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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一门重要专业必修课程--《混凝土结构》的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及实施。介绍了该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方法,课程思政设计思路、课程思政设计目标,以及九个课程思
政教学案例,为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其他专业课程思政实施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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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Concrete
Structure"
Sijing Zhu
Hunan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Concrete Structure", an important compulsory course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 mining method,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ideas,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goals, and ni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ases are introduced,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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