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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省 2021 年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典型案例名单
序

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1 聚焦时代热点，新媒体助力强国 铸魂育人 信息技术 史冶佳、董亚男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
集成运算放大器——自主创新中国芯，自强

不息中国梦
铸魂育人 电子技术 陆晶晶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3
强语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汉民族共

同语“普通话”
铸魂育人 教师口语 李婷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寓“情”于“景”、增“色”添“香”的匠心之旅

——浴巾创意折叠
铸魂育人 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 佟安娜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5 匠心钢结构吊装，传承钉钉子精神 雷锋精神 建筑施工工艺 赵文溪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6 Transportation——交通强国梦，民族复兴路 铸魂育人 英语 郦英华、赵凛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7
机械密封结构及工作原理——匠心传“密”，

安全入心
铸魂育人 泵维护与检修 毛佳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8 匠心兴牧业 强农启新篇——猪场建设 铸魂育人 猪生产 吕丹娜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 以情筑劳·以美享劳·以创兴劳 铸魂育人 劳动教育与实践 潘维琴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0 旗袍工匠精神 铸魂育人 旗袍文化与制作 高月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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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11
裂解炉的结构——破垄断，筑国基，感受中

国创新之力
铸魂育人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孙志岩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12 崇德尚礼——做美好幸福生活的传播使者 铸魂育人 汽车销售实务 杨雪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13 育人担使命 “游戏”塑匠心 铸魂育人 幼儿游戏与指导 沈娇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14 一塑二融三植入 铸造匠魂全面育人 铸魂育人 建设工程监理 高杰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15
《信念·青春》引领下旅游线路设计的主题

突出原则
铸魂育人

旅行社计调与外联实

务
董绍华 大连艺术学院

16 开启美好生活守护者筑梦之旅 铸魂育人 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 张润卓、周祺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7
服务国家战略·练技能·守乡愁——以《岗位

技能二 影视媒体设计》课堂教学为例
铸魂育人 影视媒体设计 孙立研、王来哲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8
砺器、铸魂、悟道——门店销售与服务中菲

比(FABE)模式的应用
铸魂育人 门店销售与服务 曲蓉蓉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19 栉屈原《涉江》清忠，铸锦箨家国情怀 铸魂育人 大学语文 王梅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铸魂育人 蔬菜栽培 陈杏禹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守立德树人初心，担制造强国使命——《机

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 唐迎春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22 握手礼仪：握出你的“精气神” 铸魂育人 社交礼仪 赵莉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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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23
“智能+绿色”引领未来交通——基于 LoRa

的智能停车系统
铸魂育人 物联网技术与实践 王威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24
依法维权 定纷止争——“最美辞职信”写

出的法律风险
铸魂育人 经济法基础 贾冬艳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用真诚的微笑服务好每一位旅客 雷锋精神 铁路旅客服务礼仪 刘贺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26 以劳育人 筑梦匠心——工业劳动实践 铸魂育人 劳动教育 刘一波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27 附点节奏型——《红星歌》 铸魂育人 乐理视练 刘纪敏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8
筑梦铁路魂 锤炼工匠神——调车作业安

全守护者
铸魂育人 铁路行车规 孙志辉、孙冲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9
将课程思政融入武警士官班《视听语言》全

课程
铸魂育人 视听语言 张爽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30 我和我的蓝天——燃烧与污染物排放 铸魂育人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王宇薇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1 助力“芯”产业，勇担“芯”使命——芯片分选 铸魂育人 模拟电子技术 吴丹阳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2 《建党百年·风华正茂》宣传册设计 铸魂育人 平面设计制作 王海峪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33 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 铸魂育人 声乐 梁光辉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
强国少年与国奋进——儿童文学阅读指导

课例《闪闪的红星》
铸魂育人 儿童文学 胡古月、孙晓东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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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35 在红色旅游资源中探寻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 导游基础知识 杨莉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6
匠心求精，沉浸思政——汽车金属色面漆调

色
铸魂育人 汽车涂装修复 翟静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37
搭建中型办公网络——配置交换机 Trunk干

道技术
铸魂育人 网络技术基础 李静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38 健康生活 幸福中国 铸魂育人 新技能英语 王凯华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39
赓续雷锋精神，传承大国匠心——与色灯信

号机的青春之约
雷锋精神

铁路车站自动控制系

统维护
韩蕾、刘怀昆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0 让我们一起做志愿者，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铸魂育人 高职英语 罗大强 辽宁职业学院

41 润德无声，育人有礼——商务签字礼仪 铸魂育人 商务礼仪 李红艳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
凝聚生态文化，传承林草精神，做绿水青山

的守护者
铸魂育人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程晓琳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3 电商助力扶贫路，我的家乡我代言 雷锋精神 网络营销与推广 刘亚杰、高华 大连艺术学院

44
“中国制造 2025”视域下的工匠精神在计算

机应用基础课程中的教育传承
雷锋精神 计算机应用基础 周圆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45 传承“螺丝钉精神”——保险客户拜访准备 雷锋精神 保险营销 吴沙沙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46
健康中国理念融入电脑辅助设计（3D）课程

——客厅选材调整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电脑辅助设计 3D 杨金花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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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47 严把宴会卫生管理，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铸魂育人 宴会设计与实践 侯坤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48 关爱老年人的营养健康 铸魂育人 食品营养与健康 邱晗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49
念家国、遵标准、铸匠魂——近光灯故障诊

断与修复
铸魂育人

汽车电气系统故障诊

断与修复
修玲玲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
公众信息数据安全引发的思考——逆矩阵

及其应用
铸魂育人 计算机数学基础 严维军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51
基于课程思政的“供应链采购业务控制”教

学案例设计
铸魂育人 供应链管理 吴维军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2 韩语导游讲解沈阳故宫 铸魂育人 旅游韩语 玄晓婷 抚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 建筑于“基” 工成于“精”——换填地基施工 铸魂育人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刘镇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54 心中有蓝图，手上有责任 铸魂育人 有机化工工艺操作 陈月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55 微信端奏响“战疫”之歌 铸魂育人 微信端开发 刘颖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6
“红色信念”西洋管弦小组课——沉浸式音

乐思政课
铸魂育人 西洋管弦乐小组课 牛雪莹、孙孝野 大连艺术学院

57
敬佑生命，争分夺秒，精益求精，用心守护

——以《新生儿窒息》实践教学为例
铸魂育人 儿科护理 许佳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8 以花铸魂，匠心独蕴——茶席插花 铸魂育人 插花与花艺设计 于宁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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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59 中国传统纹样现代数字化原创设计应用 铸魂育人 图形创意 何丹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60
爱与使命同行 构建疾病“防火墙”——护

理职业防护
铸魂育人 护理学导论 王红力、高原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61
以“艺”战“疫”——果树生产课程思政教学案

例
铸魂育人 果树生产 于小力 辽宁职业学院

62
精“装”细“调”，匠心筑梦——小型冲床气动

系统设计与装调
铸魂育人 液压与气动技术 江红丽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63
“点滴”之间护安康，方寸舞台铸师魂——

静脉输液课程思政设计
铸魂育人 静脉输液操作法 祖敏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64
向上吧，青年——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推销

员
铸魂育人 推销实务 景远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65 健康卫士——乙醇 铸魂育人 科学素养 陈旭东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66 全面正确认知事物——机械制图之轴测图 铸魂育人 机械制图 李飞 沈阳工学院

67 人享其行，物优其流——公路货物运输 铸魂育人 运输管理 邵燕妮、崔瑶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68 青春“dream”正当时，筑梦不负新时代 铸魂育人 高职英语 刘莹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9
“重车压梁”下的弯矩计算——科学减灾、精

业敬业
铸魂育人 力学基础与结构识图 张杰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70
精神文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砥砺奋进

的精神密码
铸魂育人 中国传统文化 孟庆鑫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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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案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校名称

71 融会预算人文，让知识传授更有感情 铸魂育人 全面预算管理 韩紫微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72 研发费用——以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铸魂育人 财务会计实务 徐佳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73 汽车起动机不转动的检修 铸魂育人 汽车电气故障检修 祝林雪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74
开关门的气动回路设计与仿真——做新时

代能挤善钻强韧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 液气电控制技术 吕明珠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75
将培育工匠精神融入《新能源汽车概论》课

堂教学
铸魂育人 新能源汽车概论 马林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76
诚信共学习 责任勇担当——应用文写作课

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应用文写作 周瑞 辽宁职业学院

77 大学生职业素养训练——讲求团队合作 铸魂育人 职业素养 王薇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8 树牢信息安全意识 增强网络法治观念 铸魂育人 信息技术与应用 丛国凤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79
汇集青春力量，情暖空巢老人——《社区管

理与服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社区管理与服务 曲丽秋 鞍山师范学院

80 短语的基本结构类型 铸魂育人 现代汉语 韩爽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1
知行合一，助力科技兴国——《计算机应用

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许丹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82
“复兴号”的“中国芯”——《IGBT原理

及应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电力电子技术 赵健伯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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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国汽车工业的“中国精神”、“中国制造”、

“工匠精神”
铸魂育人 汽车专业英语 赵伟宁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84 逆行天使的防护衣 铸魂育人 基础护理学 王鑫、熊海娜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85 图案肌理再造 铸魂育人 色彩与图案设计 张丹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86
江山多娇看华夏 传道寓德话长江——河

流的下蚀作用
铸魂育人 普通地质学 谷松、张金英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87
铸魂育人新时代 红色血脉薪火传——《旅

行社业务》课程红色研学产品设计
铸魂育人 旅行社业务 李亚卓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88 极限——不停超越昨天的自己 铸魂育人 计算机数学基础 周围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9 一颗初心，一生践行——飞机检查方法 雷锋精神 飞机维护理论基础 石慧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0
科技兴国，强国有我——以《尾座套筒缸调

速系统设计搭建与调试》课堂教学为例
铸魂育人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刘文娟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1 幼儿教师职业素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学前教育学 徐丽 鞍山师范学院

92 编程基础 铸魂育人 数控加工编程 杨茜、王纯杰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93 民族文化瑰宝——辽代陶瓷 铸魂育人 中国陶瓷史 丁玲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4
践行管理创新理念，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管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铸魂育人 管理学基础 王冬冬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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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润德无声，育人无形——将思政元素融入经

济学课程初探
铸魂育人 经济学基础 郝娜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96 《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铸魂育人 中国画 周艳秋 鞍山师范学院

97
探索职业兴趣——不忘初心，在岗位中实现

自我价值
铸魂育人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李香凝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98 培养优雅仪态 修炼端庄坐姿 铸魂育人 公共关系与社交礼仪 聂焱鑫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