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浙高教学会〔2021〕8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校 2021 年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系列活动的通知 

 

浙江省各高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浙

江省教育厅《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切实推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联合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联盟，决定开展浙江省高校 2021年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系

列活动，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浙江省高校 2021年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系列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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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 2021 年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系列活动 

 

为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浙江省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着

力构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体现时代要求、彰显浙江特色的课程

思政体系，进一步推动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共识、提升广大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完善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体制机制，由浙江省教育厅指导、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和浙

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主办，开展 2021 年度课程思政

系列活动。 

活动跨度 2021年 4 月-7月，包括课程思政大讨论、课程思

政现场交流会、微视频征选、案例征集、‚浙派名家‛课程思政

精彩一课、‚红船精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等，承办高校有浙江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商

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杭州

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嘉兴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浙江水利

水电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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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课程思政大讨论 

一、活动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与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聚焦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什么、怎么建、谁来建、为谁建等重大问题，

进一步凝聚师生课程思政理念共识，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

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

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二、活动内容  

课程思政大讨论在‚红船精神+‛研讨会上正式启动，共分

四大板块：课程思政教学专题论坛、书记校长课程思政专题笔谈、

课程思政专题征文、课程思政大讨论成就展。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一）课程思政教学专题论坛 

由各校在校内组织 1 次课程思政教学讨论活动；结合讨论主

题，组织开展 1 次线下教学论坛活动。 

1.形式要求。论坛可围绕课程思政的内涵、意义，课程思政

的建设与实施路径，契合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的考核和效果评价等主题进行。论坛形式：结合讨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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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各校在校内分别组织两次主题论坛活动：1 次全体教师教学

集中研讨会、1 次专家线下教学论坛活动。 

2.材料要求。每所高校提供三份材料：一篇活动总结、至少

10 张照片（每次活动不少于 5 张）和线下专家教学论坛视频。

活动总结不少于 300 字，标题为二号，字体采用方正小标宋简体，

正文为三号，字体采用仿宋 GB_2312，行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

照片格式为 JPG 文件，容量不大于 1M，尺寸大小为 1024*768

像素，分辨率为 72 像素/英寸，取景要求包括一张活动全貌；活

动视频为 MP4 格式，时长 20-30 分钟，视频清晰度不低于 720P，

音视频清晰，无噪音，视频大小建议不超过 1G。 

3.材料提交。以上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联系人邮箱，主

题命名为‚学校名称+课程思政教学专题论坛‛。 

邮寄地址：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行政楼 127 

电子邮箱：xiaozheng.5@163.com 

联系方式：姓名：孙老师，电话：0571-86732591 

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14 日 

参加人员：浙江省各高校师生代表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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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记校长课程思政专题笔谈 

拟以‚书记校长谈课程思政‛形式，围绕活动主题，由各校

书记或校长撰写理论文章 1 篇。择优形成论文集，优秀文章推荐

浙江教育报或教育之江专栏发表。 

文章要求： 

1.内容要求。文章可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机制建设‛‚课程

思政内涵、特点与路径‛‚课程思政的原则与策略‛‚教师课程思

政意识与能力提升‛‚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协同效应‛等主题展

开，注重学术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2.文字格式要求。每篇文章字数控制在 1500-2000 字左右，

标题为二号，字体采用方正小标宋简体；正文为三号，字体采用

仿宋 GB_2312；行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 

3.其它。本次笔谈采用电子文档提交方式，电子邮件主题命

名为‚学校名称+校长书记笔谈‛。 

电子邮箱：chenhong@cjlu.edu.cn 

联系方式：陈老师，0571-86836017 

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 

参加人员：浙江省各高校书记、校长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中国计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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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专题征文 

从高校干部、教师、学生等不同层面，围绕活动主题，进行

课程思政征文活动（3000 字左右）。每所高校干部、教师不少于

5 篇，学生不少于 10 篇。优秀征文推荐至浙江教育报或教育之

江专栏发表。 

教师征文要求：征文写作逻辑严谨、文风清新朴实，理论联

系实际，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宣传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文章以

论文的形式提交（包含标题、关键词、摘要、正文和参考文献）。

征文主题包括不限于：1.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如：课程思政的原

则与策略、评价与质量保障等，注重学术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2.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如：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与实践等，注重学术性、创新性。 

学生征文要求：1.紧扣‚我最喜爱的一门课‛这一主题，在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专业课、通识教育课等课程学习中，

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同时启迪了‚三观‛、受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获得大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得到‚新四会‛能

力的培养，对‚课程思政‛价值引领、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价值引领元素切入点等予以充分肯定。2.征文为原创、未公开发

表，非调研报告。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清新朴实。题目自

拟，可加副标题。征文以论文形式写作（标题三号黑体；正文小

四宋体，行间距 1.5 倍）。 

教师征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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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 

电子邮箱：ymqi@hdu.edu.cn 

联系方式：祁老师，0571-86878588 

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 

参加人员：浙江省各高校师生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负责高校干部、教师征文） 

学生征文联系：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学林街 583 号，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

务处 

电子邮箱：zxc5639@126.com 

联系方式：刘老师，0571-86929129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10 日 

参加人员：浙江省各高校师生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负责学生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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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大讨论成就展 

各校对大讨论活动进行总结并制成图片、视频，由承办单位

统一制作视频片头，在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网站进

行展出。专题笔谈和专题征文形成论文集进行展示。 

材料要求：课程思政大讨论前三大活动集中承办单位需提交

2 份材料。1 份为活动视频材料，MP4 格式，时长 20-30 分钟，

视频清晰度不低于 720P，音视频清晰，无噪音，视频大小建议

不超过 1G；1 份为图片、活动总结、获奖作品、论文集等（除

图片外，均需纸质与电子版）。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学源街 998 号，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 

电子邮箱：20080756@cuz.edu.cn 

联系方式：唐老师，0571-86832095 

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10 日 

参加人员：浙江省各高校师生代表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三、活动要求 

（一）聚焦活动主题。围绕大讨论主题，抓重点，抓难点，

推动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共识，提升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的意识和能力，并为下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工作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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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全员参与。各校根据自身实际，采用多种方式，

让教职工广泛参与学习、讨论；通过大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更

新理念，梳理问题、加强整改，总结经验、促进发展，深化改革、

明确目标。 

（三）持续加强宣传。各校在校网开设课程思政大讨论网上

专栏，主动及时地提供集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于一体的课程

思政网络资源；在学校校报举办专刊、专栏，宣传报道大讨论活

动，刊发优秀的讨论成果，介绍典型经验，宣传研讨成果，努力

营造立德树人的良好舆论氛围。各校在开展大讨论活动过程中形

成的相关成果（报告、总结等）、新闻稿、活动图片，提交工作

小组，形成汇报总结工作报告报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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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 课程思政现场交流会 

一、活动目的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

大会、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深入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和《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

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创新，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联盟决定举办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现场交流会，按

学科类别设分会场 5 个。现场交流会结束后，将分享经验和典型

案例汇编成册，为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二、活动内容 

分会场一：农医类 

1.会议主题与内容 

主题：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研讨会暨农医类课程思政现场交

流会 

内容：深入研讨课程思政建设经验，为各高校课程思政‚建

什么、怎么建、谁来建、为谁建‛搭建经验交流平台，进一步做

实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推动形成浙江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2.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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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 

3.参会人员 

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相关负责人 

浙江省农医类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相关负责人 

浙江省高校农医类院系相关负责人 

浙江省高校农医类相关教师 

其他对课程思政建设感兴趣的教师和学生 

4.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5 月 15 日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5 月 15 日 

9:00-9:30 领导致辞 求是大讲堂 

9:30-10:10 专家报告 1 求是大讲堂 

10:30-11:10 专家报告 2 求是大讲堂 

11:10-11:50 专家报告 3 求是大讲堂 

12:00-13:30 午餐 紫金港校区 

13:30-16:00 

分会场 1. 农学类课程思政交流研讨 紫金港校区 

分会场 2. 医学类课程思政交流研讨 紫金港校区 

全天 课程思政优秀案例现场展示 求是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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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21 日 课程思政线上教学观摩（http://course.zju.edu.cn/） 

5.会务安排 

（1）报名注册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提供午餐，交通住宿自理。请参会

人员于 5 月 7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2）报到时间和地点 

5 月 14 日下午 15:00-21:00，紫金港国际饭店（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申花路 796 号，近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5 月 15 日上午 7:30-8:30，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求是大讲堂 

（3）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卢晓剑，方媛媛 

电    话：13251028882，0571-88206416 

 

分会场二：理工类 

1.会议主题 

浙江省高校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交流会暨长三角高等

工程教育联盟课程思政研讨会 

2.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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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作典型课程思政教学育人经验分享报告 

课程思政专题研讨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现场教学观摩 

3.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协办单位：浙大城市学院 

4.参加人员 

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联盟相关负责人 

浙江省高校及长三角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相关负责人 

浙江省高校理工类院系相关负责人、教师 

长三角高校二级院系相关负责人、教师 

其它对课程思政建设感兴趣的教师和学生 

5.会议日程（具体见议程安排） 

（一）5 月 21 日 

15:00-20:00 参会人员报到 

报到地点：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海外海皇冠大酒店 

（二）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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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  课程思政专题报告 

13:30-16:20 分论坛专题研讨(含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主会场：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师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 

（三）5 月 17 日-5 月 21 日 

现场教学观摩线上直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6.会务安排 

本次交流会不收取会务费，会务工作由浙江工业大学具体负

责，统一安排 5 月 22 日中餐，参会人员的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请参会人员于 5 月 15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会议报到地点：5 月 21 日在杭州拱墅区上塘路海外海皇冠

大酒店报到，5 月 22 日上午九点前在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师

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入场处报到。 

会议住宿地点：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海外海皇冠大酒店（标

准间 500 元）；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海外海假日酒店（标准间 310

元）。 

会务联系人：毛珣，徐文立 电话：0571-88320239，88871056 

会务组邮箱：jxk@zjut.edu.cn；xwl@z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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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议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议程 地点 

5月 21日 15:00-20:00 参会人员报到 
杭州拱墅区上塘路海外海

皇冠大酒店 

5月 22日 

上午 

8:30-9:00 会议报到 

9:00-9:30 

浙江省教育厅领导致辞 

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联盟主席致辞 

浙江工业大学领导致辞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师

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 

9:30-10:10 特邀省外专家报告 1 

10:10-10:30 茶 歇 

10:30-11:00 特邀省内专家报告 2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师

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 
11:00-11:30 特邀省内专家报告 3 

11:30-12:00 特邀校内专家报告 4 

5月 22日 

中午 
12:00-13:30 午 餐 

5月 22日 

下午 

专题研讨论坛一 
13:30-14:00 特邀报告 1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14:00-14:30 特邀报告 2 

14:30-15:00 特邀报告 3 

茶 歇 

15:20-15:5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1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15:50-16:2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2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专题研讨论坛二 
13:30-14:00 特邀报告 1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14:00-14:30 特邀报告 2 

14:30-15:00 特邀报告 3 

茶 歇 

15:20-15:5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1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15:50-16:2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2 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 

 

分会场三：教育类 

1.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周五）13:30-17:00 

2.报到时间：13:00-13:30 

3.会议地点：杭州师范大学 

4.会议主题：教育类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分享 

5.参会对象：浙江省师范类专业教师及其教学团队和各高校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二级学院教学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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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7.会议议程： 

阶段 主题 主讲嘉宾 

13:30-13:40 交流会开幕致辞 校领导 

13:45-14:45 特邀报告 1 省内专家 

14:45-15:15 讨论交流  

15:15-15:30 茶歇 

15:30-16:00 特邀报告 2 省内专家 

16:00-16:30 特邀报告 3 省内专家 

16:30-17:00 特邀报告 4 校内专家 

8.向省内师范院校征集优秀案例，会议期间做展板展示，会

后形成优秀案例集。 

 

分会场四：人文社科类 

1.会务组织 

（一）会议主题 

人文社科类课程思政建设交流会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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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三）会议时间 

2021 年 5 月 29 日（具体见议程安排） 

（四）会议地点 

浙江工商大学综合楼二楼报告厅 

（五）会务工作 

本次交流会不收取会务费，会务工作由浙江工商大学具体负

责，统一安排 5 月 29 日中餐，参会人员的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会议报到地点：5 月 29 日上午九点前在会场外报到（浙江

工商大学综合楼二楼报告厅） 

会议住宿地点：杭州歌江国际大酒店 

会务联系人:张兴琳 13757158255,0571-28877207 

会务组邮箱：jwcjxgl@126.com 

2.议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张光新（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9:00-9:10 校领导致辞 校领导 

9:10-9:40 特邀报告 1 省外专家 

9:40-10:10 特邀报告 2 省内专家 

休息 10 分钟 

10:20-10:50 特邀报告 3 省内专家 

10:50-11:20 特邀报告 4 校内专家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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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3:30 现场教学观摩 1 省高校征集 

13:30-13:50 现场教学观摩 2 省高校征集 

13:50-14:20 现场教学观摩 3 省高校征集 

14:20-14:5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1 省高校征集 

14:50-15:20 教学设计案例分享 2 省高校征集 

15:20-16:00 专家点评、提问、讨论 联盟特邀专家 

散会 

 

分会场五：艺术学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和《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全面推进艺术学类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拟定于 2021 年 6 月 3 日-4 日举办浙江省高校

课程思政现场交流会（艺术学类）。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主题 

围绕艺术学类课程思政相关工作展开交流，进行案例分享，

总结教学经验。 

2.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浙江音乐学院 

3.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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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负责人；浙江省艺术类高校教务处负责人和

课程思政任课教师；浙江省高校艺术学类课程思政工作负责人和

课程思政任课教师。 

4.会议议程 

6 月 3 日，9:30-16:30 

主会场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南苑大会议室 

9:30-10:00   会议开幕式，介绍本次会议议程及与会嘉宾 

10:00-10:30  领导致辞 

10:30-10:50  中场休息  

10:50-12:00  艺术学类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分享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分享及讨论 

6 月 4 日，9:30-16:30 

课程思政教学观摩和成果考察 

5.会务安排 

会议报名：高校参会代表于 5 月 14 日前扫描二维码报名。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住宿自理，提供中餐。 

报到时间：6 月 3 日 9:00-9:30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南苑大会议室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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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享征集：本次交流会面向各艺术院校和高校艺

术学类专业征集课程思政案例，拟分享的学校和代表，请在报名

时报送分享主题，分享内容时长以 15 分钟为宜。 

（二）案例汇编：现场交流会结束后，将分享经验和典型案

例汇编成册，为推进高校艺术学类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分会场六：高职类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扎实推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工作，经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杭州召开浙江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 

2021 年 5 月 12 日（周三）下午 14：00-17：00 

2.会议地点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明理报告厅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东区学源街 118 号 

3.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职党建研究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4.会议主题 



 

20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 

5.会议内容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

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精神，结合高职教育工作实际，部署落实《浙江省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实施方案》（浙教高教〔2020〕61 号）要求； 

（二）交流展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工作的做法经验； 

（三）现场观摩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样板课堂； 

（四）研究部署全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工作。 

6.参会人员 

省教育厅有关部门负责人； 

全省高职院校分管教学负责人、教务处负责人及相关教师，

每所院校原则上不超过 5 人。 

7. 征集案例说明 

（一）为更好提升研讨交流效果，会议将征集高职院校课程

思政建设典型案例，并汇编成集（原则上每个院校提交 1 个课程

思政案例）。 

（二）案例从基本情况、工作措施、取得成效等方面撰写（字

数控制在 3000 字以内，配图不多于三张）；案例以 PDF、WORD

两种格式报送，文件名为‚学校名+案例题目‛。 

（三）请将案例于 2021 年 5 月 5 日 15：00 前发送至邮箱：

jwc@zfc.edu.cn。 

mailto:jwc@zf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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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事项 

（一）请各位与会领导提前安排工作议程，以便及时参会。 

（二）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用，交通住宿费自理。 

（三）根据相关要求，请参会人员自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四）请各位参会代表于 5 月 8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参

会。 

 

三、活动要求 

（一）聚焦典型分享，分类开展交流。依据课程思政大讨论

成果，聚焦学科大类特色，为全省各高校各学科提供有效可参考

的课程思政教学育人经验和案例，向形成课程思政理念共识迈进

坚实的一步。 

（二）联盟高校示范，全省高校参与。鼓励浙江省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联盟的高校成员积极带头示范分享课程思政建设

案例和经验，全省各高校共同开展交流和研讨，形成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的可喜势头。 

（三）形成交流成果，持续加强宣传。将课程思政现场交流

会的典型经验和优秀教学设计案例汇编成册，为各高校后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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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案例资源和教学示范，为浙江省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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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 “优秀教师说课程思政”微课征选、课程思政典型

案例征集 

一、活动目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全省

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和《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强化课程育人功能，提升课程育人实效，积极推进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创新，经研究，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

决定在全省开展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和教学案例征集活动。 

二、活动内容 

征集一：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 

1.建设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紧扣‚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主线，深入挖掘和提炼各类课程

所含的价值引领元素，并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协同推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形成‚三全‛育人格局，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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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3.征集目标 

通过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的征集，进一步总结凝练、宣传

我省在课程思政教学方面的典型经验，为进一步扎实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积累素材，展示我省教育办学水平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

果。2021 年面向全省高校遴选 300 门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

其中本科 150 门、高职 150 门。 

4.征集范围及要求 

（一）征集范围与形式 

全省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不含思想政治理论课）。

其中获得浙江省第一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微课

专项赛一、二等奖的课程自动入选本次征集活动，相关材料需要

重新提交，但不占学校推荐名额。 

（二）学校推荐名额 

浙江大学可推荐 12 门微课，省重点建设高校可推荐 7 门，

普通本科高校可推荐 4 门，独立学院可推荐 2 门。国家‚双高‛

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可推荐 6 门，省级‚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

可推荐 4 门，其他高职院校可推荐 2 门，并适当考虑学科和专业

分布。 

（三）征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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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四）征集要求 

（1）申报材料包括微课设计书和 2-3 个微课教学视频等材

料。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视频要求：8-12 分钟；分辨率在 720P

及以上，采用 MP4 格式，大小在 300M 以内；要求图像清晰稳

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视频中标注出镜人姓名、单位、课程

名称等信息。 

（2）作品应保证教学设计相关材料的原创性，不得抄袭、

剽窃他人作品，如产生侵权行为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由作品提

供教师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3）入选的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将汇编出版（新形态教

材），如有不同意出版的课程，请务必在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

汇总表中注明。 

5.时间安排 

（1）5 月 10 日前，高校指定一名工作人员，填写《课程思

政优秀教学微课征集工作联系人信息表》(附件 1)，并发送到

jfzx@zjnu.cn 邮箱。 

（2）5 月 20 日前，高校指定工作人员根据限额确定推荐的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填写《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汇总表》

(附件 2)发送到 jfzx@zjnu.cn 邮箱，相关微课设计书（附件 3）和

微 课 教 学 视 频 等 材 料 上 传 指 定 网 址 ：

http://zjwk.contest.chaoxing.com/portal。 

http://zjwk.contest.chaoxing.com/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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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月底前，组织专家评选确定 2021 年课程思政优秀教

学微课。 

联系人：管雁，jfzx@zjnu.cn，0579-82283936，15888993392。 

 

附件:1.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征集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2.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汇总表 

     3.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设计书 

     4.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评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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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征集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单位名称 
高校类型（本科高

校/高职院校） 
联系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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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课程名称 
课程所属学科

门类/性质 
教师姓名 微课视频名称 联系电话 是否授权出版 备注 

       

       

       

       

       

       

注：获得浙江省第一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微课专项赛一、二等奖的课程请在备注栏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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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设计书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1：  授课对象：  

微课章节名称  

教学设计 

切入课程思政

的课程知识点 

（具体的课程知识要点） 

 

课程育人目标 

 

 

知识点与育人

元素结合的教

学设计 

 

（包括知识点教学过程中如何切入与衔接育人元素、课程思政具体内容、运

用什么方法组织实施等；2- 3 个教学设计，每个设计分开陈述，不够可另附

页） 

 

 

 

特色及创新

（3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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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通识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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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微课评选标准 

 

指标 主要内容        分 值 

课程育人

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本，紧扣“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这一主线，培养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教学实效；教学目标

明确，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

道德修养等重点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5 

 

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 

 

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课程思政教学内容饱满。反

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先进文化、科学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等。 

20 

教学设计 

符合学生的品德、品格、品性养成规律；知识点与思

政教学切入与转换自然流畅，教学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

逻辑性强；教学组织与实施注重学生参与。知识传授与立德

树人契合度高。 

30 

教学方法 

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能根据思政品

德养成规律选用灵活适当的教学方法；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合

理，正确选择使用各种富媒体，教学辅助效果好。 

10 

教学成效 

能引发学生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坚定理想信念，以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认同，能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有获得感。 

10 

教学特色 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等方面有亮点新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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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二：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 

1.建设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紧扣‚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主线，深入挖掘和提炼各类课程

所含的价值引领元素，并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协同推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形成‚三全‛育人格局，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3.征集目标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进一步总结凝练、宣传我省在

课程思政教学方面的典型经验，为进一步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积累素材，展示我省教育办学水平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果。   

4.征集范围及要求 

（一）征集范围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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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面向全省各高校征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形式

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文字稿。其中：浙江大学可推荐 16 项案例，

省重点建设高校可推荐 8 项，普通本科高校可推荐 5 项，独立学

院可推荐 3 项；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可推荐 8 项，省

级‚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可推荐 5 项，其他高职院校可推荐

3 项，各校适当考虑学科专业分布。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联盟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单位可额外推荐 2 项，常务理事单位可

额外推荐 1 项。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三）征集要求 

（1）课程思政教学典型案例要强化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明

确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突出价值引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

效性、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广性。 

（2）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中蕴涵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

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性和知

识性的统一，达到专业知识与育人元素深度融合。 

（3）各高校根据分配名额组织好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评选和

推荐工作；学校推荐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上报时需进行排名。联

盟将组织专家评审本科、高职院校案例，各评出特等奖 30 项、

一等奖 70 项、二等奖 100 项，入选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案例将汇

编成册出版（新形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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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文字稿要求：字数 5000 字左右，含

课程概况、课程目标、思政元素、设计思路（知识点教学过程中

如何切入与衔接育人元素、课程思政具体内容、运用什么方法组

织实施等）、育人元素实施案例、特色及创新、教学效果等，需

有适当图片支撑。 

5.征集方式 

（1）各高校教务处指定一名工作人员，填写《课程思政教

学 案 例 征 集 工 作 联 系 人 信 息 表 》（ 附 件 2 ）， 发 送 到

jxk@zjut.edu.cn。 

（2）各高校汇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文字稿，并填写《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征集汇总表》（附件 3），打包后（压缩包命名为学

校名称）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之前发送到 jxk@zjut.edu.cn。 

（3）联系人：沃崇娜，联系电话：0571-88320047；陈冲，

联系电话：0571-88320538。 

 

 

附件 1：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附件 2：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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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单位名称 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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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汇总表 

学校（公章）： 

推荐

排序 
推荐高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职称 联系方式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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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要求 

1.全省高校 100%参与作品征集活动。 

2.推动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共识，提高各高校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重视和建设热情。 

3.扩大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影响力，提高其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的关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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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四 “浙派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课 

一、活动目的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工作，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充分发挥各类高水平人才引领作用，实现‚三

全育人‛的目标，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浙派名家’课程思政

精彩一课‛系列活动。 

二、活动主题 

本次‚‘浙派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课‛系列活动的主题是

‚培根铸魂有担当，三全育人齐发力‛。 

让各类高水平人才带头开展课程思政，充分发挥浙派名家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级专家崇高的师

德师风塑造人、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人、深厚的学术造诣培育人，

从而凝聚起强大的课程育人合力，有效提升课程育人成效，引导

全省高校教师研究课堂、研究课型，牢抓课堂教学主渠道，提升

教学效益，提高教学质量。 

三、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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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内容与安排 

1.征集范围 

2021 年拟征集两个层次‚课程思政精彩一课‛教学视频共

计 32 个，包括两院院士 16 个，其他长江学者或特级专家 16 个。 

征集全省两院院士‚课程思政精彩一课‛教学视频，浙江大

学报 8 个，其他具有全职院士的高校每校报 1 个。 

征集其他名家教学视频，浙江大学 8 个，其他高校每校限报

1—2 个。 

2.征集时间 

2021 年 6-7 月，其中两院院士‚课程思政精彩一课‛教学视

频征集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其他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课‛

教学视频征集截止时间为 7 月 30 日。 

3.征集要求 

（1）‚课程思政精彩一课‛教学设计要紧扣‚坚定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主

线，突出价值引领，结合所在学科专业、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

求和特点，优化课程教学目标定位，确定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

的切入点，科学设计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路径，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

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广性。 

（2）‚课程思政精彩一课‛主讲人能深入挖掘和提炼各类课

程所含的价值引领元素，通过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方式，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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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有机融合，提高课程育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各高校应认真组织‚课程思政精彩一课‛视频征集工

作，要保证教学设计相关材料的原创性，录制的视频应经过学校

相关部门审核把关，在限期限额内报送。 

（4）‚课程思政精彩一课‛视频录制相关要求： 

■课程设计需包括课程基本概况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视频要标注主讲人信息，主讲内容须与主讲人学科背景相

一致； 

■每个视频时长为 20-25 分钟，采用 MP4 格式，大小在

500M 以内。要求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主要教

学环节有字幕提示。具体视频技术指标要求为：视频压缩采用

H.264（MPEG-4 Part10：profile=main，level=3.0）编码方式，动

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 2500Kbps，最低码率不得低于

1024Kbps，帧率为 25fps，分辨率不低于 720×576（4:3）或 1024

×576（16:9），音频采样率 48KHz，码流率 128Kbps（恒定）。 

4.征集方式 

（1）由各高校进行‚浙派名家‛推荐，并于 5 月中旬前将

二个层次名单报到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秘书处，由联盟

秘书处与各名家就‚课程思政精彩一课‛选题内容、上课时间和

形式进行交流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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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高校录制好二个层次‚课程思政精彩一课‛教学视

频，于规定时间内发送到 gdcc@zjut.edu.cn。联系人：陈冲,  联

系电话：0571-88320538。 

五、活动要求 

1.系统有序推进。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聚焦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精心做好“„浙派

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课”名家遴选和宣讲内容把关工作。 

2.强化工作落实。各高校要为“„浙派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

课”宣讲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3.营造浓厚氛围。运用各类平台和各种形式开展全媒体、立

体式传播，加大对‚‘浙派名家’课程思政精彩一课‛的宣传报

道力度，全面反映宣讲工作的实践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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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 “红船精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 

一、活动目的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

大会、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浙江省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创新，弘扬以红船精神为代表

的具有浙江特色的革命精神和浙江精神。 

二、活动主题 

以‚红船精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积极实践课程思政教学

新途径，打造一批‚红船精神+‛综合教育教学示范活动，围绕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形成课程思政教学的浙江经验。 

三、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联盟 

承办单位：嘉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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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内容与安排 

活动于 4 月正式启动。各校可以根据本校育人特色，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等，制定本校活动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船

精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 

今年开展至少一项活动，形式不限。包括第一、二、三课堂

等。 

1.《‚红船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汇编》编写。 

按照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浙江精神四个板块，

组织编写契合各板块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重点突出以红船精神

为代表的具有浙江特色的革命精神。 

2.主题考察探访活动。 

有效利用各类红色基因场馆、基地等，以党建、团建为引领，

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实地考察、访谈探究、观看专题片等，深

入领会‚红船精神‛的内涵和意义，感悟具有浙江地域文化个性

和特色的 ‚浙江精神‛。 

立足实际，结合党史学习，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红色

故事，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时刻重温‚红船

精神‛、开展‚红船精神+‛系列活动的重要意义。 

3.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立足红色传承、立足强国建设，通过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百万师生大实践‛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和创

新创业等活动，引导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

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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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要求 

（一）聚焦活动主题。‚红船精神+‛是指以红船精神为代表

的具有浙江特色的革命精神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的浙江精神。通过‚红船精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的举办，教

育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与家国梦想结合起来，主动投身国家建设

民族复兴大业。 

（二）积极参与编写案例汇编。每所学校提交 1 个契合红船

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或其他浙江革命精神、

浙江精神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截止时间 5 月 31 日。（三）引导教

师学生广泛参与。各校根据自身实际，采用多种方式，吸引师生

广泛参与。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激励师生勇做‚红船精神‛的

忠实守护者、坚定传承者和自觉践行者。 

（三）持续加强宣传。利用各校校网、校报、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等平台，及时报道‚红船精神+‛系列活动情况，刊发优

秀案例分析，宣传主题实践教育成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推动

活动深入开展。  

（四）及时总结活动成果。各校活动开展的进展情况和新形

式、新内容、新办法要及时总结梳理；在开展‚红船精神+‛系

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成果（报告、总结等）、新闻稿、活动

图片，提交嘉兴学院。 

活动联系人：嘉兴学院  陈 伟（15024373595）  

邮箱：cw@zjxu.edu.cn 

 

mailto:cw@zj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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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联盟 

2021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