、法律等诸多领域,几乎与所有学

科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信息素养教育中蕴含着极

其丰富的、可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思政元素,为了

保证在信息素养教育中成功开展课程思政,教师务

必在精通信息素养知识与熟知思政元素的前提下使

二者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如“中外文数据库”课程,
除了传授学术期刊论文检索技能之外,可通过多数

学生认真关注的新闻:“疫苗具有９０％的有效性,全
球首款 mRNA 新冠疫苗来了吗?”[３２]为案例,进行

实例检索讲解.并从疫苗的原理“即以 mRNA为模

板,合成具有一定氨基酸序列的蛋白质”,引出“氨基

酸与蛋白质的关系就是序列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进
一步通过辩证法量变与质变的规律,引申出“将普通

个体有序地组织起来,也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与
家国情怀维度中“小我成就大我并服务于国家的信

念”相契合.

５．１．３　坚持教学方法与评价方式多元互补的原则

以教师讲解、学生听讲为主的信息素养教育教

学手段,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为了开展有

效的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教学,教师理应以融合课

程思政为目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如“线下 ＋

线上”混合教学方式.“大夏学堂”是一个功能完备

的网络教学平台,通过此平台可以进行师生互动、课
堂实践、微视频播放等,在上课的同时丰富课堂内

容,使得课堂生动有趣,利于实现课堂目标.教师还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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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１)利用平台收集学生对教师及课堂的意见并

进行合理调整;(２)通过线上问卷、线下交流等方式

掌握可以使学生产生兴趣的专题,并结合课程内容,
布置具有价值导向的课后实践调查与课后常规作

业;(３)通过课后实践报告的完整性及体现的“思政

元素”、课后常规作业的正答率对学生进行量化.
“大夏学堂”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改变以往

以试卷成绩及出勤率考评学生的方法,形成将思政

元素引入平时课堂表现及实践练习的多元评价

方式.

５．２　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内容保障性

在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融入思政内容是信息素

养课程思政的根本目标.信息素养课程思政要突显

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

化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将信息素养教育方案中

诸多概念通过一定的教学方法转化为具体的、生动

的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的融入意味着信息素养教育

要引入新的课堂内容,意味着教师需要新的教学技

巧[３３],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变革为一个

新的体系,该体系应该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的理论知

识;完整的、系统的思政元素;丰富的、全面的案例以

及案例使用说明.该体系可促使信息素养教育与课

程思政的隐形融合,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５．３　教师对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认知

目前“互联网 ＋ ”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互联网与

教育领域深度融合,衍生出全新的发展生态.如“大
夏学堂”,既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网络课堂,也是一个

可以辅助线下授课的网络平台.但在使用过程中发

现:(１)部分教师的平台应用能力有所欠缺,如不了

解上传思政类微视频,不了解如何发布调查及查看

调查统计结果等功能;(２)教师不能很好理清“线上

课程思政”与“线下课程思政”的区别,认为“线下很

好,完全不需要线上课程”,或“线上课程已经录制,
线下课程可以完全取消”;(３)部分教师没有经过系

统的思政教育学理论及方法培训,没有意识到大学

生自我意识以及独立精神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导

致在引入思政元素时不能很好地与学生互动等.因

此,若想利用“线上 ＋ 线下”模式进行“课程思政”与
信息素养教育的有机融合,首先,需要教师主动提升

互联网产品应用能力,不可固守传统课堂话语体系,
而是要破除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主次之分的传统误

区,要意识到“互联网 ＋ ”时代下,线上课程思政不是

“课堂的补充”,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教师

在主动丰富教学理念与技巧的同时,还要提升对大

学生心理的认知,以期达到师生交流的平等性,进而

推动师生之间的学术及思想政治的沟通.

５．４　学生对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来自教师的教育是学生信息素养能力发展的外

部因素,学生对于信息素养课程思政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是学生信息素养能力发展的内部因素.当前图

书馆人在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改革方面做出了一定

探索,形成了具有可借鉴性的内容,但在实践过程

中,信息素养课程思政在整体设计、成效、评价以及

保障体系等方面均不完善,教师的教课效果也参差

不齐,学生对课程的认可程度以及知识获得感受均

不稳定.在信息素养课程思政中,学生的心理预期

或发展目标若无法达到,会导致学生缺乏应有的学

习主观能动性.针对此类困境,“线上 ＋ 线下”的混

合教学模式可以为教师提供解决的路径.该路径与

前文所探讨的“信息素养课程思政的内容保障性”
“教师对教学方法的认知”“坚持教学方法与评价方

式多元互补的原则”相互包含,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促

进的整体.

６　结语

课程思政融入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活动永远在

路上,需要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地探索、思考

及总结.本文所提在信息素养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

路径,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素养教学实践而总结,
希望能够为国内信息素养教育中课程思政的建设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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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Practice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
Politicalin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

—Takingthe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of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asanExample

ZhaoJianqing　GuoJinchi

Abstract: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sthestrategiclayoutofcollegesanduniＧ
versitiestoimplement“BuildingMoralityandCultivatingPeople”,whichneedsastepＧbyＧstepprocessto
beorganicallyintegratedinto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Thispapersummarizedscholarsfromdifferent
universitiesanddisciplinesexploringthepathofthecombin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lassexplicit
educationandprofessionalclassimpliciteducationfrom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CurriculumIdeoＧ
logicalandPolitical”andrelyingonentity/virtualclassroom,meanwhilecomparedthesummarieswiththe
constructionpath of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in Library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Italsoexploredthepathofintegrating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intoinformationliterＧ
acyeducation,andreflected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principles,contentguarantee,
teachersteachingmethodsandstudentslearningmotivationofinformationliteracy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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