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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新基础》课程概况
——溶盐于汤 立德树人



一、《创新基础》课程概况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设计

深挖课程体系逻辑

教学效果

有机融入中国元素

牢记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合

有高度、有温度、有挑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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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基础》课程概况

总登陆人次：

99个班级，90名专业教师开展“思政+创新+专业”



人民网公开课公益培训直播课
获得697所高校关注和教师的好评

一、《创新基础》课程概况



二 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润物无声 教书育人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教学效果：学生好评，效果显著



韩燕霞 ，2020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十度教学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寓教于乐的教学模式

“十度”教学流程

● 课前阶段：
     课程公告→学习导航

● 课中阶段：
     直播互动→授课视频→视频习题→帖子讨论

● 课后阶段：
     作业布置→课程反馈→教学档案→社群答疑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1.1.2 创新：
国家飞速发现的开拓者

1.1.1 创新：
人民品质生活的导航者

1.2.1 创新：
企业迎接时代挑战的
第一动力

1.1.2 创新：
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

十度教学法：课前公告发布有温度，唤醒学生有动力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十度教学法：直播互动有热度，体验式教学有共鸣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十度教学法：直播间体验式教学法—绘画法

我为创新下定义

画下你对创新的概念



•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博士生导师

• 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 "抗非英雄"

• 新冠疫情下的“逆行者”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但是我们做出了对人民有益的的事情！

从时代楷模从个人到国家，从生命的意义到生涯使命再到人生格局。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十度教学法：直播间体验式教学法—故事法

钟南山 创新教育的家国视角提升学生人生格局，唤醒家国情怀



课程思政 ≠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 ≠ 课程思政化

课程理念：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所谓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在高校中

增设一门课程，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各环节、

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高德毅,宗爱东

《中国高等教育》



章节 学习内容 知识、能力目标 课程思政元素

认识创新—创新的价值  

1.1举足轻重——创新的重要性

1.2时不我待——创新的紧迫性

1.3 高瞻远瞩——创新的前瞻性

了解创新的意义和三创教育
的背景；领会课程价值，达
成创新共识，理清课程的框
架，完成团队组建。

家国情怀

时代担当

理想教育

核心价值观

团队合作

走近创新—创新概述

2.1追根溯源——创新概念的起源

2.2拨云见日——创新的定义和内涵

2.3层出不穷——创新的形式与类型

2.4卓尔不群——颠覆式创新

创新、创新思维的概念、特
征种类等；了解创新的起源
和内涵，学习创新的类型与
形式。

中国制造

民族精神

逻辑思维

创新思辨 

理解创新—创新思维

3.1 沧海桑田——创新思维的时代特征

3.2与时俱进——创新思维与个人发展

3.3别出心裁——思维与创新思维

3.4标新立异——创新思维的特性

3.5披荆斩棘——创新思维的障碍

明白创新从观察、发现、思
考开始，培养学生擅于观察
与发现，勤于思考的习惯；
掌握创新思维的概念、特征
种类等，打破思维障碍训练。

创新能力

分析能力

批判思维

习惯养成

个人品牌  

掌握创新—创新思维方法

4.1一题多解——发散思维

4.2一语破的——收敛思维

4.3一反其道——逆向思维

4.4一叶知秋——联想思维

掌握常用的创新思维方法，
理解发散思维、收敛思维、
逆向思维和联想思维方法的
原理和使用的形式掌握发散
思维、收敛思维、逆向思维
和联想思维方法。

逻辑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

职业胜任力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以课程大纲为载体，落实践行思政元素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1.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以教学内容为切入，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破冰环节 《疫情之下我和我的祖国》



       

华为为什么能从中国走出去，并在西方发达国

家市场一路挺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华为在知识

产权上坚定遵循全球规则，坚持创新发展。

华为的一张海报，上面是一双芭蕾舞舞者的脚，

其中有一只穿着芭蕾舞鞋，一只没有穿，没穿的那

只脚伤痕累累，海报上只有一句话：“伟大的背后

都是苦难”。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1.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以教学内容为切入，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创新价值 华为从追赶到领先的创新之旅



杜富国的IP“云岭楷模”，一名勇敢的排雷手，拥有着报效祖国，保卫
人民的决心。我如果有自己的IP，我也希望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来的。

袁隆平老先生是“杂交水稻之父”，但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我
希望把艰苦朴素，认真踏实的IP留给世人，我认为精神财富大于物质财富。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1.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以教学内容为切入，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创新思维训练 颠覆式创新与个人品牌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1.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以教学内容为切入，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专业教师 双创教育主体

       专业教师是双创教育的主体，才能更好

整合专业课程构建专创融合的生态链。

专业
教师

“创新+专业”
   教学设计

专业
课程

“专业+创新”
   融合

结合人才
培养特点

创新思维
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技能
提
升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2.专创融合，精准施教

梦想改造家 多功能客厅设计大赛

室内设计专业学生作品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2.专创融合，精准施教

创新实践活动 公益守护在行动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海报作品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2.专创融合，精准施教

创意画布设计 创意设计→践行成果→社会价值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学生创意画布设计作品

教育链：思政+创新+专业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3.校企合作，智领未来

新时期产教融合的教育目标 “引教入企”、“引企入教”

学校

创新创业型
行业企业

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同步

职位岗位所需创新能力

课程建设

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
教学全流程建设

如何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提升



   企业导师为课堂带入实战经验，用企业
前沿案例化解枯燥难懂的知识点，深入浅出
地讲解创新成果的概述、管理和转化与应用。

二、课程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3.校企合作，智领未来

校企共同开发教学内容、课程资源

马化腾在2019年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的案例

多媒体制作、教学交互设计

开发“一课一书”新型工作手册式的智慧教材



三 课程教学总结与未来展望
——师者匠心 守望初心 



三、课程教学总结与未来展望

价值引领 有机融合
●  家国情怀
●  时代担当
●  人类关怀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 立德树人    师德先行
● 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
● 教学全流程融入思政元素

质量要求 学习效果
● 前沿性  高效性
● 创新性 有效性
● 探究性 个性化

专创融合 校企联合
● 探索“创新+专业+思政”教学模式
●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技能
● 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技能强国

课程
思政

落实“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四性五度 未来展望

创新思政金课

培养目标达成度

社会需求适应度

技术条件支撑度

质量保障有效度

学生学习满意度

“品”吃透政策

“做”加法课堂

“组”跨界师资

“多”多维金课

“爱“坚守初心

三、课程教学总结与未来展望

四性五度 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质量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