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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成为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核心趋势,高校舞蹈专业也承担着思政教育任务,应积极
探索“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方式。基于此,文章在简要阐述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优势的基础
上,系统总结出当前“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教学方式。这由此深化对高校舞蹈专业
“课程思政”教学优势的认识,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发挥其应有的思政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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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trend of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ance major in universities also undertakes the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mod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briefly explains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in college dance
major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teaching methods. This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es
the teaching reform work, and gives full play to its d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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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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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课程思政”是我国中央

的专业人才,注重学生
“专业能力”与“思

品训练每一项知识点的思政教育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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