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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校的教育模式

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大数据教育时代催生着各学科教学理

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本文首先对大数据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进行了概述，阐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配置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解决对策，以期充分发挥大数据时

代教学资源配置的巨大效能，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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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mod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hanging ac-

cordingly. The education era of big data has led to the renewal of

teaching ideas and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resour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ig data era, explai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huge ef-

ficiency of tea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u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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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概述

1. 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的意义

在互联网和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也伴随着日趋成熟的多媒体授课和交互型课堂形式，每

天产生着爆炸式增长的数据资源。教育者如何对现有教育

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影响着资源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基于大

数据反映学生学习活动的真实性特点，教师可以对学生发

展趋势和需求进行分析，使教学资源的开发更具针对性。另

外，大数据背景下教学资源的跨空间共享，可以做到“教学

效益最大化”[1]，使思想政治教学资源资源得到最有效整合，

提高资源利用率。

1. 2 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的特点

资源配置全面性是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

置的首要特点。网络教育平台提供的数据资源种类繁多，传

统的资源和现有资源得到了空前的丰富；资源配置的共享

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的显著特征。大数据背景将教

学主客体与信息技术融合为一体，数据资源在不同地区不

同高校间共享和反馈，极大增进了校域间思想政治教学的

交流；时效性是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的鲜

明特征。数据资源本身具有的实时性和交互性，思政课教育

信息的变化能够被捕捉和分析，为潜在教育资源的开发和

应用提供依据和方向。

2 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的

问题及成因分析

2. 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理念滞后依旧是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配置的首要

问题, 许多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和数据运用的意识

不强，不能深刻领会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巨大力

量；其次，数据安全风险成为优化高校思政课教育资源配置

的隐忧。许多高校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网络硬件条件并不

乐观，使得数据分析的难度和数据安全的风险加剧；最后，

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创新速度严重滞后也影响着优化资源

配置的进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信息化素养存在着严

重不平衡，又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使教育资源的开发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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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现实需求。[2]

2. 2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成因

分析

第一，对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的重

视程度不够。在各省市级教育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中，未见

有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资源配置的指导性文件和相

关规章制度；第二，资源配置主体信息化素养和低于信息风

险的能力不足，集中表现为多数思政课教师信息素养较差。

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工作任务重，专业信息化培养的人才

和培训时间较少，对思政课大数据资源的开发缺乏创造活

力。[3]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不足。

思政课教学资源开发速度的滞后和资源内容的简单复制，

新信息资源获取成本加大，信息资源配置不平衡都成为制

约思政课大数字资源配置优化的阻力。

3 大数据背景下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

的对策

3. 1 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理念

更新理念是优化思想政治课大数据资源配置的前提。

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以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重要精

神为指引，提高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政策

上的支持与制度层面的保障。例如 2012 年《国务院关于大

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就及

时为各行业信息化以及信息的使用和安全保障指明了方

向。[4]其次，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对大数据的认知

理念。要通过有效手段深化教育主客体对于大数据的认同

和认知，提高教育主体运用大数据资源分析、了解和预测教

育课题的需求，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的一般

规律，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3. 2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专业化和技术化水

平

首先，要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选拔专业技术人才，对

其进行数据素养和信息化技术的专门培训。只有教育主体

的数据资源配置能力逐步专业化和技术化，优化大数据资

源配置才成为可能。其次，大数据资源配置的过程会带来一

些信息安全问题方面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要对思政课教

师职业道德中的信息道德重点培养，不得违背信息道德的

要求，不得泄露师生个人隐私，也不得利用数据资源谋取不

正当利益等。

3. 3 开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的新技术和新

方法

首先，促进思想政治教学资源配置的个性化和互动化

发展。可以效仿专业购物网站的思维模式，运用教学数据分

析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捕捉到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

群体型难点问题，推送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针对性的学习

资源。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是面向小众、师生互

动、师生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受教育者可以通过网络来寻找

各种教育信息，从而选择知识内容的新模式。[5]

其次，注重思想政治课传统教学资源和网络新教学资

源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配置并不是对传统教

学资源的抛弃，而是将其信息化和数据化更新和升级。要调

动一切可利用资源，融合线上和线下资源，共同助力思政课

程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工作。2012 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6]中明确推动智慧校园的建

设，其宗旨就是对各种优秀教学资源在教育平台上加以整

合，实现网络教学和实体教学的双发展。

最后，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课新载体和新平台。大数据教

学资源配置优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教学资源利用率，提

高教学资源共享率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开

发新载体和运用新技术是不能停止的努力方向。思想政治

教学资源发挥作用是通过各种媒体和载体实现的，因此我

们应该自主研发或者积极引进教学数据资源管理系统或智

慧化教学平台，以数据平台为载体，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的一切资源，实现以信息共享为目标的有效资源配置；走出

以创新理念为引领，注重传统教学资源和网络教学资源融

合，以新技术新平台为载体的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大数

据资源配置的优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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