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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当代高校教育发展来看，课程思政教育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以及

人格“四位一体”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单一的高专业水平人才已经不

能满足我国传染病学发展研究，需要培养具备全面专业知识与能力、高素质与优秀人格的复合型人才，才

能为我国临床传染病学的积极发展提供一定保障。而在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在人才

培养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重视并强化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发展，进而为我国

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防治培养优秀人才，有效推动临床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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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in one" of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ability, quality and personality,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clinical 
medicine, traditional . A singl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talent can no longer satisfy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epidemiology in my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high quality and excellent persona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a certain guarantee for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in my country. In the teach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linical medici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lent train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linical medicine majors,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linical medicine majors in my country.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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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对大学生开展传染病学课程思政教学时，通

常会将培养学生探索、解决医学问题能力作为目标，

让学生可以在学习到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实现学

生专业医学、专业医学能力以及专业医学素质的协

调发展，从而提升学生整体医学专业水平。而依托

医学专业课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进行充

分结合，有效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思政素养水平，保

证教学质量。文中对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

政建设的价值与相关方法等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

为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相关研究提

供一点帮助。 
1 做好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的

价值 
从医学专业课实际情况来看，传染病学课程与

其他医学专业课程相比，在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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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着较好优势，在提升学生医学素养的同时，

还能提高教学质量；在促进学生学习发展的同时，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师得到相应的进步[1]。 
1.1 迎合时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

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指

出需要加强并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努力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亲和力、针对性，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需求[2]。可见，加大临床医学专业传

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力度不仅可以满足现代学生成

长发展需求，同时还能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1.2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 
从目前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实际发展情况来

看，相关教学内容得不到及时改进，且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等也不能得到完善，相关传染病病例种类

比较缺乏，对传染病教学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尤

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的发展，在对人们生活造成巨大

影响的同时，同样也影响了大学生意识形态，且随

着我国不断发展，大学生在接受多种信息的同时，

还会受到各国文化冲击，进而动摇了学生意识形态，

包括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3]。所以，

需要强化相关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才能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意识形态。 
1.3 促进高等院校政治教学发展 
部分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工作的时候，不

能正确认识到课程思政与学生积极发展之间的联

系，在实际教学中没有深入挖掘课程思政的内涵与

价值，使得教学比较片面，无法发挥课程思政的价

值。而做好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可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学中深入了解思政

相关知识，让学生可以在实际学习中切实体会到思

想引领，同时将专业学习与技能训练进行有机结合，

推动了高等院校政治教学发展，让新时代立德树人

理念得到了创新、升华，可以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

价值作用[4]。 
1.4 培养传染病防治专业人才 
受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

对临床医学专业高校人才培养有了新要求，而让课

程思政、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教学进行有效结合，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现代高校人才培育定位要

求，进而让培育工作紧跟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为我国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研究发展培养具有爱国情

怀、专业知识与技巧、积极奉献社会的、综合性、

优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推动传统传染病学的

创新发展，让教学内容更具多样化，不断丰富教学

形式，进而增强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5]。 
2 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2.1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教学水平，所以，

在开展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时，需要重视师

资队伍建设，保证教师具备相应的思政意识、思政

能力，才能为课程思政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保

障[6]。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需要定期对自

身工作进行总结与反省，及时找出教学中存在的缺

陷与不足；积极转变自身教学理念，改进自身教学

模式，比如创设情景方式、主题式研究方式、“融

合式”教学模式、构建课程思政线上平台方式等，

让学生可以主动参与到实际教学中，调动学生自主

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榜样作用，以

身作则，保证自身具有正确“三观”，在潜移默化

中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积极影响。

这样不仅可以为临床医学传染病学课程教学培养优

秀的师资队伍，同时还能及时更新教师教学模式，

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

生在日常学习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学科发展中的人文

精神，将课程思政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2.2 深入分析课程思政内容 
教师在开展临床医学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时，不能只片面开展政治课程、思想道德课程，

需要正确了解到传染病学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承

载着课程思政相关知识，会对学生专业能力提升、

价值引领产生重要影响[6]。所以，教师需要在掌握

传染病学相关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课程思

政内容，准确把握传染病学、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

的共性与个性，将传染病学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培养目标进行有效结合，并建立较为全面的、科学

的传染病学“思政课程”教学体系。比如，教师可

以将病毒性肝炎、艾滋病以及结合等发病率与致死

率较高的疾病作为重点，将不同疾病类型的发病机

制、症状表现、诊疗方式等作为基础，每个教学章

节都组织一个对应的思政主题，且每个知识点也都

需要对应合适的思政元素，在最大程度上将传染病



孙立平                                                          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 3 - 

学教学内容、思政元素、德育知识等进行有效融合，

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可以接受道德修养与职业道德

素养的有效培养，让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同时，

拥有对应的医德，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此外，

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当重视学生精神力量、树立远

大理想、爱国情怀方面的培养与引导，让学生了解

传染病防控的价值与意义、国家针对相关传染病患

者出台的优惠政策、中医在不同类型疾病预防控制

与治疗中的重要性、古今中外优秀医学前辈的辉煌

事件等，从而让学生可以正确了解传染病学对人类

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可以保持正确的态度

对待传染病学相关知识，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与医学前辈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的优质品

质，从而有效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通

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积淀，让学生在学习中不

断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责任感、爱国意识，充分体

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 
2.3 有效结合时事 
从进入人类社会开始，传染病就一直伴随人类

发展而发展，在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中，涌现了许

多辉煌事迹与伟大人物，这为临床医学传染病学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

在开展临床医学传染病学课程思政过程中，需要充

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论运用到其中，可以有效对学生逻辑思维与辩证思

维进行训练，让学生在掌握丰富理论实践知识的同

时，具备一定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学生跨学

科复合型发展[7]。此外，教师还应当及时结合时事，

这样才能让学生及时了解临床传染病最新发展情

况，让课程思政教学紧跟时事，提升教学时效性。

尤其是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在整个疫情防

疫与抗疫中，医护人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

实际行动向社会大众充分诠释了医者精神，比如钟

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张文宏教授以及许许多多

平民英雄的抗疫事迹等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精神进行了实践证明，教师

还可以搜集相关视频与文章等让学生切实了解到现

代医护人员具备的医者精神，有效整合学科优势资

源，将课程思政相关内容充分融入到临床医学传染

病学日常教学中，在最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树立坚定

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历

史使命感，将学生培养成可以满足全球化发展趋势

的、具备应对机遇与挑战能力的新时代大学生，为

我国临床传染病相关研究与防治工作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社会责任感、高素质的医学人才[8]。 
3 总结 
目前已经发现的传染病种类较多，且大部分还

未研制出相应的特效药物，需要重视并加强高校临

床传染病学人才培养工作，才能为传染病的防治与

研究提供优秀人才。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水平的同时，还需要强化学生

的课程思政教育，重视师资队伍的构建、深入分析

临床医学传染病学知识中的思政因素、紧跟时事开

展课程思政工作，构建较为完善、全面的传染病学

教学“思政课程”培养体系，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学

生专业知识水平、医学素养、职业道德水平，进而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推动学生的综合性

发展，同时促进学校医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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