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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而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动物免疫学是研

究动物免疫系统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物学功能的学科。本文综合分析了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从案例教学法融
入课程，借助现代多媒体通讯手段开展思政教育，挖掘课程知识中的思政内容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将思政教育融
入动物免疫学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个人的人文素养，也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教学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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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s a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which may be implemented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I&P）curriculum education，while Animal Immunology is a subject to study

the tissue structures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animal immune system. In the paper，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personal humanistic quality，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P education of
other curriculums，the necessity of I&P curriculum education wa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and how to integrate
I&P education into Animal Immunology teaching was describ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grating case-teaching into
curriculum，carrying out I&P education using modern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means，and exca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contained in the knowledge described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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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人才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 2016

面 [1]。“课程思政”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以课程为思想政治的载体，充分发掘其中蕴含的思

重要讲话中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政治元素，把科学知识传授与人文素养培养相融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合，从而使学生全面发展 [2-3]。高等教育应以价值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观培养为核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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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提高课堂理论教学效果，培养学生服务社
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6]。根据课程具体内容，在
潜移默化中实现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第 26 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过：“只在

兽 医 管 理

智力而不在道德方面教育一个人，就是在培养一个

1

危害社会的人”。作为高等教育从业者或授业者，

1.1

思政课程模式探索
案例教学法融入课程

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应融合思想政治教

动物免疫学是讲授免疫系统结构与功能、免

育，培养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且具有强

疫发生机制、免疫预防等内容的专业基础课程，是

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业型人才 [7]。畜牧业是

动物医学专业培养体系中的重要课程。动物免疫学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的粮

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其教学内容晦涩难懂，知识点

食安全、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畜牧业的新生态有
赖于从业者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因此培养新形势
下具备良好专业素养的大学生迫在眉睫。如何将专
业教育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以及如何培养具有较
强实践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目前高校动物医学专
业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动物医学是研究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对动物疾病进行诊治，保障动物健康的综合性学科。
动物免疫学是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对于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可
充分利用动物免疫学课程将其作为学生德育教育的
载体。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专业课程教学的同
时，融入思想政治理念，充分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
的哲理、价值观、爱国情怀等思想政治元素，传授
知识的同时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提高学生
素养。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在高校动物免疫学
中的教学经验，将思政教育融入动物免疫学的教学
模式、教学手段以及如何挖掘动物免疫学课程中的
德育元素进行了总结，旨在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综
合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法引入免疫
学发展历程上的“小故事”，把学科资源转化为育
人资源，将知识传授和价值观的培养协调统一 [8]；
通过引入生产中的具体案例以及结合最新科技快
讯，让学生们感受到可以学有所用，从而激发他们

错综复杂。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生们难以抓住主
线， 课 堂 气 氛 较 为 沉 闷， 无 法 调 动 学 生 们 的 兴
趣 [9]。因此在课程讲授过程中，笔者采取了案例教
学方式，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创新精神和职业素养。
案例教学采用的具体方法是在课前由教师提
出案例，学生们查阅资料并分组讨论，教师课上总
结评估。案例教学法将现实问题引入课堂，激发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兴趣，并激励其自
主探寻，最终找到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法。在前
期进行免疫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后，引入免疫学相关
案例，后期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课堂互动，既对所学
知识进行了复习与串联，又促使学生主动积极地思
考问题。实践证明，案例教学引入课堂后，学生们
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1.2

借助现代多媒体手段丰富课堂内容
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动物免疫学理论知识日

益更新，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免疫学相关技术日新月
异，尤其是新的快速诊断技术和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传授知识的同时，课堂前利用多媒体及现代通信分
享工具辅助教学，如通过微信、QQ 等随时引入最
新的科研快讯激发同学们的思考，将课堂前后和课
上时间串联，赋予各个环节全新的体验。将理论知
识学习和前沿科技结合，既启迪思维，又开阔视野。
1.3

课程中思想政治元素挖掘

的学习热情。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将爱国主义、职

免疫学的发展史蕴含着坚持不懈、勇于创新

业素养等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教学中，提高学生思想

的科研精神。课堂中适当引入免疫学发展史料，利

政治水平，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用教材列举的相关内容，将思想政治元素导入，潜

纪律的四有新人。

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笔者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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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为背景，通过案例教学，引入科学故事、

疾病，甚至净化疾病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最新科技快讯等内容，另外基于动物免疫学课程特

从而科学引导和培养学生热爱学习、善于解决实际

点，借助案例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增强学生

问题的能力。

对免疫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吸收专业知识

1.3.3

的同时促进学生自身素养提升。这样便可将思想政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

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效融合，培养高素质兽医专业

的暴发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人类的

人才。

发展史就是不断与微生物斗争的历史，同时免疫学

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培养正确的世界观

科学故事提升趣味和爱国情怀 19 世纪，

的发展史也是人类与病原微生物不断斗争、不断胜

比利时免疫学家 Jules Bordet（1870—1961 年）等

利的历史。借助免疫学的发展史和人类与病毒的斗

发现动物血清中存在着溶菌作用的两种物质：一种

争史，让学生们了解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增强对

是抗体，另一种是非特异性成分。科学家们经过仔

本学科的认知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新冠疫情期间，

细分析和反复试验，最终证实霍乱弧菌溶解需要血

我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和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防

1.3.1

清中耐热的特异性抗体和不耐热的补体成分

[10]

。

控措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我国的命运

基于此，在讲解补体系统章节时，以上述整个发现

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试验过程为主线，讲述补体的定义、作用以及具

才能共同抵御风险，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在

体机制，以故事的形式将需要掌握的具体知识贯穿

课程讲授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

其中，便于学生们掌握。同时，讲授的过程中又突

同体”，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是

出免疫学前辈们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应让学生的价值观

借此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此外，在动物疫苗相

得到进一步升华，使其认识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

关章节授课过程中，可通过介绍我国老一辈科学家

益，是我国人民对美好世界和平发展的愿望和价值

研发牛肺疫疫苗、牛瘟疫苗、猪瘟疫苗事迹，激发

追求，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价值情操。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以故事的形式讲

2

授，调动学生们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科研
兴趣。

教学实践与课堂评价
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提高教学质量、

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方式。以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为
动物免疫

研究对象，随机选取 2 个教学班级进行动物免疫学

学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现实生

“课程思想政治”教学；另外 2 个班级作为对照，

产中的案例情景，能让学生们感受到知识的价值，

以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授课。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

并能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例如，在病毒免疫知识

行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1。在“课程思想政治”教

的课堂讲解中，让学生掌握猪场通过哪些试验测定

学班级中，70.5% 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合理（对照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的抗体水平，以及如何根

班级为 57.6%，两组比较 P ＞ 0.05，不具有显著差

据检测结果制定有效的免疫程序以预防该病毒感

异），85.2% 的学生对课程更感兴趣（对照班级为

染。又如，在讲解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时，可使学生

61.0%，两组比较 P ＜ 0.05，具有显著差异）。“课

了解猪场如何通过伪狂犬病毒抗体检测来判断有无

程思想政治”教学班级对课程的教学效果满意度，

野毒株感染以及疫苗免疫情况。在学习免疫学的同

以及课程对今后学业有帮助的认可度均为 88.5%，

时，让学生明白课堂讲授免疫学知识的重要性，以

高于对照班级的 64.4% 和 74.6%（P 值均＜ 0.05，

及这些看似枯燥的理论知识在整个猪场预防、控制

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总体上，采用课程思想政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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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产实际，提升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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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动物免疫学教学，不仅生动形象、样式灵

以便服务于教学，从而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使专

活，在教学效果上也获得了更多学生认可。

业教育和课程思想政治达到有机结合。思政课程教

表1

育作为一项影响长远的课程，其评估模式需要广大

学生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索。

参与调查学生人数分布
教学班

总人数 认为教学
内容合理

对课程
感兴趣

对教学 对今后学
效果满意 业有帮助

思政教学班级

61

43（70.5）52（85.2）54（88.5）54（88.5）

对照班级

59

34（57.6）36（61.0）38（64.4）44（74.6）

卡方检验 P 值

0.142

0.00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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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培养学生知识和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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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问题。例如，思政教育的效果难以量化，学生
思想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本教学模
式探索中，课程评价的依据是学生的主观感受，至

张俊玲 . 将“课程思政”理念基因式融入专业课堂教
育的探索 [J]. 教育教学论坛，2018（46）：49-50.

[6]

ASAD A，NORISMA I，RASIM M，et al. Automatic
summarization assessmen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semantic and syntactic information for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system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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