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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对外汉语线上文化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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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线上教学是疫情状态下维持教学平稳运行的主要选择，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探索和创新思政课的线

上教学思路，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保证教学进度，增强留学生在后疫情时代通过中国文化课程学习思政

课程的效果。文章以后疫情时代思政元素融入中华文化课程现状为例，探究学生学习思政课程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发展中华文化相关课程思政的新路径，为后疫情时代留学生线上课程思政的教学

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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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根植于民族文化当中，语言不能离开文化土壤，文化背景知识是语言教学的重

要内容。当前，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形势纷繁多变，日益复杂。[1]国际中

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对学生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做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

化沟通，力求在思想上促进各国文化的认同。思政课程的教学应在国际汉语教育领域受到重

视，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和教学要求，服务于国际学生的中文学习。利用好线上教育平

台，搭建出远程优质的教育系统，让汉语在疫情背景下仍然能顺利地传播。同时，把思政元

素更好的和中华文化课程对接提上日程，在思想领域内让学生吸收中文课程的精华部分。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 

党的二十大让我们能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跃升，逐渐作为全球外交的中流砥

柱而存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对话强度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据统计，我国近五年来的留学生

人数从 2018 年的 49 万人到 2022 年 57 万我国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国地位已经巩固。从 2020

年新冠疫情产生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深受疫情的不良影响。[2]虽然采取了

线上教学的模式，但仍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教材使用等方面都表现出和以往教学不同的

问题。学生在线上学习缺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和感受，并且学生的情感因素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在疫情背景下，中文教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线上教育需要 

（一）学生学习问题 

1.不能适应全新的学习方式。网络学习的方式发展周期短教学实践较少，教师缺乏对网

络环境的监控，需要学生发挥自我监督作用。以往线下学习时，老师能随时观察学生的表现

获得反馈，但是线上学习的首要困难就是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上课发言需要用键盘打字，不

能直接让老师注意到。受到打字速度低的影响，学生不能同时完成问题输入和听课两项任务。

其次，线上教学对网络速度要求比较高，网络不能过于的延迟卡顿。在进行直播教学时，老

师和学生的网络出现卡顿，学生会听不清老师的语音，看不到上课的视频，无形当中会消磨

学生学习的耐心。线上教学需要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和全面覆盖，满足无网络或信号弱地区学

生的学习需要；线上学习如果无法帮助学生适应网络环境，学习容易半途而废。 

2.学生的学习状态欠佳。目前，疫情形势时常反复，中文教学会根据疫情形势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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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环境会随着防疫措施而发生改变。学习环境指的是学生稳定学习长期所处的环

境，一般可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课堂环境和社会环境，疫情形势的不

确定，学生外部学习环境就很难保持稳定；内部环境通常指学生的心理状态，良好的心理状

态有利于学生专注学习、热爱学习，稳定学生情绪，陶冶学生情操。因此，学校要重视学生

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的内部学习环境保持稳定。在疫情传播期间，学生面临着陌生的留学环

境，异国活动的危险系数增加，并且由于新闻媒体对疫情的集中报道，从而导致对留学国家

防疫安全系数的怀疑。内部学习环境和学生的内驱力相关，[3]那么就可以通过中华文化当

中的思政课程因素提升学生的内驱力，使得学生的心理更加稳固，提高对我国防疫措施的信

心，减少对未来留学生活的恐慌心理。 

3.学习效率易受环境影响，线上教育作为当今互连网相关产业的热门发展项目，国内的

各大互连网公司都推出了相关的 APP，例如阿里巴巴公司推出的钉钉、腾讯公司推出的腾讯

会议以及学堂在线公司推出的雨课堂等，都是国内高校采用的主要教学 APP。在进行课前预

习、课上实践、完成课后习题等过程中，，学生需提前掌握多种线上课程软件的操作流程。

如果不能成功应用网络学习软件，会让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学习效率降低。 

（二）教材改革问题 

 目前，国际汉语教学主要采用的教材为《新实用汉语课本》、《博雅》和《汉语教程》

等传统汉语教材和《体验汉语》、《快乐汉语》和《跟我学汉语》等；教材根据用途可以分为：

语言类和文化类；为了满足学生学汉语的特殊需要，例如职业需求，还有《商务汉语》、《医

学汉语》等教材；根据学生已经学习中文的程度，教材还被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等

难度，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准进行编写，[4]这些教材结合 HSK 等级考试。教材的教学顺序一

般遵循由易到难，螺旋式深化的过程，让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有迹可循。但是思政相关元

素在教材中的设置通常呈现出是碎片化，不成体系的状态。 

3教师教学问题  

文化教学的问题通常为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学生的情感体验对文化教学的意义十分重

要。[5]由于中华文化课程，涉及的部分内容历史相对久远，所以很难与当代思政元素衔接。

因此，想要在思政元素融入中华文化教学的课程取得理想效果，教学的主旨把“活”当作基

础，把“动”作为特征，旨在倡导研究性学习方式。把古代文化内容和当代思政元素有机结

合，将中华文化的新精神带向世界。由于教学内容的限制，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缺少教学

发挥和创新的空间；目前，在对外汉语课程中融入思政因素，并没有相关标准的限制，教师

对思政因素的理解不同，在课本的理解、备课和讲解上都存在着偏差，不能精准定位学生的

认知能力，对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时，也未能熟知留学生所在国家的文化、生活

习惯和宗教习俗，继而照搬国内学生的课程思政教育，导致教材中的思政因素无法被有效地

利用在汉语教学当中，因此，在讲解方面，思政元素融入中华文化课程的现状并不乐观。 

二  把课程因素融入国际汉语文化课程的意义 

（一）帮助学生理解我国核心价值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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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习近平主席把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6]《论语》作为中华文化推广必不可少

的典籍，能作为思政教学的依据加入课堂学习中，学生能够感受我国古代人民高尚的精神追

求，勤奋的求学精神，让典籍变身为留学生汉语课堂的重要精神支撑。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中巧妙融入思政因素，挖掘其中优秀的价值理念，帮助学生认知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不

仅能增强对外汉语教学的吸引力与亲和力，还能在更深层次上引起留学生的心灵共鸣。 

（二）助力高校思政课与时俱进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开展的思政课程，不能照搬传统的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思政课堂。

[7]传统的思政课程“重理论，轻实践”，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法也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

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在对外汉语文化课堂中开展的思政课，要将展示当代思政元素放

在突出地位，把握好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制精神等元素，帮助留学生利用传统文化课资源，

接受我国传统文化丰厚的感染，中华文化和思政课结合也突出了对外汉语课程与时俱进这一

特点。课堂教授的时候，教师可以多运用生活化的语言，采取口语化的方式，帮助学生把课

堂内容入耳、入脑、入心，把课程讲深讲透讲活，[8]让中华文化课程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转变，强调学生在课堂当中的主体地位，反映留学生的实际生活，让中华文化和学生能够产

生心灵的碰撞。 

（三）促进留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对外汉语文化课中融入思政元素，可以利用具有深厚底蕴的故事作为思政课的讲解素

材，增强留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对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对学习我国文化

产生自豪感，培养他们对于汉字文化的热爱，帮助留学生除了在汉语学习方面取得进步，也

可以帮助他们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为我国培养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人才

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使者。 

三、线上中华文化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策略 

（一）利用互连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直观理解 

在课堂上，要善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互动方式，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思政元素不仅

可以直接当作教学材料，并且可以当作课堂教学的拓展材料供学生阅读。进行线上教学，可

以利用电子设备本身的优势，同步发挥视频和音频设备的作用，选取优秀的思政课程材料，

进行课堂展播，让学生通过课堂吸取思政元素，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例如，电影《雷锋》作

为视听语言被多次加入优秀思政课堂当中，学生聆听主人公雷锋从稚嫩少年成长为伟大人民

解放军的故事，能够感受中国人民无私奉献的文化内涵，品味出雷锋不为名利、不计较个人

得失的伟大人格。根据以往我国思政课的相关实践，多媒体导入的方式更加受到学生欢迎，

可以将此成功的实践应用于留学生教育中。多媒体导入的方法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 

（二）拓展课堂环境，增加汉语课堂实践机会 

课堂教学活动以“活动”的方式向学生传递新知识的同时，复习、巩固学过的语言内容。

在固定的环境中，教师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活跃学生思维，触发求知欲，从而达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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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用汉语”的目的。除此之外，课堂活动能减轻语言学习产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学生的

汉语听说能力。第二课堂活动加入思政课程的多种元素之后，也更加丰富多彩，除了传递知

识层面的内容，也能在实践中加深学生的印象。[9]例如，在课堂当中，进行跨文化对比，

留学生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但在接受中国的社会规范和教育观念的洗礼之后，能

够提高对我国文化的认知度，感受我国优秀文化之美。政治文化体系是一种“同为信宿、同

为信源”双向信息交流和情感互动过程，文化深层变迁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建没。 

（三）根据互连网教学特点，改进教学方式  

学生是课堂应是主动参与者，中华文化的学习者，而不是课本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课堂

教学方式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单纯的讲授不能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需要增加课堂上的有

效互动。教师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时，教学方法一般不单独使用，综合使用的效果通常更佳。

多采取以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增加师生和生生之间的有效交流。比如讲授奋斗精神时，可以

在导入环节询问学生是否了解中国古代的奋斗故事。教师引导学生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在小

组内部进行讨论，使课堂氛围变得活跃，热烈的课堂氛围更能感染学生，教师在学生讨论时

要观察学生的表现是否积极，检验学生对于“奋斗”故事的了解程度，在讨论结束之后，教

师再对学生进行提问；此时，学生已经使用相关词汇进行过讨论，所以回答的效果会相对较

好。其次，教师可以采取案例讲解的方法，讲解事实案例提升课程理论的说服力，例如，讲

解鲁班学艺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创新精神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兴国的案例，

让学生明白奋斗对于我国发展的重大意义；讲授陆游的诗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内涵，让

学生了解我国古人的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随后讲述新时期后植爱国主义情怀的意

义。总结与中华文化课程的思政元素，用新角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团体教学法的

作用不能被老师忽视，团队合作要建立在学生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在课程

学习方面进行合作，团队合作学习能够增加自然习得的机会，促进学生的共同进步。教师要

具备团队分工的能力，每个小组的成员要平均配置能力，根据特长和兴趣分配，让学生协作

完成查阅书籍、收集资料、PPT制作和课堂展示的任务。小组合作能增强学习时的责任感，

合作的表现也能作为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 

（四）把握学科特点，关注学生心理状态                                                                                                                                                                                                                                                                                                                                               

作为综合类型的学科，国际汉语教学要重视心理学的影响，心理状态一直是学科研究的

重点。一般来讲，文化适应阶段主要分为：蜜月期、挫折期、恢复期和适应期。学生在挫折

期的学习状态一般不佳，此时的学生对异国文化新鲜感已经退去，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

的差异和思乡情绪的累积等因素，他们会产生一种悲观消极失望的心理状态。留学生作为个

体迁移到新的生活环境当中，为了能顺利的工作与学习，他们需要重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

文化背景的缺失让学生很难自然习得语言，思政元素融入文化课程可以增加学生自然习得的

机会。思政课程反应了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基本要求，中国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就接触类似

于《道德与法治》等课程，大学阶段学习《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近代史纲要》和《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思政课程作为必修课贯穿于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接触思

政课程，能够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增加自然习得的机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理解我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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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核心和文化背景。学校需要关注学生“压力—适应—成长”这一动态变化，帮助学生尽快

适应中国高校的生活环境。通过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增加课程内容应用环节，缓解学生在学

习或生活中产生的压力。 

四 结语 

跨文化交际开展的重要前提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各国人民相互交往、互通有无的渠

道，在中华文化课堂中，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优秀的思政元素，在思想上提高学生对

我国文化产生认同感，激发他们习得汉语的积极性。关于思政元素融入文化课的课题，在开

发中华文化课和思政课程结合的新领域，教学模式、教材改革和学生心理等方面都有待继续

研究。随着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继续深化发展，思政元素融入汉语教学是值得深究的研究方

向，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适应我国思想领域主流的变化，助力汉语教学的顺利展开，为中

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融、精神互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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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Online Cultural Curriculum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ang Me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Province, 450001) 

 

Abstract：Online teaching is the main choice to maint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eaching under the 

state of epidemic situation. Actively using the Internet platform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online 

teaching ide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urses, ensure 

the teaching progress,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foreign students lear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rough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is paper tak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ra of epidemic situation as an example, probes in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tudents'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probes into the new path of develop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f relevant courses of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onli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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