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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久以来,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分工”明确,各司其教育职责,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才培养
形成彼此孤立的“两张皮”。为探究解决影响课程思政深入专业教育教学的矛盾,本文以专业教育课程
《管理沟通》为例进行教学改革研究。本文以课程思政在《管理沟通》课程中的可行性分析为出发
点,通过分析《管理沟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为研究突破口,探索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课程思政育
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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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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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clear, and each has its own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personnel training have formed "two skins" that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affe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dep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xplores a kin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that conforms to the law of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as a research breakthrough.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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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国家领导人
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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