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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思政〔2019〕6 号

关于公布全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学科育人示范课程”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高校各门课程发挥育人功能，2018 年 3

月，省教育厅在全省高校启动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工

作，并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7 月开展了“学科育人示范课

程”立项建设工作。经高校申报、专家评审、媒体公示等环节，

确定吉林大学张汉壮老师讲授的《力学》课等 78 门课程为吉林

省首批“学科育人示范课程”。“学科育人示范课程”与省级精品

课程待遇等同。其他 10 门立项建设的“学科育人示范课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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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收工作，延迟至 2019 年年底进行。

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加强“学科育人示范课程”

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教

育教学体系要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大

思政”格局的重要任务。吉林省首批“学科育人示范课程”所在高

校和课程负责人，一是要进一步挖掘示范课程所蕴含的德育元

素，继续完善示范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方案和教学课件，探索推

进示范课程教学改革教材建设；二是要进一步提高专业课教师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引导专业课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履行

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努力建设一批课程

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三是要进一步加强课程管理，创新教

学方法，切实发挥示范课程带动作用，组织开展课程思政集体备

课和教学攻关，不断扩大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覆盖面，积极建

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示范高校。

全省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大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力度，不断优化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点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评价，总结凝练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好经验好做法，努力使高校

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知识传授

的同时履行价值引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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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学科育人示范课程”名单

吉林省教育厅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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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学科育人示范课程”名单

序

号
负责人姓名 所在院校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1 张汉壮 吉林大学 专业课 力学

2 于立娟 吉林大学 专业课 机电传动控制

3 王艳梅 吉林大学 专业课 商法学

4 付 君 吉林大学 专业课 农业机械学

5 田彦涛 吉林大学 专业课 控制工程基础

6 曲红梅 吉林大学 专业课 伦理学

7 盖笑松 东北师范大学 专业课 积极心理学

8 杜锡光 东北师范大学 专业课 化学科学导论

9 尹爱青 东北师范大学 通识课 音乐：从体验到表达

10 荆 雨 东北师范大学 专业课 中国哲学史

11 李金环 东北师范大学 专业课 光学

12 王晓波 延边大学 专业课 外交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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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宗成文 延边大学 专业课 园艺作物育种学

14 付跃刚 长春理工大学 专业课 光学测量

15 刘薇娜 长春理工大学 专业课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16 王志兵 长春工业大学 专业课 食品化学

17 韩凤芝 东北电力大学 通识课 大学语文

18 孙丽媛 北华大学 专业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19 宋 慧 吉林农业大学 专业课 生命科学基础

20 张景伟 吉林农业大学 通识课 英语国家文化专题

21 邵喜武 吉林农业大学 专业课 公共关系学

22 王艳华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专业课 护理学基础

23 兰 玲 吉林师范大学 专业课 宏观经济学

24 李国柱 吉林师范大学 专业课 人文地理学

25 杨春梅 吉林财经大学 专业课 财政学

26 李国荣 吉林财经大学 专业课 国民经济统计

27 张余雷 吉林外国语大学 通识课 中国概况

28 刘 佳 长春大学 专业课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9 杜 江 长春大学 专业课 政治经济学

30 张云龙 吉林建筑大学 专业课 桥梁工程 B

31 吕冬梅 吉林建筑大学 专业课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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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日学 吉林建筑大学 专业课 建筑设计

33 张端民 长春师范大学 专业课 西方经济学

34 郁 芳 长春师范大学 专业课 教育学基础

35 张 钰 吉林化工学院 专业课 材料科学基础

36 孙 威 吉林化工学院 通识课 太极拳技术与文化

37 宿晓萍 长春工程学院 专业课 走近土木工程

38 吕晓丽 长春工程学院 专业课 信号与系统

39 常桂英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专业课 生物化学

40 陈 禹 吉林医药学院 专业课 系统解剖学

41 王艳春 吉林医药学院 专业课 药理学

42 王 哲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专业课 职业学校管理

43 赵玉石 白城师范学院 专业课 政治经济学

44 罗香怡 白城师范学院 专业课 原子物理学

45 韩淑梅 吉林工商学院 专业课 微观经济学

46 霍云雷 吉林工商学院 专业课 证券投资学

47 王淑清 吉林体育学院 专业课 体育社会学

48 张 旭 吉林艺术学院 专业课 文艺美学

49 谭隽华 吉林警察学院 专业课 国内安全保卫

50 王琳琳 吉林警察学院 专业课 公安学基础理论



- 7 -

51 李 元 吉林动画学院 通识课 中国文化史

52 李 骥 吉林动画学院 专业课 动画概论

53 徐 丽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专业课 经济法

54 张辛雨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专业课 经济学基础

55 王 政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专业课 人体解剖学

56 柳国洪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专业课 急危重症护理学

57 钱雪松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桥梁工程技术

58 刘 南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电气与自动化生产线技术

59 崔 媛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仓储作业与管理

60 周云凌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税法

61 孙志才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动车组机械装置

62 马文姝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专业课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63 孟凡超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数字测图技术

64 臧 爽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课 市场营销

65 张 冰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通识课 中国传统道德及其当代价值

66 宋彦军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专业课 法理学

67 孙 颖 长春光华学院 专业课 中国现当代文学

68 王永学 长春光华学院 专业课 高等数学 B

69 李晓东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专业课 中外园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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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于 赫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专业课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71 吴 琼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专业课 JAVA 程序设计

72 尤丽新 长春科技学院 专业课 食品微生物学

73 刘芳芳 长春科技学院 专业课 中药药剂学

74 宋玮华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专业课 水泵及水泵站

75 李化东 长春建筑学院 专业课 路基路面工程

76 孙 淼 长春建筑学院 专业课 西方经济学

77 张梁雨 长春财经学院 专业课 金融学

78 师 超 长春财经学院 专业课 国际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