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信

息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

背景下，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既给创新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良好契机，也带

来了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

学院（下称东方学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通过夯实网络主阵地，

创新开展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不断

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水平。

一、加强网络思政教育工作主体队
伍建设，形成强大推动力量

老师作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主体，

其政治觉悟、价值观念、专业技能等直接

关系到思政教育工作的实际成效。东方

学院把加强思政教育主体队伍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一方面，严把教师入口关。

选聘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素质扎

实、综合素养全面的思政教师，实行考核

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并将考核纳入学

院中长期发展、人才队伍提升和质量保

障体系构建等重大事项。另一方面，强

化教师培训充电。成立“思政教育工作

者成长俱乐部”，通过学习分享会等形式

加强专业技能学习，提高教师自身政治

素养和网络操作水平，确保思政教师在

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事件上保持清醒头

脑，有效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

二、拓展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平台与
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

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传统思政教育主要依赖课

堂知识讲授，随着微课、慕课、“云课堂”

的出现，东方学院根据学生心理特点，采

取研究性教学、研究性自学、研究性实践

和研究性考核“四环”教学模式，以学生

为中心，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东方学院

采取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造专题栏

目，让广大师生通过网络主动积极地接

受主流文化的熏陶。积极运用现代信息

交流方式，发挥好学院官方网站作用，建

好教职工、大学生微信微博群和思政教

育工作者个人微博，拓展网络沟通平台

和渠道，强化信息交流和密切互动，主动

参与到大学生关注度高、参与面广的议

题中，实时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

变化，做到线上线下信息共享，推动线上

线下思政教育形成合力。

三、坚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相结
合，精准回应学生诉求

思政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

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

生。东方学院思政教育团队开展工作

时，根据大学生接收信息途径发生的新

变化，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弘扬正能量、提振精气

神。主动关注和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

心理状态、实际处境和心理需求，通过网

络平台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分类普及和

宣传。注重校园“榜样教育”的普及与宣

传，强化榜样对学生积极的心理暗示。

充分利用重大节庆日、重要纪念日等时

间节点，在校园门户网站上加强革命传

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三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做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风
险预警，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做好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不仅

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维护高

校正常教学乃至社会稳定的需要。高校

网络舆论引导，重点在于“导”。东方学

院健全完善统一协调、快速反应、高效通

畅的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报送、处置机

制，对热点难点问题准确把脉，引导师生

理性发言，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遇到突发敏感舆情时，坚持重大突发事

件网络首发制度，发挥思政工作者网上

舆论“定向导航”的作用，通过论坛回帖、

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及时客观传播信息，

第一时间利用网络平台向师生传达事件

真相，化堵为疏，防止关键时刻失语失

控。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充分利用 QQ

群、QQ空间、微博、微信群等渠道，掌握

个别学生的抵触情绪及极端言语，及时

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抓住主

要矛盾，精准做出正确判断和有效预案，

努力将校园内的潜在矛盾解决在萌芽状

态。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

把立德树人融入学校教育中来。

数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它独特的风格，承担着

德育的任务。如何抓住数学学科

的特点，捕捉好德育的有利时机，

运用恰当的方式在数学教学过程

中渗透德育教育呢？下面，笔者

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将时事渗透到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
责任感。

在 2020 年上学期的开学第

一课，笔者问学生：抗疫期间有

哪些人和事感动了你？学生一：

84岁仍带队出征的钟南山院士；

每天睡3个小时与死神赛跑的李

兰娟院士。学生二：身患绝症仍

坚守一线的张定宇院长。学生

三：10 天建成火神山医院，12 天

建成雷神山医院。学生四：面对

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的贫乏，企

业家、海外华侨、老百姓等纷纷

捐款捐物……

通过疫情让学生明白，要与

自然和谐相处；抗击新冠病毒需要

科学理性，更需要全球合作；和平

年代也要居安思危，才能不惧天灾

人祸；只有祖国强大了，才能维护

国家主权，才能国泰民安……同

时让学生明白，学习不仅仅是权

利，更是义务和责任，祖国美好的

未来需要他们去守护和创造。

第二、挖掘数学教材内容背
后的故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数学教材有着丰富的爱国

主义教育素材，在教学中适时

地、自然地利用它们对学生进行

德育教育，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例如：《用字母表示数》的动

脑筋内容：袁隆平院士研究的杂

交水稻“Y 两优 2 号”平均亩产

926.6公斤，那么a亩水稻的总产

量是多少？我们知道大部分学

生喜欢追歌星和明星，但笔者希

望有更多的学生心中的偶像是

为我国的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

献的科学家们。因此，老师们应

该引导他们去了解科学家们背

后的故事、成就和人格魅力。笔

者用视频和 PPT 展示了如下内

容 ：“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袁 隆 平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

到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农校

任教。1960年，中国发生了罕见

的自然灾害，大饥荒夺去数千万

人的生命。袁隆平立志用农业

科学技术击败饥饿威胁，从事水

稻杂交试验，90岁的他还在田间

忙着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袁

隆平终于实现了“农民不再挨

饿”的梦想。确保了我国以仅占

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还帮助世界人民解

决吃饭问题……

学生们看了这些资料，了解

到袁隆平是一个始终把国家和

人民的需求作为自己一生追求

的无私奉献的人。这样挖掘书

本素材里隐含的德育教育比直

白的德育说教有效多了，让袁隆

平院士成为学生的人生榜样，以

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从而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

三、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数
学文化”，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
科学精神。

新课程改革后的教材已将

数学文化渗透在各部分内容

中。通过了解教材的数学概念、

公式、定理的诞生过程，帮助学

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

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感受数学家们严谨务实、敢

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例如，笔者在教七年级上册

数学与文化——“我国是最早使

用负数的国家”这一内容时，笔

者先播放视频，学生认真听完后

回答问题：为什么产生负数？最

先产生负数的是哪个国家？印

度什么时候产生负数？欧洲什

么时候产生负数？为什么欧洲

开始不承认负数？经历了多少

年才稳固了负数的地位？从负

数的发现到肯定，你有什么收

获？这些问题的设置让学生了

解了负数的发展史，数学和社会

发展的关系，科学家为了真理不

懈追求的精神和为人类文明、社

会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学生

追寻数学的发展史，了解数学概

念的产生、发展过程和数学定理

的提出过程，是数学学科与人类

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体会

了数学价值，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和文化素养。同时培养学生

求真、说理、批判、质疑等理性思

维的习惯和锲而不舍地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进行德

育渗透，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

学习情况，有意识有目的地采取

灵活的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对

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以达到德育、智育的

双重教育的目的。

摘要：在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堂，往往

会出现纪律失调，以至于教师无法正常进

行课堂教学的情况。本文立足于小学低年

级音乐课堂教学组织，分析可采用的组织

方式，以期为高效音乐课堂提供行之有效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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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正处于探索求知的

发育阶段，探索欲望强烈，好奇心强，活动

性大，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和模仿特性，但

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对于事物的关注度

尚浅，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需进一步

重视对音乐课的组织教学，使学生在积极

性得以调动的同时，注意力更加集中。

一、多元化导入课堂
课堂导入是音乐课程组织教学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之一，精心设计的导入环节就

像乐曲中的前奏一样，可以把人带进良好

的气氛之中，在进行课堂导入时，教师首先

需要注重自身形象，为课堂导入营造良好

的环境氛围，例如走进教室时，老师可以戴

一个头饰，这时所有学生的注意力都会集

中在老师的头上，学生对课堂学习充满好

奇，整堂课的趣味性进一步提升。

二、教师加强自身素质
教师在进行音乐课程的组织教学时，

可以从说、弹、听、唱这四个层面进行扎实

积累。“说”指的是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需要

采用具有声调变化的语言和富有童趣的表达，使教学内

容更易于掌握；“弹”指的是教师需要具备较好的弹奏基

本功；“听”指的是要采取听的方式帮助学生进行音乐素

养训练，低年级学生学唱歌曲不是一次性学会的，而是由

反复的听觉刺激形成大脑皮层记忆后学会的。

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上，听力环节对于学生音乐素

养的提升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帮助学生

更好地进入学习节奏。除此以外，“唱”也是低年级音乐

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在现在的低年级教材中，有

许多适合低年级儿童的音乐作品，教师可以结合班级具

体情况，采用多种形式把歌曲演唱出来。

三、灵活组织教学
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常规，

教师才能更高效地完成课堂管理，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学

习效果，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当学生投入到轻松有趣的课堂环境中时，其学习积

极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学习效率也会有所提高。此时

的课堂效果也会得到显著提高。

新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与做法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党政办 杨雅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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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在数学教学中实施德育教育之我见
新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邓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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