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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经济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和很多非经管专业的选修课,与日常经济
生活联系密切,本文拟从“学”与“习”的辩证关系出发,以课程思政建设为载体,探究西方经济学的学
习过程中,课程思政如何让学生从“学”(理论学习)到“习”(实践活动)顺利转变,实现以学促习,以习善
学,活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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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elective course for many non-economic management major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economic life. Starting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how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an make students smoothly change from
"learning"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practic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order to promote practicing by learning, improve learning by practicing, and activat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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