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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思 源 学 院 课 程 教 案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学对象 财务管理 3班

教学对象 大一新生 年级 2020级 授课方式 智慧课堂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必修） 考核方式 考试课

总学时数 32学时 学分数 2学分

教材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主编 王伟光 等
出版社

/版次
2018版

教学单元 第三章 第二节 教学主题 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授课学时 1学时（45分钟） 授课层次 本科

教学

目标

设计

知识/认知
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如何做忠诚的爱国者

能力/理解 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

素质/运用
引导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能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的优良传统，维护和推进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教学准备

教师课前准备 备课、制作课件、熟悉学情、发布教学资源

教学媒体与资

源选择
手机、激光笔、备用 U盘，课上开展云课堂

学生课前准备
熟悉前两章内容，对人生和人生前进的方向与目标已有清晰

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入本章学习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学情分析

【学生特点】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新时代下的 20 级新生，对于国史、党史乃至

爱国主义认识有限，我们需要对大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更要增强其做一名

忠诚爱国者，用案例来影响感召和反例来解读理论。

【已有知识基础】

在本节课学习之前，学生掌握的爱国主义基本常识来源于高中历史政治课中，

只都是不够的，而本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认识中国精神，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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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特点和学习风格】

对于学生而言，抽象的机理比较难以接受和理解，而本节课程内容中涉及爱国

主义与改革创新的阐述，倘若采用传统的单一的讲授知识点的授课方式，可能会

造成学生觉得枯燥之后的低沉情绪。因此在教学中将生活实例、爱国诗词、传统文

化等引入课堂，组织实施互动探究式课堂学习氛围和小组学习方式，尽可能运

用多种直观手段来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并利用学生已有的主动学习及与教师

在课堂上良好互动的学习习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知识。

教学重点、

难点及处

理措施

教学重点：

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做忠诚爱国者的途径和方法

教学难点：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

处理措施：

A. 进行探究式教学，从余光中的《乡愁》到《我和我的祖国》入手，引导

学生共同讨论理论认知的过程；

B. 进行启发式教学，开展学生的头脑风暴与教师总结，在了解基本理论的

掌握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总结该过程的影响因素；

C. 运用视频短片和多媒体动画，符合新时代 00后大学生的特点；

D. 用技术以及正反面例子，加以阐述理论，让学生分析讨论，教师解答效

果更好

教学设计

思路

本节分为三目：一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二是“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三

是“做忠诚的爱国者”。

本模块教学思路：

首先，通过《我和我的祖国》影片，引起学生对爱国主义的共鸣，在此基

础上，阐述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其次，在第二部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阐释清楚

为什么要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强调爱社会主义的要求具有层次性，

但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题中之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刚结束的亚运会上

我们的运动健儿孙杨体现出的怎样爱国情怀，并且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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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角度向学生强调要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通过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民族英雄，强调要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立足于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强调中华民族要立足民族，更加主动地面向世界，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在第三部分“做忠诚爱国者”，结合韩国 KBS电视台的《superChina》

中的间谍行为以及央视最新 2019 年 9 月 15、16 日播放的《焦点访谈》危情谍

影（上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人应该怎么样表达爱国情感、落实爱国行为。

课堂教学

创新之处

【创新理念】此章节讲爱国主义的内容，作为思政教师应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

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将互联网+云课堂运用到思政课堂教学当中去，形成探究式

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将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学生反思，完成活动的设

计和组织，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达到教学效果

【创新思路】课前提供教学资源，发布教学资料如 PPT、视频、扩展资料等，

课中在引导学生用手机加入云课堂，手势签到掌握出勤，在文字、视频等案例

后用“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投票问卷”等让学生参与案例讨论，教师总

结，理论阐述让学生在书上划重点做笔记等，章节结束前做课程小结，下课前

分享云课堂体验二维码，了解学生的心声，不断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模式】互联网+云课堂，将手机作为教辅工具加入课堂教学运用，增强学

生的参与感

【教学内容】亚运会孙杨的爱国行为以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危情谍影

【教学活动】：课前手机点名，视频导入课程，理论讲授，回答接龙，头脑风

暴，手机随机或指定提问，投票问卷，测试活动等

【教学组织】:课堂呈现小班教学，更利于大班课推广

【教学方法】:互联网+云课堂，课堂讲授加手机辅助教学，

【教学手段】:运用互联网，WiFi坏境下，利用手机软件工具辅助课堂教学，

后可以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课堂表现，更好的教学过程留痕，平时分积累更加合

理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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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用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简要介绍教材目的，重

难点，用爱国诗人余光

一、

课程导入

开章明义

（5 分）

1.简述教材

分析， 教学

目的重难点

中的《乡愁》，其中字

里行间都透露着对祖国

的眷恋

集体朗诵余光中的诗词，感

受它的爱国情怀

【思考并作答】带着问题学

习思考看视频，为什么《我

和我的祖国》这么火

【简单讨论】安排讨论或者

通过诗词朗诵与电影片段，结

合自己的认识谈谈爱国主义，

这是民族认同感的体现，顺利

导入，增加学生对于思政课的

和核心价值

观引述

播放视频：《我和我的

祖国》

同桌之间联

【学生讨论】直接传递，沟

认同感，让学生体会互联网云

2.用诗和电

影的方式进

行视频导

入。

通交流，这个这个项目

参与云课堂做题

课堂

透露着爱国主义情怀

边讲课边做题巩固理论

习主席的话理论宣讲

爱国主义的内涵

手机作为教学工具，开展

头脑风暴，抢答、投票问

卷，接龙等方式参与课堂

互动，增强学生的主体性

大家参与其中，加深理解记忆

二、

理论引述

高瞻远瞩

（13 分）

随时理论与课程相协调和尽

快适应要求提前布置好题目，

边讲解边测试，加强巩固

与学生互动

中，测试题
互联网云课堂的魅力体现出

目，加强认 来，优势明显，便于过程管理

识。

与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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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

爱自己的骨肉同胞

例如：佤族苗族白族 纳西族

★课堂抢答，你所知道的少

数民族

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同学们接龙：说中国特有

文化！

★灿烂文化十个方面，课前

推送扩展知识资源

爱自己的国家

例如：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奥运时刻等

学生参与互动

及时互动的云课堂，通
安排学生用手机参与云课堂，通过

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
抢答，随机，文字回答，爱国诗词

头脑风暴，理论阐述等
接龙，中华文化接龙等功能体现云

方式，开展理论解读，
课堂对学生的影响，表达对国家的

加强学生的认识
认识，实现新的体验与感受

三、 补充丰富的文化知识

重点解析

逐条分析

（17 分）

字斟句酌，

表达准确

形成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价值共识而

不是别的，通过历史的回顾，加强同

学们对历史的了解，更要知道我们今

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和平年

代更不能有像田佳良这一样的错

误的做法反衬的手法更显孙杨做
回顾历史，走向未来，

的是正确的，图文并茂，视频引入，
举例子，现实社会中田

美不胜收
佳良事件与孙扬的亚运

会事件，凸显爱国主义

参与观看《焦点访谈》通过

举例子吉鸿昌和大学生
问卷调查等手段，掌握学生

四、

理论升华

联系学生

(5 分)

走向街头，端正学生价

值观，更要做一名爱国

者，防范被策反，更要

小心台碟分子

心声
形成独特的互动形式，增强课堂的

把控与教学艺术的进步，端正认

识，以饱满的热情爱国

五 、

课堂小结

巩固知识

（3 分）

寄语青年大学生

做二维码问卷调查

提升教学艺术用

扫二维码，参与课堂教学反

馈将手机应用于问卷调查中

及时数据回收，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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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布置作业

拓展提高

（2 分）

加深认识与理解

必备环节，加强学生

的作业反馈

作业：观看《时代楷模发布厅》在雨课堂上完成作业

阅读文献：《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

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 12月 31日。

★作业推送，通过问卷调查观测互联网+云课堂评价

板书设计

爱 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主

义

及 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时

代

要 做忠诚的爱国者

求

教学效果

评价

学生反馈极好，教学过程中充满了惊喜和参与感，学生在课后问卷调查中反馈

教学

备注
PPT中的★代表的意思是用互联网+云课堂，让手机参与辅助教学技术

教学

后记

作为教学探索，在学生的参与下更加坚定自己要继续多探索，多求教，多学

习，丰富自己的教学方法与手段，进一步提升教学艺术与水平，将爱国主义教

育在学生的头脑中，内心世界产生更大共鸣，真正将思政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

欢，终身受益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