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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必须

在高校教学中积极应用课堂实践教学，改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通过学科教学融合使得思政内容可以在教学

全过程中渗透给学生，进一步提升“立德树人”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满足学生的未来成长发展需

求。具体而言，在高校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可通过学

科教学培养出应用技能强并且具有技术创新性的高素

质人才。在职业院校教育开展过程中专业课教学是重

要内容，这些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方面的时间较长。因此，

可将人文学科的育人内容与专业课教学有效融合，积

极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

作为高校教师，必须在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将思

想政治教学与课堂知识有效融合，充分做到思政育人，

由此促进学生的发展与成长，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

目标。为此，专业课教师需要在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达

成与思政教育共同发展的教学效果，通过协同效应促

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这也是职业高等院校现

阶段必须重要探索的研究领域。本文以《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为基础，对如何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目

标进行策略分析与探讨。

1    《机械设计基础》中融入“立德树人”的必要性

与价值

随着素质改革与现代化教育的不断深入，现代的工

科教育对于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个体综合素养

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专业水平，还包括学生是否能解决

较为复杂的工程问题、学生是否可灵活运用信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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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工具、学生是否具有终身学习意识等，这些素

养要求不仅体现在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同时还体现在

个体的精神状态与综合素养等多个方面。上述所提到

的综合素养要求在高校教学过程中，不能通过几节思

想政治理论课可达成，需要各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贯

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达到协同效应，以此潜移默化地

培养学生。

《机械设计基础》是高等职业院校机械类专业的核

心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作为专业的入门级课程，对

学生的未来发展有重要作用，主要教学目标为学生通

过学习后可以熟练的设计通用零件，并且计算对应的

实际数据，从而解决工程问题。该门基础课程是学生

以往知识可以得到灵活运用的检验性课程，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实践训练培养自我的设计能力与实

践能力，因此对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由此可知，《机

械设计基础》的教学过程中融入“立德树人”可以更

好地满足现阶段职业教育院校的具体要求，并且可以

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达到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

促进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发展目标。

2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现状

2.1    以专业知识讲授说明为主，教学内容单一

《机械设计基础》的课程具有较强的基础性与学术

性，因此绝大多数的课堂时间用来讲解专业知识，所

呈现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通过对东北地区的部分高

职院校该课程的教学情况调查可知，更多的教师会在

教学过程中系统化、模块化的讲解专业知识，但对学

生思想政治观念方面的引领较少，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尽管学生可以迅速并且熟练地掌握设计基础知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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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会“刨根问底”的思考问题的本质内容，不利于

学习意识与探究意识的培养。

2.2     课堂中学生的实践环节与时间较少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在开展实践教学时仍

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与现实教学环境与教学挑战的不

足密不可分，部分学生在专业课时只能接受单一的理

论教学，因此课堂参与度较差，对专业课也没有较强

的学习兴趣。在上述理论教学模式下，学生在机械设

计专业知识的掌握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无法更

好理解机械构件的空间构成情况。

3    实施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的途径

3.1    理论教学融入“立德树人”，充分发挥理论课堂

育人功能

基于课程思政教学的《机械设计基础》创新教育并

没有把《机械设计基础》的基本课程直接变为思想政

治教育课，而只是需要老师根据《机械设计基础》基

本课程深入剖析教学中的“立德树人”，并由此提炼爱

国主义情感、中国传统工匠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人

文精神和职业素质等知识点，从而自然融入课堂之中，

真正做到了知识讲授与思想政治教学的同向并进。在

教材中加入了思政的内容，将机械设计基础教学与思

想政治教育契合点有效寻找出来，这样学生就能在机

械设计基础课堂上得到职业道德、思想价值熏陶。同时，

也有助于使用者更理解教师学习课堂，从而增加对教学

过程的归属感，培养使用者崇高的思想品格、正确的

价值观、团结合作的集体意识、严谨的职业素质，以

及敬业的敬业精神。

3.1.1    加强价值观的培养

因此，在介绍中国机械工程的渊源和历史时，把我

国古代的张衡、马钧和现代的著名航空工程设计大师顾

诵芬等不怕艰辛、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和伟大工匠高凤林

的事迹带到了课堂教学中，以培养他们艰辛斗争的精神

状态、勇于革新的勇气和探求真理的意志。同时利用大

齿轮传动系统中轮齿形成疲劳断裂，而裂纹又继续积

累扩展造成轮齿疲劳断裂的现象，说明了量化和质变

之间的辨证联系，从而指导我们取得成功是连续努力、

一点一滴的累积过程。在实际生活中“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在通过使用螺纹接头之前，必须先

要进行检查二个被连接件的正确位置从而引申到人生

的自己准确位置，找到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对人一生

的影响。在教学中教师应不断挖掘课程中蕴含的“立

德树人”，适时适量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3.1.2    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通过分析机构的自由度，引导他们认识权利和约束

的辩证关系，指导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标准、规章制

度，培养他们正确的人格道德、职业纪律精神和职务

责任心；通过多键互动练习，可以告知大家他们每个人

的能力都是受限的，当问题很大时，就需要大家协同

团结起来，调动出自己的力量，使他们意识到团队合作、

集体观念培养的重要意义，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未

来职业的适应能力。讲解轴的作用和分类时利用过去和

现在两个时代轴的应用实例来对比轴的发展，积极引导

学生勇于创新，勇于突破，夯实基础，不断进步。

3.1.3    培养学生的标准意识

学生从事机械设计工作，必须使用大量国家标准、

规范、理论，并通过诸如《滚动轴承概述与标准化》中

教学所强调的规范、标准理论的规范与权威，使学生认

真地对待繁杂数据表格上的每一位数据。告诉学生“车

同轨、书同文”“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按照一定

的标准做人和做事，强化学生的责任、标准意识。

3.1.4    增强学生的国家自豪感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各类机构蕴含着传承千年的文

化，这些文化不仅凝聚着深邃的机械设计思想和对于改

造自然的思考与智慧，更加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科技文

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为丰富的资

源。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天眼、和谐号高铁、航母、

C919 大客机、港珠澳大桥等高科技的重大机械装备也

更多地研发出来，而这种武器的研发成功与科技的突破

中包括着许多重大机械设计的例子，也记录下了这个时

期的能工巧匠。把这种信息渗透到课堂之中，通过积极

地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不但能够卓有成效地提高课程

对学生的感染力，更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在

学生心目中的国家荣誉感。如在学习中国齿轮传动时从

《齿轮的昨天今天与展望》开始，使学习者体会我国在

世界机械制造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3.1.5    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在机械设计的教学中，对机械的优势和劣势加以研

究，使我们认识其辩证关系，在设计时要全面考虑设

计的时间等各种因素，最合适的才是最佳的。根据教学，

学生设计了一些经典事例，使他们在教学实践中真切地

体会“各有所长”和“各有所短”，正如他们应当正视

自己和同学之间的优点与缺点那样，知道人人都有处长

有所短，才能公平、友善地看待周围每一个人。

机械设计专业一般都和实际紧密联系，比较易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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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程实际和时事问题组织学员开展思政教学。所以，

教师们应根据学校学科培养规划与课程标准，充分根据

学校课程的特色，紧密联系学生所关心的重大社会问

题，发现学校课程与学生思想生活动态之间的契合点，

并及时适量地插入课堂之中，让教学思政为功能的社

会教育功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悄然发展。

3.2    实践教学融入思政教育，实现实践教学协同育人

在讲授机械设计相关技术课程的过程中实践环节较

为重要，通过有效的实验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动手能力同时促进学生技能水平的高效提升。在

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可以有效达成协同育

人将实践教学中的理想信念与工匠精神等思想政治内

容传递给学生将思想要点转化为实践操作，从而让学

生在动手的同时可以动脑，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例如，在机械零件强度设计实践课上，可以引用工

程事故案例，让学生了解一个零件的重要性，使其明白

细节决定成败。如可讲解深圳东部华侨城大侠谷游乐

项目“太空迷航”发生垮塌安全事故的案例。与此同时，

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相应事故图片的展示，让学生

更为直观地进行感受，使其懂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的道理。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机械零件的重视；

另一方面，可借此强调职业操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职业观，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精神，进而使其日后

更好地从事自身职业，以良好的工匠精神做人做事。

在学习“减速器拆装”时，指导学生在技能训练过

程中体验做事情重细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的意义，培养科学规范的操作习惯和对职业敬畏、

团队协作的意识，不管对其当前的学习还是以后的生

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4    结语

《机械设计基础》这一课程的理论教学中所包含的

实践性内容较多，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可以培

养学生的综合技能，达到综合水平与素养的提高，同

时，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要点内容也可以传递给学生，具

体体现在理想信念、安全意识、工匠精神、团队协作

和环保责任等重要内容，将思政要点具体化为实际的

操作过程，进而通过课堂教学将技术实践教育和设计

思想理论教学有机融合在起来，促进学生思想素养的 

提升。

本文以《机械设计基础》这一基本课程的教学实践

为例，明确指出各个高校必须开展专业课课程思政教

改探索，实施过程中以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知识点为

载体，将高尚的思想品德、正确的价值观、团结协作

的意识、严谨的职业素养和为国奉献的精神等融入课

程教学，实现对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切实发挥课堂

育人的功能。从教学效果来看，将思政元素引入机械设

计基础课堂，课程教学更有感染力，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大大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的动力。但在实施课程思政

过程时，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把专业课程上成

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思政也不是专业课程和思政

教育的简单叠加，要避免将德育内容生硬楔入专业课程

的倾向，要将课程思政巧妙地融入专业课程中，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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