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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改革，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以《旅游概论》为例，从修订课程标准、挖掘
思政教育元素、创新思政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建议，并提出应从教师的教学理念、
教学能力和评价体系等方面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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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n Tourism Introd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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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at is the requirement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important speech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and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aking Tourism Introduc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vising curriculum
standards,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and inno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poses that teachers'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ability and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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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修订凸显课程思政的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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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旅游概论》课程的思政元素
项目任务内容
初识旅游

专业知识点
旅游发展势头及历史、旅
游的概念

思政教育素材

“我为家乡代言”、著名旅 家国意识、专业兴趣、爱
游风景视频/图片欣赏、旅 国情怀、制度认同、民族
游统计分享

旅游者

制约个人成为现实旅游者
的主客观条件

预期思政目标

自豪、文化自信

旅游统计数据、新时期社 家国意识、爱国情怀、
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旅游 高质量发展认同、科学精
的幸福产业定位

神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类型、旅游资源
保护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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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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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发展

旅游市场细分的依据、中 民族自豪、制度认同、职
国旅游市场的发展及构成 业素养、爱国意识
情况

旅游影响

旅游发展的影响

乡 村振 兴/旅 游城 市 有关 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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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旅 游组 织 及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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