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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专业视阈下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以《中国传统壁画绘制研究》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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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传统壁画绘制研究》课程为例,探究艺术类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在教学实践中思政
元素的挖掘与融入,以及在教学理念、课程内容、课程设计和课程互动方面与专业知识的互融互通,真正
意义上实现了思政引领专业教学,专业教学渗透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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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Majors
——Take "Research on Draw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ural Painting" as an example

Dandan Ma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Research on Draw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ural Painting" as an example
to probe into the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art majors,as well as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eaching
philosophy, course content, course design and course interaction, thus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ding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fil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 words] Art major;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urse;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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