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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育人的基本标准，也是提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养能力重要途径。从意识的角度来
说，德育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性的影响，课程思政教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课程思政是对现
代课程的一种创新和优化，在职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课程开展课程思政设计工作。
酒店管理专业因其特殊性，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也要做好相应的课程思政设计，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确保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本
文主要对酒店康乐管理实务进行课程思政研究，实现本课程教学创新优化，丰富教学内容，在实施的
过程中进行反思，不断总结经验，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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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on Hotel Leisure Management Practi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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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ity building and students cultivating is the basic standard for educating peopl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bility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ciousness, moral education has a direct impact on human behavior,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n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modern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more and more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evelop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work. Due to its particularity, the hotel management major must do a good job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ocess.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adapt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at the trained personnel can better perform their own job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al economy.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on hotel leisure management practice, realizes the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enriches the teaching content, refl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continuously summarizes
experience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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