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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目标下英语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柳华妮　 　 黄冈师范学院　 於银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安澜

　 　 摘　 要　 本文尝试建构了由五大维度、３３ 个要素构成的高中英语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概念

框架。 通过对三套高中英语新教材的语篇文本进行思政育人内容分析，初步验证了框架对描述教材

思政育人价值的适用性。 最后，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对相关要素融入高中英语教材的社会期待及高中

生群体对相关表现的自我评价，考察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实与社会期待间的匹配或差异情况，

并据此就未来教材编写中的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提出建议。
　 　 关键词　 立德树人　 课程思政　 英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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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育即教书、育人，但二者“不是两件事，是一件

事的不同方面。 在教学中，教师实际上通过‘教书’实
现‘育人’，为教好书需要先明白育什么样的人” （叶
澜， ２００２）。 张良（２０１８）回顾了四十年来我国基础教

育从学科价值走向育人价值的演进历程：改革开放初

期专注于学科知识和技能传授；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教育部

颁布了《基础教育改革课程纲要（试行）》，开始落实素

质教育理念；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的高

中新课标首次凝练出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 ２０１４ 年，上海在推进大中小学

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中首次提出“课程思政”的概念，
“逐步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 （高德毅、
宗爱东，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教育部印发《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推动以课程思

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这是全国性教育文件中首次使

用“课程思政”一词，标志着学科育人价值探索进入课

程思政育人的新阶段。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发挥融入式、
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

高中是学生思想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探索如何在各学科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育人要素具有

重要意义。 “教材建设是课程思政的逻辑起点和基础

建设内容”（杨冬玲、汪东萍， ２０２２），教材思政育人价

值融入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科育人的效果。 ２０１８ 年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立德树

人贯穿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领域，教材体系也

要围绕立德树人目标来设计。 ２０１７ 年版《普通高中英

语课程标准》提出，“教材的编写理念、设计思路应突

出英语学科的育人价值，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为此，高中英语

教材应融入哪些育人要素？ 现行教材在该方面的做法

如何？ 是否切合社会相关群体对其课程思政育人价值

的期待？ 对这些问题展开探究，有助于高中英语课程

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２　 文献综述

我国基础教育学科的育人价值问题最早由教育家

叶澜教授在其《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 （２００２）一文中

提出，是其面向 ２１ 世纪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标志性主

张。 叶澜（２０１８）阐述了学科育人价值的五大内涵，如
培养积极主动、健康发展的人生态度，个体人格的养成

与公民素养的自觉健全，基础学习力的养成和自主拓

展性学习需求与能力的培养等。 崔允漷、雷浩（２０１９）
回顾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７０ 年历程，自 ２００１
年至今育人为本的课程制度基本确立。 近二十年间，
不少学者就学科育人理念的内涵、逻辑演进和意义等

进行了阐述（如钟启泉、有宝华， ２００４； 张良， ２０１８；
成尚荣， ２０１９ 等），更多研究关注该理念指导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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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如数学、语文、道德与法制等）的教学实践探索，
但对英语学科关注不足。 梅德明（２０１８）论述了立足

学科育人观的高中英语课程目标，倡导教师开展指向

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习活动，实现学科育人。 杜锐

（２０１９）基于高中英语新课标梳理出包含“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个性品格、科学素质、公民意识、生态文明”
六大纬度构成的育人框架。

课程思政与学科育人理念一脉相承，相关研究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中国知网文献检

索显示，近五年发表的课程思政相关核心期刊论文有

１３４４ 篇，其中关于英语学科的仅 ６４ 篇，且均聚焦高等

教育各类英语课程。 涉及中小学课程思政的研究仅

２０ 项，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中小学课程思政内涵、
功能、逻辑依据、实现方式等理论探讨 （如汪瑞林，
２０２０）；二是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如许瑞

芳， ２０２２）；三是具体教学科目的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要旨、困境与对策等。 其中关于英语课程的研究仅一

项：王伟、肖龙海（２０２１）在论述内涵、分析困境的基础

上，从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三个方面阐明了中小学外

语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在分析教材使用的局限性时谈

到，“教师欠缺一定的方法增设有关课程思政的教学内

容……，缺乏融合课程思政理念的教材开发能力。”
具体到英语教材中的学科育人 ／思政育人价值融入

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李小青（２００５）举例说明了人教社

版高中英语教材对竞争意识、团队精神、劳动意识和环

保意识培养的关注；王鸣妹（２０１４）以人教版九年级英语

为例，分析了教材中爱国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品质、文
明行为、遵纪守法和心理健康等思政育人内容。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７）采用社会符号学方法，提出了 ＥＦＬ 教材中的德

育表征框架，并以我国香港地区的一套中小学教材为

例，从能力、意志、个人礼仪、社交礼节四个维度统计分

析了不同育人要素在各年级教材中的融入情况。
综上所述，虽然学科育人及课程思政在学界备受

关注，但对中小学英语学科研究不多，特别是对英语教

材的思政育人应包含哪些具体要素、依据 ２０１７ 版新课

标编写的新教材融入思政育人要素的现状如何、相关

做法是否符合现实需求等问题尚无充分研究。 本文将

基于相关文献和教材内容分析，尝试构建高中英语思

政育人价值要素概念框架，并就相关群体期待展开调

查，分析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状与社会期待间的

吻合情况，以期对未来教材编写中的相关内容设计提

供参考。

３　 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理论探索

３． １　 概念框架的提出

首先，从高中英语新课标、习主席系列讲话、相关

教育政策文件等文献中梳理出有英语学科思政育人的

相关内容，得到一系列育人要素（见表 １）。

表 １　 中小学生英语思政育人相关文件内容

内容来源 育人要素

普通高中英语课

程标准 （ ２０１７ 年

版）

人文鉴赏、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文明有礼、创新

精神、勇于担当、自尊自信、乐学善行、珍爱生

命、乐观积极、无私奉献、生态意识、爱护环境、

探索精神、防灾意识

习主席讲话❶

热爱祖国、勤学上进、追求卓越、强健体魄、健康

身心、乐观向上、乐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

习、不畏艰难、顽强奋进、心灵纯洁、人格健全、

品德高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知恩图报、崇尚

科学、实践精神、追求真理、理想远大、信念坚

定、担当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２００４）

自尊自爱、注重仪表（举止文明、注意安全、防范

灾害）❷；诚实守信、礼貌待人（平等待人、与人

为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规守纪、勤奋学

习（不怕挫折、心理健康）；勤劳俭朴、孝敬父

母；严于律己、遵守公德（见义勇为）

《中小学生守则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爱党爱国爱人民、好学多问肯钻研、勤劳笃行乐

奉献、明礼守法讲美德、孝亲尊师善待人、诚实

守信有担当、自强自律健身心、珍爱生命保安

全、勤俭节约护家园

　 　 其次，对上表内容做如下处理： （１）略去与高中生

关系不密切的内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仅保留

对公民个人层面的要求；又如“注重仪表”主要针对低

龄学生。 （２）为行文通顺，将所有表达统一为四字格，
如将“诚信”“友善” “团结同学”改为“诚实守信” “团
结友爱”。 （３）舍弃涵义宽泛且已用多个具体要素代

替的表达，如“心理健康”“讲美德”等；（４）合并 ／取舍

涵义相近的表达，如“文明有礼” “礼貌待人” “明礼守

❶

❷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２０１６⁃９⁃９）、习近平出

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２０１８⁃９⁃１０）、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９⁃４⁃３０）、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２０２１⁃４⁃１９）等。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共有 ４０ 条，分为五大方面（均以两个

四字格词语表述，如“一、自尊自爱、注重仪表”），每个方面包含若干具

体规范。 因部分规范未完全隐含在大标题中，故在括号中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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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遵规守纪”合并为“文明礼貌”和“遵纪守法”；
舍弃“自尊自爱”，保留“自尊自信”。 （５）将包含两种

及以上不同意思的表达进行拆分，如“乐学善行”改为

“乐学善学”❶“乐善好施”。 （６）增补少量在所选教材

中多次出现的要素，如“开放包容”“理性思辨”。 （７）
参照新课标及 Ｆｅｎｇ（２０１７）、杜锐（２０１９）等研究，将得

到的 ３３ 个要素按照“个性观念” “行为习惯” “个人发

展”“人际交往”“社会公民”五个维度进行归类（见表

２），其中前三个维度聚焦学生静态的观念习惯及动态

的个人发展；后两个维度分别关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

以及作为社会公民应具有的价值观念。

表 ２　 高中英语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概念框架

维度 育人要素

个性观念
珍爱生命、自尊自信、乐观向上、严于律己、勇于担当、开

放包容、平等观念

行为习惯 强身健体、热爱劳动、勤俭节约、安全意识、文明礼貌

个人发展
乐学善学、崇尚科学、理性思辨、人文精神、探索精神、理

想远大、实践创新

人际交往
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孝亲敬长、团结友爱、知恩图报、乐

善好施、利他主义

社会公民
遵纪守法、敬业为公、爱护环境、生态意识、公益精神、文

化自信、家国情怀

３． ２　 基于教材内容分析的概念框架检验

结合以上概念框架，笔者对依据新课标编写的三

套高中英语教材（共 １７ 册）进行了语篇文本内容分

析，统计了五大维度、３３ 项思政育人要素在各教材中

出现的频次。 统计结果显示，三套教材中出现的思政

育人要素总频次分别为 １６３、１８４、１４８。 从五大维度上

的分布来看，各维度频次占其所在教材思政育人要素

总频次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个人发展” ＞ “个性观

念” ＞ “社会公民” ＞ “人际交往” ＞ “行为习惯”。 如

图 １ 中的雷达图所示，占比最小的“行为习惯”维度在

最内圈（数值分别为 ２％ 、５％和 ３％ ），占比最高的“个
人发展” 维度在最外圈 （数值分别为 ４０％ 、４２％ 、
４５％ ），代表三组教材五大维度数据的五个三角形没

有产生交叉，而是层层嵌套，接近平行。 可见，三套教

材中育人要素的维度分布呈现一致规律。 此外，三套

教材分别涵盖了 ３３ 个要素中的 ２６、２９ 和 ２８ 个，占比

７９％ 、８８％ 、８５％ 。 数据结果表明，前文提出的概念框

架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对高中英语教材思政育人价值

的分析；同时也表明，新教材在思政育人方面的设计较

为完善，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图 １　 三套教材五大维度上的思政育人要素占比

具体来看，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人文精神（出现 ５８
次），体现为文化习俗、艺术鉴赏、文化遗产保护、人生思

考等，对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影

响。 其次受到重视的还有探索精神（４７ 次）、乐观向上

（４３ 次）、实践创新（３５ 次）、开放包容（３２ 次）、理性思辨

（３０ 次）、敬业为公（３０ 次）等，相关价值引领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开拓创新与奉献精神，使之成长成才，为社会

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出现最少的有文明礼貌、热爱劳

动、诚实守信、知恩图报、乐善好施和遵纪守法。
横行对比来看，三套教材既有共性也有特色。 一方

面，教材都充分关注英语学科的思政育人价值，覆盖了

概念框架中的多数要素，且对五大维度价值要素的布局

呈现一致性。 此外，三套教材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１０ 个

要素中，有 ７ 个共同要素，按频次由高到低依次是：人文

精神、探索精神、乐观向上、开放包容、理性思辨、敬业为

公、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存在一些差异，除整体最受重

视的人文精神外，Ａ 教材融入敬业为公、开放包容的频

次超过其他教材的两倍，但对另两套教材中均在前 １０
之列的实践创新和爱护环境未置于同等地位。 Ｂ 教材

融入最多的是探索创新，注重自然探索和环境保护，相
较于其他教材也最注重行为习惯维度。 Ｃ 教材除人文

精神、探索精神、乐观向上等共同重点之外，相比其他教

材更重视对学生乐学善学、孝亲敬长方面的引领。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梳理提出的概念框架与教材中

的思政育人价值融入形成初步的相互验证，不同教材做

法整体相近，局部有差异。 然而，教材所反映的现状是

否符合课程教师、学生、家长等群体对英语课程思政育

人的期待？ 高中生群体对思政育人各方面的自我表现

❶ 其中的“善学”来自习主席讲话中的“善于学习”（参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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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如何？ 关于这些问题的调查结果对教材的思政育

人内容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４　 教材思政育人价值期待问卷调查

４． １　 调查工具与实施

为了解相关群体对概念框架中思政育人要素重要

性的认识，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请被调查者（包括课

程教师、学生家长和大学生）对高中英语教材中融入

相关要素的必要性打分，分值为 １ 至 １０，１ 表示“完全

没必要”，１０ 表示“非常有必要”。 教师和家长在多年

的教学和陪伴中形成了对学生的了解，对学科教材如

何引领青少年全面发展有所见解。 大学生群体结合自

身的高中学习经历，针对高中阶段应着重突出哪些方

面的思政育人也会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 针对高中生

群体，请他们对自己和同龄人在各方面的行为表现进

行打分，分值也为 １ 至 １０，分数越高代表表现越好。
笔者通过网络平台及线下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 ６３１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４３５ 份，包括教师问卷 ６８ 份，家长问

卷 １２８ 份，大学生问卷 １１１ 份，高中生问卷 １２８ 份。 数

据检验显示，四组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９５，表明问卷信度较高。 ＫＭＯ 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

验显示，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７３，Ｐ 值为 ０． ０００，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提取 ５ 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７６． ２０７％，表
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４． ２　 调查数据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３０７ 名受访者（高中生除外）对 ３３
个要素评价的均值为 ７． ９ 分，表明其对于高中英语教

材中适当融入这些思政育人要素持肯定态度。 从五大

维度上各群体的评分均值来看（参见图 ２），教师、大学

生与家长三个群体一致认为最重要的价值维度是“个
性观念”，对“个人发展”维度的期望最低，这与教材中

最注重“个人发展”维度的做法形成对比。 其次受到

家长重视的是“人际交往”和“行为习惯”维度，教师和

大学生群体则更注重“人际交往”和“社会公民”，可见

前者关注的是“小我”及其人际交互，后者则关注对学

生的公民素质教育。 高中生群体在“个性观念”和“社
会公民”两维度的自我评价最好（分别为 ８． １９ 和 ８． ０１
分），而对“行为习惯”的自我评价最低（７． ２２ 分），与
教材中融入“行为习惯”维度最少形成对比。

从三群体受访者的打分均值来看，得分最高的是珍

爱生命和尊重他人（８． ４）以及自尊自信、乐观向上和爱

护环境（８． ３），得分最低的是利他主义、实践创新、乐学

图 ２　 对高中英语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五大维度的重要性评价

善学、探索精神、崇尚科学（７． ０～７． ４）。 高中生自评表

现最好的方面是珍爱生命（９． ０），其次是遵纪守法、文化

自信、孝亲敬长、乐观向上（８． ３～８． ８），表现最不好的

方面是实践创新（６． ４），其次是理想远大、强身健体、探
索精神、勤俭节约和知恩图报（６． ７～７． ０）。

数据显示，家长对教材中融入思政育人要素的必要

性认可度最高，其次是教师，最后是大学生。 根据 ＡＮＯ⁃
ＶＡ 方差分析，除人文精神外，其余各要素评分均存在显

著的组间差异。 事后检验可见，除乐学善学要素的家长

评分略低于教师评分，家长对其余 ３２ 要素的评分均高

于其他两群体，且绝大多数（２８ ／ ３２）差异显著。 大学生

对绝大多数（２９ ／ ３３）要素的评分都低于教师评分（其中

强身健体、热爱劳动、乐学善学、乐善好施、利他主义、敬
业为公、公益精神、家国情怀等 ８ 要素上差异显著），仅
在严于律己、平等观念、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４ 要素上的

评分略高于教师评分，但差异不显著。
可见，尽管数据存在部分组间差异，但三群体对大

多数要素的评分存在一致规律，即：家长评分 ＞教师评

分 ＞大学生评分，对三组数据取均值可代表受访者对

要素重要性的整体评价。 以下结合教材文本数据与问

卷调查结果考察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状与受访群体所

代表的社会期待的匹配或差异情况。

５　 结果与讨论

５． １　 数据对比

结合前期数据，可考察相关群体对高中英语教材

思政要素价值融入的“期待”与现行教材中所反映出

的思政育人“现实”状况之间的匹配情况。 为了更直

观地呈现两组数据间的关系，笔者首先将各要素在三

套教材中出现的频次值转换为 １ 至 ５ 区间，数值越大

代表在教材中被重视的程度越高，然后借鉴 Ｍａｒｔｉｌｌａ ＆
Ｊａｍｅｓ（１９７７）所提出的 ＩＰＡ 分析模型，以教材育人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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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数据为横轴 （即 “现实值”） 绘制象限图 （参见

图 ３、图 ４），以问卷调查所得各要素重要性评分数据

为纵轴（即“期待值”）。 第一、二、三、四象限分别代表

优势区、改进区、低优先级区和供给过度区。 优势区对

应高期待、高现实，表示受访者认为重要的育人要素在

教材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相关做法可继续保持。 改

进区对应高期待、低现实，即受访者认为重要的育人要

素在教材中被忽视，应加以改进。 低优先级区对应低

期待、低现实，表示受访者认为不甚重要的要素在教材

中也恰好体现不多；供给过度区对应低期待、高现实，

即受访者认为不甚重要的要素在教材中被过度重视，
可适当削减相关内容。

图 ３ 为三套教材各自的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状与

社会期待的对比，涉及总计 ９９ 个要素的数据（部分要

素因数值相同而互相覆盖），反映了三套教材在思政

育人方面的异同，因非本文论述重点，在此不予赘述。
将三套教材视为一个整体，以其各要素频次均值代表

现行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状，与社会期待进行对

比得到图 ４。 现结合图中数据及高中生群体的自我评

价情况对数据所反映的信息加以讨论。

图 ３　 三套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实与社会期待对比

图 ４　 高中英语教材思政育人价值融入现实与期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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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研究发现与讨论

基于教材内容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
本文有以下几点发现。

（１） 高中英语新教材注重全面思政育人

数据显示：所调研的三套高中英语新教材均涵盖

了思政育人框架中的大多数（７９％ 、８８％和 ８５％ ）育人

要素，五大维度上的要素频次占比从高到低排序一致，
均为“个人发展” ＞ “个性观念” ＞ “社会公民” ＞ “人
际交往” ＞ “行为习惯”。 从具体要素来看，分别有 １２
项和 ５ 项落在象限图的第一、三区间（即优势区和低

优先级区），表明教材融入这些育人要素的相关做法

符合社会期待。 例如❶：“个性观念” 维度的珍爱生

命［１］、乐观向上［３］、严于律己［４］、勇于担当［５］、开放包

容［６］，“个人发展”维度的人文精神［１６］，“人际交往”维
度的尊重他人［２１］、团结友爱［２３］ 以及“社会公民”维度

的爱护环境［２９］、生态意识［３０］、文化自信［３２］、家国情

怀［３３］等被调查者认为重要的育人要素在教材中均得

到充分体现，教材在这些方面的思政育人经验可在未

来英语教材编写中加以传承。
（２） 教材的思政育人关照与社会期待不符

教材中体现最多的思政育人维度是“个人发展”，
但调查显示该维度的社会期待值最低。 高中生群体在

“行为习惯”维度的自我评价最低，但教材中对该维度

的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最少。 从具体要素来看，分别有

１０ 项和 ６ 项要素落在象限图中的“改进区”和“供给过

度区”。 一方面，部分社会期待值较高的要素在教材

中未得到足够关注，如 “人际交往” 维度的诚实守

信［２０］、孝亲敬长［２２］、知恩图报［２４］、乐善好施［２５］ 等，以
及“行为习惯”维度的强身健体［８］、安全意识［１１］ 等。
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期待值较低的要素在教材中被过

度关注，主要集中在“个人发展”维度（人文精神和理

想远大之外的 ５ 个要素），另有“社会公民”维度的敬

业为公［２８］。 对于“改进区”的各要素未来应给予更多

关注，对于“供给过度区”的各要素可经过充分探讨论

证后酌情予以削减。
（３） 思政育人他者视角与学生自我认知存在差异

调查发现，教师、家长、大学生等群体对各思政育

人要素融入高中英语教材的必要性评价与高中生群体

的自我认知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即在一些“他者”认为

十分有必要融入教材的思政育人方面，高中生群体自

我评价表现很好，意味着不需过多的教育引领；或者反

之，自我评价表现较差、有待加强的方面，在他人看来

融入教材的必要性不高。 例如，他者视角下，珍爱生命

是最为重要的育人要素，而这恰好是高中生做得最好

的方面；类似的还有乐观向上、自尊自信、诚实守信、平
等观念。 又如：高中生自我评价表现最差的方面是实

践创新，他者视角下该要素融入教材的必要性排在倒

数第二位（仅高于利他主义）；类似的还有理想远大、
探索精神、勤俭节约。

整体而言，他者视角下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以及

乐观向上的生命状态，不必施加舍己利他这样的道德

标准或执着于知识学习、探索创新等外在目标，以及勤

俭节约这样的“吃苦”式教育。 与之相反，高中生认为

自己在他者所重视的方面（尤其是个性观念）表现良

好，同时意识到自身在实践创新、树立理想、探索真知

以及勤俭节约等方面的不足，反思行为习惯，追求个人

发展。 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综合考虑多方观念，更好

地对学生进行思政引领，有待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４） 应注重对学生的行为引导、感恩教育和理想

教育

尽管不同群体对某些思政育人要素存在一些相悖

的观念，但多方数据对有待改进之处也呈现出一些共

同指向。 比如：强身健体［８］、安全意识［１１］ 和文明礼

貌［１２］等行为习惯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知恩图报［２４］ 均落

在象限图中的改进区（即高期待、低现实），高中生对

这些方面的自我评价也偏低，因此有必要对其加强相

应的行为引导和感恩教育。 其次，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但高中生在此方面自评不佳。 在社会

物资丰富的年代，年轻人尤其容易陷入消费主义、物质

主义的陷阱，加强勤俭美德教育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

展。 再次，高中生在理想远大要素上的自我评价为

６. ７ 分（排在倒数第二位）。 父母师长也许出于关爱而

对理想教育期待不高，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引
导青年人树立远大理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教材的

思政育人也应注重理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想信念。

６　 结语

基础教育学科育人价值问题自世纪之交开始受到

学界关注，近年来在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中

过渡到课程思政育人的新阶段，各学科课程共同担负

❶ 后文各要素的上标序号（如：［１］ 、［２］ ……等）即为图 ３、图 ４ 中

各要素的数字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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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本文聚焦高中英语教材中的

思政育人价值融入问题，基于文献、政策文件及习主席

系列讲话中的思政育人相关表述梳理出由五大维度、
３３ 个具体要素构成的高中英语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概

念框架。 基于该框架的教材内容分析显示，现行新教

材注重全面思政育人，有望较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相关社会群体对各育人要素融入

高中英语教材的必要性呈肯定态度，但对五大维度和

具体要素重要性的评价与现行教材做法及高中生群体

的自我认知存在差异。 未来教材编写中应统筹兼顾多

方观念，经过充分询证调查和专家讨论后，对社会期待

值较高但被忽视的育人要素加以重点关注，对社会期

待值低但被“过度供给”的育人要素加以适当削减。
特别是对社会期待较高、现行教材关注不足且高中生

自我评价表现不佳的方面应重点关注，如行为习惯、感
恩教育和理想教育。

本文将思政育人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针对高

中英语教材中的思政育人价值融入提出了可操作性

的概念框架，并结合教材文本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

的对比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对未来高中英语

教材编写中的思政育人设计提供参考。 本研究不足

之处在于：人工分析教材语料受到研究精力的限制

以及主观因素影响，未来研究可尝试采用语料库技

术，基于更大语料规模进行更为科学的统计分析。
此外，本文仅关注了思政育人要素的融入频次，未就

思政育人价值的表征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如使用显

性或隐喻的表达方式，参见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７），未来可就

此进行更多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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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 ２００５（６）．
［ ８ ］ 　 梅德明． 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

力的时代新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

版）》的学科育人观及实现路径［ Ｊ］． 人民教育， ２０１８
（１１）．

［ ９ ］　 汪瑞林． 中小学“课程思政”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 Ｊ］．
课程·教材·教法， ２０２０（１１）．

［１０］　 王鸣妹． 新课标九年级英语教材渗透德育的策略［Ｊ］． 教
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１４）．

［１１］　 王伟，肖龙海． 中小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与路径

［Ｊ］． 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１（２９）．
［１２］　 许瑞芳． 新时代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内涵、难点

及进路［ 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３）．

［１３］　 杨冬玲，汪东萍． 外语教材思政建设研究：文化分析内

容、方法与理论视角［Ｊ］． 外语电化教学， ２０２２（３）．
［１４］　 叶澜． 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Ｊ］．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２（５）．
［１５］　 叶澜． 探教育之所“是”，创学校全面育人新生活———新

时期“新基础教育”研究再出发［ Ｊ］． 人民教育， ２０１８
（Ｚ２）．

［１６］　 张良． 从学科价值走向育人价值———改革开放 ４０ 年基

础教育改革知识价值论的演进与融生［ Ｊ］． 课程·教

材·教法， ２０１８（１２）．
［１７］　 钟启泉，有宝华． 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

识”的教育思潮》 读后感 ［ Ｊ］． 全球教育展望， ２００４
（１０）．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美 ＥＦＬ 和 ＣＦＬ 教材意识形态导入对比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８ＹＪＣ７４００５６）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外语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价值取向引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Ｃ０２２２６７）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
通讯地址： ２０００８３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柳、陈）

４３８０００ 湖北省黄冈市 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於）



ＴＥＦＬＥ · Ｎｏ． ５， ２０２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２０７）

　 １０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ｔｏ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ｉ１， ＹＵ Ｙｉｎｍｅｉ２ ＆ ＣＨＥＮ Ａｎｌａ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８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 ＩＰＥＣ）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ＰＥＣ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３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ｔｓ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ｅ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ｍｏｓｔ （７９％ ， ８８％ ａｎｄ ８５％ ）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ｓｈｏｗｓ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 ｉｎ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 ＞ “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ｐａｙ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ＰＥＣ ａｎｄ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２８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１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６８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１２８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ｎ
ＩＰＡ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ｎｆｕｓ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ｅｓ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ｒｅａ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 ｅ. ｇ.，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ｓ，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ｅｔｃ. ） .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ａｒ ｈｉ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ｏｏｒｌｙ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ＰＥ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Ｆ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