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3日-16日，重庆市
旅游学校“善行千里·美致广
大”第五届“活力校园·魅力校
园”活动周暨高水平中职学校
建设展示活动顺利举行。活
动第一天，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聂海英以现场授课、直播授
课的方式，为全校师生讲授了
一节生动形象的《筑梦青春新
时代 成就“善美”重旅人》思
政课。

上课伊始，通过给学生播
放《致青春·我们都是追梦人》
的视频，聂海英充分调动起学
生的注意力和主动性。在她
的引导下，学生们积极思考，
踊跃参与课堂活动，并根据所
听所看，按照教学活动要求，
用“追梦”“青春”“勇毅”等10
个极富正能量的词语为自己
的小组命名。

上课过程中，聂海英循循
善诱、深入浅出，带领学生学
习、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
的六段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学
生“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
责任”。在此基础上，由新时
代教师职业要求引申出“职业
精神”，并播放展示学校教师
团队“爱党、爱国、团结、奉献”
职业精神的视频，以“职业精
神”培育“职业精神”，顺利引
导学生获得对“善美重旅人职
业精神”的特质为“投入、在
乎、钻研、聚焦、尝试、执着、情
怀、仁爱、优化、提升、淬炼”等
认知，勉励同学们在成长过程
中养成应有的“职业精神”。

随后，她从培养法治意
识、健全人格修养、公共参与
三方面引导学生认识到，青年
学生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法治
观念和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应
当具有积极的心理品质，“要
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负青春
韶华，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
业的接班人”。

坚持立德树人，提升师德
修养，强化法治理念——一堂
立意高、形式活的思政课，为
学校“大思政课”教育实践作
出了引领示范。

书记校长进思政课堂授
课，这是重庆市旅游学校为学
习贯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教育部颁发的《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工作基本要求》的工作部署，
推进思政课教育的实践之一。

思政课教育立德树人，培
根铸魂，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重
庆市教育系统赴京参加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的5位代表之一，聂海英对思
政课教育改革创新有着很深
的感触。她表示，带头走进课
堂开展思政课教学，对学校

“大思政课”建设进行引领与
推动，作为书记校长，责无旁
贷。今后，学校将进一步按照

“六个要”“八个统一”要求，加
强思政队伍建设，创新思政课
堂形式，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作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首批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项目学校、全国青少年文
明礼仪示范基地，重庆市旅游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和市委、区委及市委教育工委、区委教育工委思政课建设各项任务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
思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以推进书记校长引领思政课建设，实施思政课改、加强课程思政、打造思
政之师等方面为关键着力点，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善美”文化在德育教育教学中实践，构建起

“大思政课”体系，努力推动学校育人水平稳步提升，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重庆市旅游学校用“大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

让思政课“走心”又“入心”

■率先示范
书记校长带头走进思政课堂

在 5 月 13 日的“活
力校园·魅力校园”活动
周暨高水平学校建设展
示活动中，重庆市旅游学
校思政课老师杨曦以《国
家安全就是我们每个人
的责任》为主题，从一段
有关国家安全的视频引
入，以师生互动问答的形
式激活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并围绕国家安全、信
息安全的相关内容，引领
学生展开了探究性学习。

为加深学生的印象，
杨老师设计了生动的情
景小故事，组织学生分两
个小组进行情景模拟表
演，生动有趣地阐释了国
家安全、信息安全的重要
意义，使学生们懂得了增
强国防意识、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义务的重要性。

学校认为，推动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应
该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现
状，不断革新教学方法和
手段，增强思政课的思想
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
和力，让思政课成为学生
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
质课程。

为此，该校除了积极

落实国家教育部关于中
职学校德育课程开设的
标准和具体要求，开足开
齐《职业生涯规划》、《职
业道德与法律》等必修
课，还将课堂内外有效衔
接，持续改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并通过养成教育月、爱国
主义教育月等形式多样
的“善美”德育课程，厚植
思政基因，筑牢学生思想
道德的“防火墙”。

值得一提的是，“善
美”德育课程的实施是以
重庆市旅游学校的主题
班会、德育晚自习、主题
讲座为主要阵地。以主
题班会这一学校最常见
的思政课为例，利用主题
班会，学生在老师的引导
下，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及十九大精神，
形成班级的正能量，加强
班集体的凝聚力。

重庆市旅游学校循
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修炼
了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
又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

■思政课改
激发思政课新的生机活力

教育的意义是让人明白
作为一个人需要对人类社会
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一个人
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有问
题，技能再高也不能很好地
为社会服务。现今，职业院
校对学生的技能培养方面十
分重视，以合理而有效的方
式开展“课程思政”，对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是显得
非常重要。

“当你去客房打扫，发现
客人把贵重物品遗失了，你
会如何做？”

“我会马上查看住房记
录，用电话联系客人，让他回
来拿钱。”“如果客人已经离
店，我会立即把钱上交到前
台，再试着用电话联系客
人”……

这是重庆市旅游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
业课上发生的一幕，邹薇老

师通过融入典型案例，并运
用课堂主讲、现场回答、课堂
反馈等多种教学方式，巧妙
地融课程思政教育于多样化
的专业学科课堂教学之中，
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的热爱，
提 升 了 他 们 的 综 合 职 业
素养。

在重庆市旅游学校“旅
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语文
课上，代嘉老师将思政教育、
语文教学与学生专业特色进
行有机结合，渗透职业指导
和素质教育，在培养学生语
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同时，
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壮美山
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自大力
推动“课程思政”以来，重庆
市旅游学校从立德树人高
度、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统筹
推进、推动认识再深化等诸
多方面持续发力；通过梳理
各门专业课程、公共课程所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
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
造融入到每一门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着力推进课程思政
与专业思政同向同行、相得
益彰。

■课程思政
实现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有机统一

“为人师者，不但要
有扎实学识，更要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仁爱之心。”“在日常的
教育教学工作中，老师
要具备良好的师德师
风，发挥为人师表的表
率作用”……在重庆市
旅游学校师德师风演讲
比赛中，不少老师登台
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
看法。

重庆市旅游学校始
终把教师自身思想建设
摆在学校发展工作中的
重要环节，“强化师德师
风建设，加强教师的思
想政治教育”已是提高
教师育人能力的一项常
态化工作。

在学校看来，引导
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理
想信念，培养学生良好
的职业素养，思政课教
师必须有过硬的能力
水平。

培养一支可信、可
敬、可靠，乐为、敢为、有
为的思政教师队伍，重
庆 市 旅 游 学 校 正 在

行动。
书记、校长带头走

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
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
课教师。配齐建强思政
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
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
政课教师队伍……学校
认认真真地学，扎扎实
实地做，不断坚定教师
队伍的政治信念，持续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
升教师业务能力水平，
使其在教育过程中坚持
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不
断更新教育思想观念，
拓宽教学视野，创新教
学方式，加强学生思政
教育的实效性。

课程门门育人，教
师人人育人——重庆市
旅游学校积极作为，强
化传道授业的师者本
色，用“大思政课”培育
时代新人，让学校的“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真正地“走心”又“入
心”。

■思政之师
点亮铸魂育人的引路明灯

思政主题班会

舞蹈社团练习

校长聂海英讲思政课

学生吉他社

思政课老师上《国家安全》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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