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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是立德树人成效,因此高校要在知识传授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
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贯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本文以《外贸运输与保险》课程为例,从课程思政的必要
性与实施路径的角度,论证了如何在高校经贸类专业中进行课程思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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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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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standard of all work in universities is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valu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to personnel training. Taking the course of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o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majors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cessit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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