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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专业课程思政融入模式实践研究
——以《F l a s h 应用》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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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国高等院校推行思政教育的大潮中,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Flash应用》,作为
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积极探索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思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传统文化、2020年新冠疫情等社会实时动态等教育元素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培养学生在专业设
计中的创新意识,提高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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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to Animation
Major
--Take "Flash Applica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Hongfang Ji
Jiangxi Water Resources Institute
[Abstract] In the tid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 of animati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major, "Flash Application", as a
demonstration cours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ctively explores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tegrates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VID-19 in 2020, and social real-time dynamics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 professional design, improves th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kills and literacy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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