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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宁省 2021 年中职学校课程思政教学典型案例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案例名称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1
巧用数学案例 厚植家国情怀——《4.2.2指

数函数应用举例》
铸魂育人 数学 卢艳丽 大连电子学校

2
爱国爱家，点亮理想——《项目需求分析》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广告设计与制作 刘璐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3 英雄赞歌——人物与场景介绍 铸魂育人 标准韩国语 荣荣 丹东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4 天路创奇迹，幸福满高原 雷锋精神 语文 任艳艳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5
食之有趣，不负“食”光——幼儿进餐活动保

育
铸魂育人 幼儿生活活动保育 吴瑞芳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

6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青玉案·元夕》

教学片段
铸魂育人 语文 于秋阳 大连电子学校

7
品味传统文化——AE制作《传奇中国节》片

头
铸魂育人

After Effects CC影视

合成与特效
吴鑫磊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

8 电力系统的认识——传导初心，赋能匠心 铸魂育人 企业供电系统及运行 苏阳 盘山县职教中心

9
走进红色记忆，感悟伟大征程——3das Max

党建展厅建模
铸魂育人 3das Max 王子依 盘山县职教中心

10 工匠精神，代代相传 铸魂育人 石油炼制 张静 盘山县职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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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品名称 案例名称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11 我的中国梦 铸魂育人 装饰画 李亚奇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

12 彰显数列文化魅力，厚植学生爱国情怀 铸魂育人 数学 徐欣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13 以古为鉴——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 铸魂育人 历史 张娜 锦西工业学校

14
当好电力医生，向着黎明出发——CA6140

车床控制电路失效故障检修
雷锋精神 机床电气控制 李胜男 大连电子学校

15 声调的发音与辩证训练 铸魂育人 普通话 房瑞 铁岭市信息工程学校

16
匠心传承与文化交融——版画珍珠之藏书票

的设计与制作
铸魂育人 美术 王婧宇 大连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17 中国制造彰显中国力量 铸魂育人 英语 孙东梅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18
花心致匠心 鲜花忆百年——庆建党百年活

动会场东方式插花展示
铸魂育人 插花艺术 张昕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19 稻粱菽麦黍稷 铸魂育人 传统文化 嵇蓬勃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20
Unit 6 Tell me when the pain

started——How proud I am to be a Chinese
铸魂育人 英语 宁杰、郑君 盖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21 小视频大情怀——音视频制作 铸魂育人 计算机应用基础 付晓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22 感恩母爱，孝行天下——老舍《我的母亲》 铸魂育人 语文 商丹丹 阜新市第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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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战“疫”——呼吸训练 雷锋精神 康复护理学 景馨仪 锦州市卫生学校

2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雷锋精神 急救护理技术 蔡雁斌、刘俊峰 鞍山卫生学校

25 应用文写作——借条 铸魂育人 语文 徐放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26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音乐会海报的设计与

制作
铸魂育人 图形图像处理 王一姝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27 主题景观灯模型创新制作 铸魂育人 3D打印综合实训 卢欣飞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28
请“雷锋”来做客——《internet应用》课堂教

学中的思政教育
雷锋精神 internet应用 刘欣华 建昌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29 聚焦“视频”力量，助力家乡振兴 铸魂育人 新媒体运营 周璇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30 放飞生命的梦想 铸魂育人 心理健康 肖婷婷 辽宁省机电工程学校

31
风华正茂 强国有我——《沁园春•长沙》课

堂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语文 胡爽 凌海市职业教育中心

32 威胁人类健康的“年迈杀手”——肺结核 铸魂育人 内科护理学 王晓桐 辽宁省辽阳中医药学校

33 借助汽车车标设计理解函数的奇偶性 铸魂育人 数学 毛翠丽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34 中国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 铸魂育人 电力电子技术 杨颖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35 拆装比武，以赛促学 雷锋精神 学习离心泵 路晓琳 抚顺市建筑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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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爱的语言会暖化病患的心——Tell me when

the pain started
雷锋精神 英语 邹小莹 丹东市中医药学校

37
巧识病变重预防，科技兴农助增收——《鸡

新城疫》的现场诊断
铸魂育人 禽病防治 齐飞 凌海市职业教育中心

38
精雕细琢，提升动画品质——绘制几何体转

面中间画
雷锋精神 运动规律 李晗 大连电子学校

39 乘最美高铁，看锦绣中华 铸魂育人 英语 丁云鹤 东港市职业教育中心

40 小说《百合花》阐释的军民情怀 铸魂育人 语文 邹阿娟 沈阳市艺术学校

41 多么了不起的地方 铸魂育人 英语 李岩 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子学校）

42 动物胃管投药技术 雷锋精神 兽医基础 陈禹 抚顺市农业特产学校

43 奏红色经典，育时代新人 铸魂育人 钢琴 张淼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44 借力数字引擎 赋能乡村振兴 铸魂育人 网页设计与制作 朱丹丹 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铸魂育人 基础会计 栾泽沛 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子学校）

46 利用汽车 VIN码读懂中国品牌 铸魂育人 数学 董淼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47 用英语传播中国声音 用专业诠释中国骄傲 铸魂育人 英语 马文 东港市职业教育中心

48
学习分娩过程，感恩母爱伟大，提升职业素

养
铸魂育人 妇产科护理 商晓敏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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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逆行最美 雷锋精神 急救护理技术 卢晓光 大连市皮口卫生学校

50 Unit 9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铸魂育人 英语 李丹 本溪市商贸服务学校

51 弘扬雷锋精神，提高体育认知 雷锋精神 体育与健康 王一鸣 大连开发区职业中专

52
看我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和自强不息的民族

魂——《黄河落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语文 张蕊 本溪市卫生学校

53 树立爱岗敬业精神，争做汽车维修服务先锋 雷锋精神 汽车维修接待实务 王强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54
爱国无小事，爱国皆小事——以《国殇》为

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铸魂育人 语文 武冬阳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55 信念的颜色一定是中国红 铸魂育人 Photoshop 赵春燕 抚顺现代服务学校

56 我心中的五星红旗 铸魂育人 图形图像处理 张洁、张虹 清原职业中专

57
《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技术》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
铸魂育人 焊接设备与方法 周笑竹、赵东姝 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58 德技并修，在学思践悟中提升护理服务能力 铸魂育人 健康评估 崔宏 本溪市卫生学校

59
思政浸润，立德工致——中职机电技术“责润

精工”思政模式的探索
铸魂育人 电工技能与实训 郝秀芹 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60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对话

林黛玉，成就现世人”教学设计
铸魂育人 语文 朱馨婷 大连交通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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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关于“两次

鸦片战争”教学内容的教学设计
铸魂育人 历史 王广娥 朝阳市财经学校

62 实训：上消化道出血病人的护理措施 铸魂育人 内科护理 崔英辉 朝阳市卫生学校

63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铸魂育人 声乐 孟佳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

校

64
小豆子的大人生——运用FAB法则制作网店

农产品主图
铸魂育人 电子商务 高丽君 阜新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65
PHOTOSHOP图层混合模式——快速制作

“逆行者”宣传海报
铸魂育人 图形图像处理 封晓鹏、孙为 营口市农业工程学校

66 认识板式塔 铸魂育人 化工设备基础 刘尚明 本溪市化学工业学校

67 有规有矩——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铸魂育人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
李阿娜 鞍山市广播电视学校

68 诚实守信，依法纳税——车辆购置税的计算 铸魂育人 汽车营销财务 施德鹏 葫芦岛市连山区职业教育中心

69
崇德向善，在平凡中闪光——以《金大力》

人物形象为例，学做雷锋式职业人
雷锋精神 语文 吕天姿、赵晓辉 凤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70 典型的碱和碱的通性 铸魂育人 自然科学 徐蕾 兴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71 榜样的力量——活刀谱邹峰 雷锋精神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 张欧 铁岭工程技术学校

72
制作“争创国家卫生城市从我做起”校园公益

广告
铸魂育人 Photoshop 王璐 阜新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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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永葆精神信念，树立正确价值观——《哦，

香雪》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语文 初明月、陈晨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74 焊花闪闪，打造心中红船 铸魂育人 焊接技能训练 赵成刚、王岩 鞍山市钢铁学校

75 《探界者·钟扬》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语文 闵捷、舒惠 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76
精益求精，百炼成金——《景泰蓝的制作》

中雷锋敬业精神的传承
雷锋精神 语文 刘颖、齐晓丹 鞍山市钢铁学校

77
传承民族精神，筑牢民族风骨——中职生

“乐、诗、文”中华传统文化品行课
铸魂育人 中华传统文化 龙菲 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

78
牢记信念 坚守初心——《不忘初心》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音乐 李海月 沈阳市电子技术学校

79
我对未来如此重要——实现自我价值，做对

社会有用之才
铸魂育人 语文 张洋 沈阳志远职业中等学校

80 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认识 雷锋精神 煤矿安全监测监控 白玉 铁岭工程技术学校

81 铸魂育人，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铸魂育人 数学 刘威 岫岩职教中心

82
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学科思政教育典型

案例
铸魂育人 历史 吕宏谞 大连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83 消防安全之灭火器的使用 铸魂育人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 李姗姗 铁岭工程技术学校

84 隔离技术之脱穿防护服 铸魂育人 护理学学基础 孙毅恒、李亚范 抚顺卫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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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精益求精的电子工匠精神——认识电容器 铸魂育人 电容技术基础与技能 林子艺、赵岩 盖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86
气节不朽，丹心长存——解读《牡丹的拒绝》

背后的精神世界
铸魂育人 语文 郭艺 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学校

87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主题宣传——PPT演示

文稿制作进阶
铸魂育人 计算机应用基础 杜红 鞍山市广播电视学校

88
Unit 9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ese dream
铸魂育人 英语 李实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89 从技工学校走出的大国工匠——周皓 雷锋精神 语文 李萌 阜新市煤炭职专

90 What an amazing place 铸魂育人 英语 许晓晶 大连长兴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91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 铸魂育人 英语 张莹 彰武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92 β-内酰胺类抗生素——天然青霉素 雷锋精神 药物学基础 马彬峡 本溪市卫生学校

93 中华文明瑰宝——中医护理的发展简史 铸魂育人 中医护理学 祁跃 锦州市卫生学校

94 向卫国戍边英雄学习，传承新时代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 新时代劳动教育 高尚峰 建平县职教中心

95
畅想职业，树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的敬业精神
雷锋精神 英语 杨晓双 绥中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96
将“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融入《机械

制造技术》理实一体课程改革实践
铸魂育人 机械制造技术 钮琪 阜新市第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