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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高校机械制造类专业课堂体系中，机械制造基础是

一门重要的专业模块课，适应新世纪技术发展和经济竞争

力的需要，以培养复合型、制造工程专家等人才为目标，

在专业培养目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高校机械制造类

专业教育改革的深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机

械制造基础课堂知识传授中，充分挖掘先进制造技术的教

育资源，促进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知识技能教学与思想

引导的统一，构建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综合教育模式，培养

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高校机械制造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目前，虽然机械制造类专业类专业课中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入越来越深，而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道德建设、爱国

主义教育、工匠精神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等方面，却忽略

或较少地涉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教育，事实

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高度发

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随之而来。大学生知识丰富，

接受先进思想的能力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向导和传播者。

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都有示范和渗透的影响，引领

着社会主流思潮，在大学里树立和形成了正确的生态价值

观和生态责任感尤为重要，所以在高校中开展生态文明教

育必不可少。而事实上高校课堂中针对生态保护的教育并

不是很多，特别是在专业课中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在高

校的机械制造类专业课堂中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教育

愈发重要。生态文明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生态素养

和生态责任感，还可以传授生态环境知识和生态技能。

1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

1.1    高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中国传统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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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高校机械制造基础课堂融入思政教育的角度，阐述了高校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培养目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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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有效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为在机械制造基础专业课堂中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一定的教学实践
参考，帮助学校在机械类专业学生教育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学生的工匠精神，提高学生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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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机械制造基础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标包括：坚持以道德建设和教育为核心，开展工匠精

神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

自信心、认同感和民族文化归属感；培养学生专业、科学、

严谨的素质，脚踏实地、乐于工作的态度；培养学生的

爱国奉献精神；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待人真诚、求实务

实的品格；培养学生团结协作、乐于助人、共同进步的

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生态素养和生态责任感。

1.2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目标
通过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有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模块的

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规范、先进

制造技术的体系结构、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现代

自动化加工制造生产模式和特种加工技术，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更新知识的

能力，促进高校机械制造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发展。

2    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生态保护引入机械专业课堂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2.1    先进的制造技术引入机械专业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体系
在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中重点引入先进制造技术，让

学生了解先进制造的内涵、技术构成、特点、体系结构

及分类，并与传统的制造技术相对比，扩展学生的专业

知识面，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机械制造技术在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和国民生活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引入爱

国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绿

色产品的定义和内涵，培养学生保护环境意识，提高学

生对可持续发展内涵和意义的了解。此外，在使用最新

先进制造技术案例教学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职业道德、法治观念和民主责任感教育，构建完善

的思想教育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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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保护引入机械专业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生态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因此，在高校的

机械制造专业课中，对大学生进行生态环保意识教育

迫在眉睫。生态责任主要是人们在造成生态破坏时需

要承担的后果。高校的机械制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

育的过程中，应确保学生更加重视地球生态资源的使

用价值，使学生树立人人有责任保护环境的态度，主

动承担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责任，从各个方面培养学生

的生态责任意识，更加重视自然环境保护。

当前，全球生态问题严峻，发展生态文明教育刻不

容缓。强调将信息技术引入高校机械制造业思想政治教

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高校要把生态文明教育与机械制

造思想政治教育完美结合，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提高高校机械制造专业教师的责任感。确保教师具有深

刻的生态文明教育使命感，理解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使

命，认真研究生态文明教育在教育中的核心基本内容，

更好地发挥教育效果。第二，改变传统的教师教学方

法。教师不能单一采用传统的板书授课或 PPT 授课方

式，通过尝试课外实践、翻转课堂等多种方式达到生

态文明教育与专业课知识讲解的完美结合。

3    在机械制造基础课堂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教
学方法

3.1    影视资源介绍
在机械制造基础课堂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

用影视节目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增强课堂思政教育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举例来

说，纪录片《大国工匠》讲述了一位身居不同岗位的

工人娴熟梦想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一线工人兢兢业业、

勤劳卓越的工匠精神。教师可以拍摄许立平在过去 30
年里把载人航天火箭关键部件铸造在伟大的国家工匠

手中的片段，制作成微视频，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听，

引导学生学习优秀的航空行业前沿先进制造技术，让学

生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工匠精神的实践，深刻理解大

国工匠的奉献、毅力、耐心和优秀品质，让学生以大

国工匠为榜样，学习大国工匠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态度，

实现高校专业课堂思想教育的目标。

此外，教师还可提供中国机械制造行业创新发展历

史的文献资源，介绍中国制造业从小到大、赶超世界

先进技术的艰辛历程。从中国制造工业发展历程纪录

片中选取片段制作成微视频，让学生通过观看微视频

了解中国制造的发展和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制造业发展，培养学

生的报国精神。要不断把生态环保意识融入大学生思

想，通过环境装备制造业的视频案例讲解，让学生了

解专业制造知识的同时，在高校机械制造专业思想政

治课中增加生态环保价值的内容，要提高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还要筹备和组织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主题活动，

把校园文化与校园环境建设、环境保护意识结合起来，

改变部分大学生生态环境意识淡薄的现状。

3.2    扩大机械制造基础课堂教学的内容
在机械制造基础课堂中引入先进的制造技术，教师

应结合高校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人才培养需求，引

入教材以外的内容，向学生介绍本专业的最新发展趋

势和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比如，

举例说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机械制造，制造

业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是国民经济收入的

重要来源。以芯片断供事件切入，引出实体经济，特

别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要有

自己的核心技术，“中国芯”才能让国人真正放心。

讲述制造业的重要性，熏陶学生对自身专业的热

爱。剖析我国制造业从白手起家到制造业大国的发展

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的信念，争做新时代的“四有”好青年；采用视频展

示北京精雕集团使用先进电火花加工技术加工的零误

差金属，实现“无缝连接”。通过详解误差的产生原因，

让学生明白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偷工减料，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认真钻研的科学精神；教师还可以通过收集

高精密加工机床、工业机器人、3D 打印等科技创新企

业的发展历程资料，制成课件，向学生展示先进制造技

术创新的发展，激发学生艰苦奋斗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3.3    丰富机械制造基础课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程知识引入环节都重在采用举

例式引入、提问式引入和展示性引入等方法，同样在课

堂思政教育环节也习惯性采用类似的方法去做课堂引

入，比如讲“机械加工误差”知识点时，通常教师在

会告诉学生“一定要养成科学、严谨的态度，一丝不

苟的工作精神”等，这样的开展课堂思政教育不是不好，

而在于学生真正领悟和感受到的思想冲击没有那么深

刻。这里讲的要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

心”的转变就是换角色，从老师讲到让学生讲，可以

开展课前 5 ～ 10min 的分享活动，围绕某一知识点提

前布置任务，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查找资料、收集信息、

分享心得。

同样，在机械制造基础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取多

样化的教育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改变以

往以教学方法为主的教育模式，避免学生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抵制，促进学生从“方法学”向“兴趣学”过渡，

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具体的方法如下：

第一，教师要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及时总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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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校内容中涉及思想政治的教育资源，提炼精神

实质。例如，教师在先进制造技术前言内容中谈及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案例教学法。教师以学习工匠精神为主线，

介绍优秀一线工作者的真实故事，分析优秀工作者的

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向优秀学习。

第三，小组讨论。教师围绕机械制造基础中的知识

点设置话题，让学生分组参与话题讨论，培养团结合

作精神，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参观体验。在高校机械制造课程中，教师可

引导学生向当地制造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学习。在这

过程中，企业工程师通过向学生介绍最新的制造技术，

让学生真正感受先进制造技术带动的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第五，加强课堂管理。教师应加强课堂出勤管理，

教育学生独立完成作业、不作弊，培养学生诚信素质。

第六，提高备课效率。教师统一备课，通过合理使

用教材和章节，增加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拓展大学

生的理论知识面。教师要在教学方法上下功夫，把生

态文明教育以适当的方式融入思想政治课。例如，以

环境保护理论观点，将国内外最新的生态环境保护动

态时事恰当地插入课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理

论分析时事，用时事验证理论；同时，知识教育可以将

生态理念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重点结合起来，提高合理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生态意识融入生命的 
点滴。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中融入思政

教育，在传统制造和先进制造中寻找思政教育切入点。

将学校思政教育变为“专业课 + 课堂思政教育”的模

式，重点在于融入先进制造技术案例，以不同的形式融

入课程环节，有效培养学生科学严谨作风、优良的态

度和敬业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以及生态保

护的意识和责任感。在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阶段，

要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当前政治热点开展教育活

动，运用多种教育手段，使学生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思政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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