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教院函字〔2019〕47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

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人才

培养，着力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加快构建“三全育人”格局，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文件精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决定

开展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1.引导高校教师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理

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育人，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

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2.促使高校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立德

树人意识，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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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播者。

3.帮助高校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全面学习

了解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多角度学习分析如何将思政元素

融入专业课程建设，做深做实立德树人工作。

二、培训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专任教师。

三、培训时间

本次培训学习时长为 3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由参训单位与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联系确定。

四、培训内容与形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平台组织实施，培训

期间，学员可以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官网

或下载“学习公社”手机 APP 进行注册，登录后使用学习卡，即可

参加培训学习。培训分课程学习、主题研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三

个环节，参训学员有组织地在网上自主学习。

1.课程学习

本次培训设置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围绕“学习贯彻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课程思政育人理念”“课程思政建设路

径”“课程思政观摩课”等设置内容；选修课围绕“时事政治”“经

济视野”“社会与文化”“教育改革与发展”四个模块设置内容（详

见附件 1）。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需完成 25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

必修课程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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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题研讨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如何理解课程思政”“课程思政建设

思路与规划”等主题开展研讨。此外，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论坛

将设立主题研讨区，参训学员可在论坛内与全国范围内的同行进行

广泛地交流与互动，分享学习体会。

3.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结合学习心得和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围绕

“课程思政”撰写一份教学设计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成果，并参与

学员互评。

培训结束后，完成培训各环节考核要求的学员可在线打印学时

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学员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 200元/人。培训费包含课程开发、组织管理、教学服务、

平台使用、带宽支持等费用，以高校为单位按下列账号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 号：0200053009014409667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六、报名事宜

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可统筹安排，

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各高校也可自主报名参加。培训以班

级为单位开展活动，原则上每班不少于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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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高校收到通知即可组织报名，填写培训报名表（见附

件 2），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联系人及电话：张志华 010-69205993

牛振锋 010-69296853

杨 明 010-69263814

邮 箱：F2008@vip.163.com

地 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号）

邮 编：102617

七、延伸服务

本次培训可开展送培送教活动，费用另计。

附件：1.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课

程列表

2.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报

名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019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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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列表（必修）

课程模块 课程题目 主讲人 单位职务

学习贯彻

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

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讲话精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理论新境界

顾海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委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讲话的体会
韩 震

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

书记

坚持立德树人，建设教育强国——学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育才造士 为国之本——学习全国高校思

政工作会议精神的心得体会与实践认知
郭玉良

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副书

记

课程思政

育人理念

提升育德意识 创新课程思政——关于专

业课课程思政的一些思考
刘道平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

记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吴 强 上海科技大学纪委书记

新时代 育新人——聚焦课程思政 落实立

德树人
李新萍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的课程思政
夏永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的实践创新
蒋家胜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课程思政

建设路径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念与

方法
张黎声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在《有机化学》课程中

塑造爱国精神和人文情怀
王全瑞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如何转变思想，上好一堂课程思政专业课 张晓东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

课程思政

观摩课

全球变暖中的中国智慧 张晓东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示范课 张晓东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

课程思政观摩课——以《环境景观设计-

雨水花园》为例
李侃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

园林艺术学院副教授

课程思政观摩课——以《傅里叶变换特

点》为例
刘淑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添加及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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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列表（选修）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事

政治

坚定理想信念 永远当先锋 蔡红建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书记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习近平的知

青岁月
夏 泉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网络暴力视角下意识形态的法治建设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

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中美俄战略博弈 姜春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

究员

中国创新发展的理念和前景 郭 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休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评析 左 鹏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经济

视野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贯彻新发展理

念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

济师

创新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郭兆晖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

教授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张建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转型与“双创” 张建平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陈宝明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

在世界框架下研判中国宏观经济趋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社会

与

文化

文化与自信 王 蒙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

文化冷战与网权力大揭秘 周小平 知名网络作家、评论人

创新时代：文创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态

势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

究所所长

用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美法两国文化体制概述 周诗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文史教研部讲师

大数据时代虚拟社会的治理风险与安

全防控
顾平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新型大学新思考：本科院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蔡敬民 合肥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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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改革

与

发展

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发展路径 孟庆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原校

长、党委书记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

2020）解读
孟庆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原校

长、党委书记

职业教育：机遇和挑战——重点和热

点问题导引
邢 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究员

高校转型的核心——课程建设 曹勇安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服务国家战略 建设高水平大学 丁烈云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

记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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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期“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

报名表

培训需求

单 位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参训对象

其他需求 请描述具体需求

联系方式

负责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联系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部门）盖章

说明：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认真填写此表，并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以便尽快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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