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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英语的教学不仅仅是授课教师对语言专业知识的传授,更要履行立德树人的思政教育。本
文以《通用英语》课程中智能汽车单元的教学为案例,突出了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在华为(永川)汽车智能
实训基地考察实践,并进行思政教育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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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English Courses
Rong Yu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only the teaching by teachers of
professional language knowledge, but also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units in the General English course as a case, highlights the case of teachers leading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and practice in the Huawei (Yongchuan) automobile intelligent training base, and carries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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