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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课程思政既作为新的思政理念，针对于思政教育改

革，又作为重要的课程理念，具有课程教学改革深远的

价值和很强的指导意义。作为新时代的教育理念，课程

思政同样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好创新趋势，不断挖

掘有效载体与路径，强化课程的育人功能。

1    教学整体设计

1.1    课程内容重构
基于“岗、课、赛、证”要求，依据《高等职业学

校专业教学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和《计

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标准（试行）》，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方

面的岗位需求和

和全国职业院校

技 能 大 赛 内 容，

参 考 多 门 教 材，

进行授课内容重

构。最终课程内

容分为两个场景，

七个项目，以“老

子故里场景”（项

目三和项目五）

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字化场景”

（项目四、项目六

和项目七）为两

条主线贯穿知识

点。本次研究内

容为项目四：非物

质文化遗产模型

制作，难易程度

课程思政在高职课程《三维建模技术 3ds Max》中
的研究与探索

张瑞    楚书来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周口    466001）

摘要：课程思政是目前高校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实践探索，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
一个重要方向。加强对高校课程思政内涵的理解，探索课程思政行之有效的机制，对课程思政的推进和教
学改革的实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次研究以高职课程《三维建模技术 3ds Max》为例，基于“岗、课、
赛、证”要求，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所有内容与思政进行恰当的融合。

关键词：课程思政；高职课程；3ds Max

为中。本项目对应的岗位是：VR 3D 建模工程师和元宇

宙——人体捏脸师（新岗位）。课程内容重构具体如图 1
所示。

1.2    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软件，独立设计完成作品，具备企

业岗位人员工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自我学习、问题

解决的能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严谨求实的

科学态度、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引

领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依据专业培养目标、岗位要求、职业标准确定三维

目标，即素质目标、知识目标、技能目标。本课程对应

图 1    课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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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为“数字创意建模”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虚拟现实工程技术应

用”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数字创意建模”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其职业

技能认证体系，是由浙江中科视传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完

成。“虚拟现实工程技术应用”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及其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是由中科泰岳（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研制完成。两个职业技能等级都分为三级：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级别逐次递进，高级别包含低级别职

业技能要求。在校期间使学生既能获得毕业证书，又能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书证融通。

1.2.1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乐于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2）培养热爱本职工作的职业精神；

（3）培养细致严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5）培养高度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意识；

（6）培养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艺术修养，打造民族特色；

（7）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打造文化自信；

（8）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1.2.2    知识目标

（1）熟练掌握复合建模的使用方法（1+X 证书考核点）；

（2）熟练掌握多边形、网格创建模型的使用方法（1+X
证书考核点）；

（3）掌握场景搭建及合并的使用方法。

1.2.3    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使用复合对象创建模型；

（2）能够熟练使用多边形、网格创建模型；

（3）能够进行场景的搭建及合并。

1.2.4    书证融通

（1）数字创意建模；

（2）虚拟现实工程技术应用。

1.2.5    本课程对应岗位

（1）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2）VR 3D 建模工程师（本项目对应）；

（3）VR 3D 动画工程师；

（4）元宇宙——人体捏脸师（新岗位）。

2    思政素材的引入

本课程分为以下两个场景：老子故里场景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化场景。

2.1    老子故里场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老子故里

场景旨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老子道家文化，感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让老子

文化走出国门，传播于世界。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场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

定，从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

记录着人类社会风俗人情、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思想等

重要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基因、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气质情感、精神特质等因素，

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

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因此，《三维建模技术

3ds Max》课程案例选取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

学内容，以“非遗文化 · 数字传承”为主题，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三维设计。运用数字技术实现非遗文化创

新、转化，目的是使现代数字化技术和传统非遗文化有

机结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文明中真正实现活态

传承。

3    以“项目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型制作”为例进行
思政设计

本项目以“非遗˙传承”为主题，所有的素材源

于真实物件，取中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原型。本

项目思政具体如下。

（1）景德镇瓷器的制作：中国是人类“瓷”文化的

发源地，是瓷器的故乡，在世界素有“瓷国”之誉。所以，

瓷象征着中华文明，也是中国送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

（2）安徽歙砚的制作：优良的砚石有“坚、柔、润、

健、洁、细、腻、美”八德。以砚喻人，倡导优良品德。

（3）陕北唢呐的制作：“百鸟朝凤”是唢呐之精髓，

扬大自然万物之风帆。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山东大鼓制作：《荀子˙议兵》中提到：“闻鼓

声而进，闻金声而退。”战鼓这种精神文化还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像先辈一样勇往无前，有敢于在战场上厮杀

的勇气，东风吹 , 战鼓擂，美人醉盼君回，捷报飞壮士归，

为后世的人民拼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5）甘肃庆阳香包的制作：庆阳香包造型丰富、淳

朴典雅、芳香浓郁、图案精美，表达着人们的趋吉避邪、

图腾崇拜、祈求子孙繁衍、福寿平安、爱情幸福和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6）淮阳泥泥狗的制作：它既寄托了人们保佑祝福、

求吉纳瑞的美好愿望，又突出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

“美”的往往不一定就是“善”，而“善”的往往就是“美”的。

（7）女娲模型的制作：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

世女神。主要成就：造物造人，补天救世；社稷福神，

先灵圣贤。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最原始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和奉献精神。

4    特色与创新

4.1    融入“非遗”，提升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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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肯定，以及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报有的坚

定信心。对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将其融入思

政教育，可以促进学生了解不同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在

对比中加深对“非遗”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的理解，促

进“非遗”的传承；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来说，在思政教

育中融入“非遗”，是为学生打造一个接触“非遗”的平台，

通过理论学习、实践体验，逐步了解“非遗”中所包含

的国家文化、国家精神，可以打破学生固有的思维定式，

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文化自觉，从而提升文化自信。

4.2    按递进层次实施教学
根据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及任务实施过程中学生所

选级别，判断出学习能力的强弱，实施分层教学；对学

习能力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策略，个性化辅导，体

现因材施教。

按照知识内容的难易程度，分别对应易、中、难三

个级别。不同的级别有对应的要求，学生根据自身情况，

自主选择不同的层级。教师依据学情，采取不同的对策。

鼓励学生获取更高层级，实现学习能力由弱到强。具体

如图 2 所示。

4.3    书证融通
结合“数字创意建模”和“虚拟现实工程技术应

用”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学

校和企业合作频繁，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就业方向更

加明确。能够最终有利于用人单位对从业者工作任务完

成质量的评价，满足企业需求，个体就业需求，也有利

于就业者自身的成长。

5    反思诊改

5.1    教材需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课程内容，我们虽然把课程重构，但是没有形

成并出版教材。只是在教案上做文章。力争尽快编辑与

之配套的教材并正式出版。

5.2    完善评价标准
对学生的作品评价量化指标还不太完善，后期的教

学过程中，依据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量化评价及考

核机制，使教学评价更有据可依。

5.3    深化改革，推行 1+X 证书
需要进一步推行 1+X 证书制度，与企业深度融合。

不断深化“三教”（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提高

职业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需求的能力。

6    结语

秉承“隐形教育，立德树人”的宗旨，将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以隐性思

政的功用，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课程思政的核心特

点是隐性教育，其真正内涵是把价值观培养和塑造起

来，通过“基因式”融入到所有课程，丰富其形式，

生动其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将教书并育人的内涵落实到课堂教学中，让所有

课程都有“思政味道”、突出育人的功能，让立德树人

润物细无声。因此，在课程思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

需要从育人理念、课堂内容与形式、教学机制等方面

给予创新，帮助课程思政顺应创新开放趋势。本课程

以老子故里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为思政点，达

到了既教书又育人的效果。

课题项目：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

项目，编号：zzjg2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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