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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教育是高校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大学生竖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
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为了探索合适的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本文选择《冲
压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为例,探索了专业课背景下的思政含义及价值,分析了思政教育切入点的选择要
素,最后提出了将思政育人线索贯穿专业课教学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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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way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curriculum
ideology——take "Stamping Process and Die Design Course" as an example
Xiaomei Wang
School of Materials, Shanghai(School of Materials)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In order to explore an appropriate way to closely integrate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chooses the "Stamping Technology and Die Design" course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analyzes the selection elements of the entry poi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putting the clu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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