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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文件 
 

南理工教〔2018〕316 号  

 

关于公布“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立项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 

按照《关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南理工教〔2018〕193 号）相关要求，经个人申报、单位

推荐、学校评审，并经公示，决定将 65 个项目立项为“课

程思政”建设项目，其中试点课程 20 门、示范课堂 31 个、

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11 项，现予公布（见附

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立项的试点课程要形成一套“课程思政”的教学文件，

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明确课程德育目标，体现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与专业知识教育内容有机融合，完成“课程思政”教学

整体设计演示 PPT、教案等。课程选取不少于 5 个知识点，

紧扣“课程思政”主题制作教学微视频。以上工作要求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并提交教务处，学校将依据建设情况，

确定课程后续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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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的示范课堂要完成 1 课时的“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 PPT 制作、教案编写等，结合课堂教学目标和

课程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课堂讲授。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现场教学视频录制（学校提供技术支持）。 

3.立项的专项课题参照校级教改课题管理，研究周期两

年，研究成果应对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具有思想引领和实

践指导作用。 

4.学校将组织优秀示范课堂评选，评选范围为所有立项

示范课堂的教学视频，立项的试点课程可选取 1 课时教学视

频参评。评选将设立奖项，并给予奖励。学校将根据评选情

况，组织获奖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经验交流、观

摩示范等。 

特此通知。 

 

附件：南京理工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南京理工大学 

                             2018 年 6 月 27 日 

 

 

 

 

南京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年 6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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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理工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单位 立项类别 

1 核与辐射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杨毅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试点课程 

2 智能成型制造创新技术与创业实践 冯曰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试点课程 

3 光通信系统漫谈 顾文华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试点课程 

4 工程文化 徐建成、申小平 工程训练中心 试点课程 

5 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 丁晟春 经济管理学院 试点课程 

6 经济全球化与大国崛起 尤宏兵 经济管理学院 试点课程 

7 项目管理 张哲 经济管理学院 试点课程 

8 金融道德与伦理 徐生钰 经济管理学院 试点课程 

9 国际贸易 林大燕 经济管理学院 试点课程 

10 线性代数 徐慧玲 理学院 试点课程 

11 数学文化选讲 孙和军 理学院 试点课程 

12 物理学史 钱彦 理学院 试点课程 

13 新媒体态势下的网络文化视点与自我表达 缪建红 理学院 试点课程 

14 内弹道学 张小兵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试点课程 

15 认识实习 张腾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试点课程 

16 中国文化概论 胡光 外国语学院 试点课程 

17 管理心理学 况志华 公共事务学院 试点课程 

18 中国历史变迁：疆域、民族与文化 李崇新 公共事务学院 试点课程 

19 “科学与艺术”漫谈 钟秦 化工学院 试点课程 

20 军工文化概论 季卫兵 党委宣传部 试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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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简史及我国古代先人的科学成就 王力 机械工程学院 示范课堂 

22 芯片发展史和中外芯片发展现状 余立功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示范课堂 

23 军工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 朱必祥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4 国际贸易效应与国际经济政策分析中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杜宽旗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5 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周彩霞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6 税收与国家治理 宋玉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7 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 李涛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8 新时代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阎志军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29 职业健康与劳动保障 张双喜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30 China’s Foreign Policy 于晶 经济管理学院 示范课堂 

31 量子力学中的测量 阚威威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2 方差 陈晓燕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3 独立的事件与独立的中国特色 侯传志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4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工程 张于晔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5 探索因果关系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 赵慧秀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6 图像变换 刘红毅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7 特殊土与南海大开发 丁勇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8 计算物理 黄德财 理学院 示范课堂 

39 总体与样本、统计量 吕艳 理学院 示范课堂 

40 直线段的扫描转换算法 李星秀 理学院 示范课堂 

41 数列极限 王杨 理学院 示范课堂 

42 金融风险与美元霸权 陆中胜 理学院 示范课堂 

43 将“思政建设”融入大学物理实验课堂教学的实践 徐永祥 理学院 示范课堂 

44 联络口译：中外高校文化交流场景 杨蔚 外国语学院 示范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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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onfucian Thoughts on Heaven and Humanity（孔子天人之

学） 
陆雷娜 外国语学院 示范课堂 

46 宪法序言：“坚持党的领导”奠定我国制宪根基 方江宁 知识产权学院 示范课堂 

47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锁福涛 知识产权学院 示范课堂 

48 习近平新时代民生福利思想 王兰芳 公共事务学院 示范课堂 

49 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从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张欧阳 公共事务学院 示范课堂 

50 铸南理工魂 树南理工人 范彬 学生工作处 示范课堂 

51 生涯唤醒，梦想起航 施维 学生工作处 示范课堂 

52 
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孙和军 理学院 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53 “文化自信”指导下融中华传统文化之大学英语改革 赵雪琴、孙海燕 外国语学院 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54 材料化学专业中“课程思政”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 谈玲华 化工学院 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55 “微课程思政”教育模式的建构路径研究 张海玉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56 新形势下的计算机专业大类毕业实习的新思维的应用 宋斌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57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对经管学生职业道德推理能力提

升的育人效果评价研究 
邓德强 经济管理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58 《概率与统计》知识体系无痕融入思政内涵的探索 张正军 理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59 “最优化理论”红专教学初探 肖伟  理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闻传播学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卢晓云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1 融入“思政”元素的行政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尚苏影 知识产权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2 “互联网+课程思政”模式建构的理论研究 诸云 自动化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3 
“课程思政”与公共服务精神教育融合研究——以公共管理

（MPA）研究生为对象 
范炜烽 公共事务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4 化学“润思政”育学生“家国情怀” 张树鹏 化工学院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65 实验室安全教育中的思政融合路径研究 李勤华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专项课题一般项目  
 


	PO_文号
	PO_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