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传播：
服饰教育

01

国家一流课程“纺织材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教
学改革及实践
李建强，蔡光明，柯贵珍，唐晓宁，徐卫林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200）
摘 要：[研究意义]在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创新性人才培养对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需在融合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础上，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研究方法]文章围绕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针对“纺织材料学”培养目标要求及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挖掘德育目标蕴含点的基础上开展了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认为整合教学内容，重构教学体系，优化教学理念，融入课程思政，丰富
教学方式，引入考评反馈机制，
有助于德才兼备型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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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Course Textile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LI Jianqiang, CAI Guangming, KE Guizhen, TANG Xiaoning, XU Weilin
（School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2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build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which meets the new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Construc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are carried out in view of the training objec⁃
tives and the spec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Textile Materia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
tent,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ystem,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philosophy,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
rich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roduction of evalu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ar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ies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Key words: Textile Materials cours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
ing reform

“纺织材料学”是纺织类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
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校（武
汉纺织大学）的“纺织材料学”课程于 2005 年被评

设，2016 年获批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018

年，课程教研组获批湖北省名师工作室建设。2019
年，
“纺织材料学”课程获批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为首批湖北省优质课程、湖北省精品课程，2009 年

课程。
“纺织材料学”课程是具有武汉纺织大学办学

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10 年，
“纺织材料与加

特色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在纺织服装教育领域

工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2013 年“纺

内具有标杆作用。经过多年建设，课程教研组已形

织材料学”课程获批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成了一支长江学者、湖北名师等领衔，青年博士为

[1]

骨干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课程内容、教学理念、教学
方法、考评反馈机制等日臻完善，通过课程思政的
融入，彰显了课程特色，形成了一套创新且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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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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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构架。

1 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
1.1 国家一流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本科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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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19 年 10 月，教育部正式
出台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2]。
《实施意见》指出：深化高等教
育改革，必须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具体的课程建
设上，同时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挖掘
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纺织材料学”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纺织材料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理论性
较强，且与生产实践关系紧密。我校“纺织材料学”
课程共计 72 学时，4.5 学分，采用于伟东教授主编的

《纺织材料学》
（第 2 版）[7] 教材，是“十三五”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部委级规划教材暨纺织科学与工程一
流学科建设教材。根据课程组多年的教学经验，梳

本文以《实施意见》为指导，对照国家一流本科

理出本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如下：

课程建设的具体要求，从课程内容、教学理念、教学

（1）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不足。纺织专业是

方法、考评反馈机制等方面，梳理了课程教学改革

我校的优势特色专业，但限于传统冷门工科专业的

的措施，以及课程思政在“纺织材料学”一流课程建

错误认知，学生对纺织专业的学科内涵了解较少，

设中的融入方式及其实践效果。

或认识不够全面，把纺织专业等同于纺纱织布制

1.2 “纺织材料学”
课程目标与要求

衣，部分生源从其它专业志愿调剂而来，本身对纺

“纺织材料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维的分

织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就较低。

类、结构、性能以及结构与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纱

（2）学生的知识背景复杂多样。纺织材料学是

线分类、特征、加工方式、基本参数和力学性能，织

一门以纤维、纱线及织物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化的材

物分类、特征、各项性能指标及影响因素等。本课

料科学，涉及到很多物理和化学知识，以及高分子

程融合了数理化等基础知识，知识点多而散，与高

材料学科相关的知识点，要求学生拥有一定的理化

分子材料及机械加工等学科关系紧密，具有学科交

基础。但是，录取的学生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物理

叉融合的特点。课程涉及的内容体系比较庞大，而

和化学并非高考的必考科目。此外，因与英国曼切

教学时间又相对有限，有必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

斯特大学联合办学的需要，我校的纺织工程中英班

要求进一步整合教学内容，针对性开展课程教改研

招收了部分纯文科背景的学生，理化基础非常薄

究[3-5]。更重要的是，需要探讨教学过程中通常简称

弱，难以理解纤维材料的物理化学结构及性质等相

思政教育上次论文编辑把思想政治给改成了思政与

关内容。

本课程专业知识之间的相关性，突出“纺织材料学”
[6]

课程教学的思政特点及其创新性和实用性 。

（3）课程的考核方式较为单一。
“纺织材料学”

纺织材料的基本概念、结构及性能指标，熟悉纺织

课程的考核主要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平时作业及课
堂考勤等。相对固定的单一考核方式有助于维护
教学秩序，督促学生按时完成随堂作业，增加学生
在考试前突击复习的动力。但是，这样的考核方式
阻碍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
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

材料性能指标的数学和物理表达及其意义，把握纺

3

织新材料发展的前沿动向，能够运用纺织、数学、物
理、力学等工程基础知识进行纺织工程问题的相关

结合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及专业认证对培
养方案的要求，针对我校“纺织材料学”课程教学过

计算。②提升高阶思维。在理解并掌握纺织材料

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教学体系，我们采取了以

基本结构和性能指标的基础上，能够运用纺织材料

下教学改革措施：

学及相关工程学科的基本原理分析纺织材料结构

3.1

在进行一流专业建设期间，我校纺织工程专业
于 2018 年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根据《纺织

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及毕业要求，
“纺织材料
学”的课程目标有三：①夯实专业知识。掌握有关

与性能的关系。③解决工程问题。基于纺织材料
学基本理论、实验研究及计算方法等综合得出纺织
工程问题的有效结论，
并养成良好的职业规范。

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及实践

整合教学内容，重构课程体系
于伟东教授主编的《纺织材料学》
（第 2 版），全

书分为 22 章，主要包括纤维、纱线及织物等内容，
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为解决较多的教学内容与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纺织材料的基

较少的学时数之间的矛盾，课程组注重对教学内容

本概念、基本原理、应用领域及未来发展趋势，培养

进行整合。通过对纺织材料结构、性能与应用间关

学生利用纺织材料的基本理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系的分析，确立了“结构决定性能，性能指导应用”

的思维方法及逻辑分析能力等，为后续专业课程的

的思路，用来指导纤维、纱线及织物部分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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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的重新编排，有助于学生构建知识网络，

导，增加课程学习的挑战度，加深学生对纺织学科

形成整体概念，便于学生理解，引导学生根据已学

内涵的认知。另一方面，学生亲自参与纤维力学模

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思考，
培养知识应用能力。

型的推导，有助于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将高等数学、

其中，第一章的纤维分类及发展部分，散乱的

大学物理等课程的相关内容与专业知识交叉融合，

知识点较多，且是课程的切入点，学习时应该以记

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全面提

忆为主，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二章的纤

升思维水平。

维结构特征，内容涉及纤维在分子尺度的微观结构

课程思政的融合方面，挖掘蕴藏在专业知识中

且较为抽象，与高分子物理化学等学科紧密相关，

的教育精髓，将爱国教育、责任教育、职业素养教

学习难度较高。第三章的纤维形态特征，则涉及纤

育、奉献教育等糅合到专业理论体系中，注重经典

维宏观长度、细度等内容，概念性知识点较多，且教

事例与时事新闻事例的结合，及时向学生介绍科技

材里有很多数学表达式，常令初学者感到棘手。对

新成果，向学生灌输科技强国的重要性，提高学生

于前三章的内容，我们在教学时，以第一章为基础，

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具体的内容设计方面，比如可

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展开第二章和第三章

用纺织材料的原料来源问题为切入点，让学生深入

的教学。在教学时，以棉、毛、丝、麻等具体纤维为

思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等问题，激励学生努力

例，阐述内部微观结构及宏观形态，将结构特征及

学习，将来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社会，解决纺织材料

形态表征与第一章的纤维分类发展有机融合。对

发展中的问题，做有担当的纺织人。在丝织物专题

于后续纤维吸湿性、力学、表面性、热学、光学、电学

里可以让大家收集蜀锦，云锦和宋锦等中国名锦的

等章节，则着重介绍纤维材料各种性质间的相互影

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观

响及补充，并以前三章内容为基础，分析纤维性能

念，激发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在讲授示

的影响因素，做到“知识点，串成线，联成网”。例

踪纤维法时，着重介绍严灏景先生在纱线结构研究

如，分析影响纤维吸湿、力、热、光、电等性能的内在

中的贡献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培养学生的创

因素时，均要考虑分子内结构、近远程结构、聚集态

新思维及对老一辈科学家的缅怀之情。在讲解织

结构（第二章）及形态结构（第三章）等内容。同时，

物的热及结构稳定性时，则以武汉纺织大学研制的

吸湿与纤维材料的形、性密切相关，对力、热、光、电

嫦娥五号月球织物国旗为例，通过热点事件引导学

等性能有显著影响。教学实践表明，以知识点间的

生树立对课程内容的自豪感，增强大家为实现中华

内在逻辑性为基础整合教学内容，重构课程体系，

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信心。

可以明显改善授课效果，提高学生对《纺织材料学》

3.3

课程的学习兴趣。

3.2

优化教学理念，
融入课程思政

丰富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模式
“纺织材料学”课程的知识点繁杂，传统的填鸭

式教学不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国家一流本科课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需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程建设的背景下，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手段及

中，将爱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

模式已逐渐成为课程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为此，我

核心价值观等课程思政教育融入各教学环节，将人

们做了四点探索：

生价值的引导和专业知识的传授有机结合，使学生

（1）启发式教学法。授课时，通过提出的问题，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在新工科建

促使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并最终解决问题。例如，

设和专业认证的背景下，一流本科课程的“两性一

在讲授第二十章织物的风格与评价时，教师提问：

度”和课程思政，均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产

西服正装、家居服和 Cosplay 服装的织物面料，分别

出为导向的教学理念。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的真正完善在于数学工具

需要怎么样的风格？又如何得到这些风格？然后，
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风格特征所对应的穿着用途，

的广泛应用。在“纺织材料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并从纤维材料风格、手感基本风格和视觉风格等方

注重加强数理知识与专业内容的融合。例如，在第

面寻找解决措施。从产品实例设计的角度，启发学

五章纤维材料的力学部分，纤维材料的粘弹力学模

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达到创新应

型有 Maxwell 模型、Voigt 与 Kelvin 模型、三元件模型

用的效果。不同于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的传

及四元件模型等。为体现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要求

统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法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的“两性一度”，授课教师在讲解力学模型基本原理

动性，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的同时，要求学生对模型的推算过程进行实际的推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指通过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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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的具体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

先进纺纱织造及清洁生产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讨论分析的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法的综合性较

室、纺织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省

强，便于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尤其适用于

部级平台，为现场教学法的实施了强有力的支撑，

[8]

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内容 。具体实施时，以案例的

也增强了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切身体验。

呈现作为切入点，包括生生互动及师生互动等环

3.4

节，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以疫情防控所

多种考评方式，建立反馈机制
根据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要求，在原有的评价体

需的医用防护服为案例，可以确定织物舒适性及安

系基础上，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

全防护性能的主题，
并引导学生思考相应的概念、
评

过程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价方法及影响因素。在理解并掌握舒适性及安全防

在期末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过程性评价指标，主

护性基本概念原理的基础上，从材料设计与工艺创

要包括网上学习与讨论、在线测试、平时表现、课程

新的角度来寻求改善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

作业、小组汇报等环节。通过完善课程评价方式提

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之情，
培养学生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意

敬岗爱业的职业素养，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识，将传统的单一结果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

[9]

的有机结合 。
（3）文献阅读研讨教学法。于伟东教授主编的
《纺织材料学》
（第 2 版）是纺织领域的经典教材，但

将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思政道德表现融于评价体系，
做到学术和道德的统一。例如要求学生查阅功能
纤维的发展和应用方面的资料并撰写论文，要求论

受限于教材容量及纺织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书本

文作业查重，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培养学生良好

内容仍不够全面。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

的学术道德规范；围绕防水透湿织物的设计进行分

文献阅读法关注纺织材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组讨论，
将团队协作精神等职业素养融于其中。

具体而言，即要求学生查阅与授课主题相关的国内

开展过程性评价，有助于任课教师及时掌握学

外最新文献资料，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汲取知识，

生的学习情况并调整教学计划。考试内容方面，在

消化课程内容。在课堂上，则要求学生以分组汇报

侧重于教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以培养创新性复合

PPT 的形式，集中讨论各组阅读的文献，相互观摩

型人才为目标，减少机械性记忆的试题，增加主观

学习。文献阅读研讨法为学生提供了锻炼交流的

开放性试题的比例。在考核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

机会，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培养学生

的同时，着重考察创新意识，鼓励学生进行逆向及

的团队协作精神，实现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知识、能

发散思维，增强综合素质，培养工程实践能力。

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以及思政元素的无
痕结合。

结合《武汉纺织大学专业认证工作方案》的要
求及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学会颁布的《工程教育认证

（4）实物及现场教学法。实物的展示极易拓展

办法》和《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等文件，建立了“纺织

介绍行业标杆企业，如新冠中的典型代表稳健集

材料学”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对教学质量采取教

团，企业担当使学生受到危难时刻的价值选择。在

师自评、同行互评、领导评教的方式，即教师对自己

课堂教学时，辅助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各种纤维、纱

的教学效果填写自评表、教研组教师互相观摩学习

线和织物等实物样品，让学生切身感受各类纺织材

并填写评价表、领导巡视听课并填写评价表，评价

料的特性，在强化理论教学效果的同时，增加学生

结果反馈给教研组及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

的课堂参与度及主动性。例如，在讲解织物手感特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学校评教的基础上，建立

征时，教师提前准备好棉型、毛型、丝型及麻型等各

了关于“纺织材料学”教学质量的跟踪反馈机制。

种纺织品，学生亲自触摸并描述织物的手感特征，

对大三、大四学生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采取调

加深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对应融入相应企业。现场

查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收集学生对该课程学习

教学是根据课程要求，组织学生到校内和校外的实

效果及后续课程衔接情况的评价。根据学生反馈

验中心、纺织企业、检测认证中心进行现场教学，让

情况，教研组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持续改进教学内

学生充分认识到纺织材料学是一门与生产实际紧

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及考评方式等。通过采用

密相关的课程。同时，使学生知悉吃苦耐劳、踏实

多种考评方式并建立反馈机制，夯实学生的专业基

勤奋、精益求精、实践创新等工匠精神在个人职业

础知识，
提升实践应用能力。

发展和国家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我校拥有省部

4

共建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结语
提高课程质量是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关

服饰与传播：
服饰教育

键因素，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本文对照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具体要求，在融合课程思
政的基础上，从课程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考
评反馈机制等方面，梳理了我校在“纺织材料学”一
流本科课程建设中的教学改革举措及实践效果。
结合教育部《实施意见》要求，坚持立德树人，以本
为本，开展“纺织材料学”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使学
生掌握纺织材料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应用领域及
未来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
时，在课程教学中挖掘德育目标的蕴含点，在专业
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将思政知识潜移默化地传递给
学生，形成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培养
面向纺织领域的德才兼备的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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