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案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思政元素与《生理学》课程内容交融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 柏志全 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2 《流通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基于共创案例法的教学模式 陈海权 管理学院

3 《建筑设计基础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全荣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4
“认知中国，爱我中华”——《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全英）课程思政教学
探索与实践

邓永忠 国际学院

5 《通信原理与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方俊彬 理工学院

6 细胞科学的思政内核：用细胞信号理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峙 国际学院

7
民族化思想意识、全球化营销行动——《国际市场营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与实践

姜丽群 国际商学院

8 “赋能学生，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在《社区管理概论》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李琴 人文学院

9 OBE理念下《新媒体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任英杰 人文学院

10
基于IKP-CDIO教学模式的《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

践
孙玉霞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1 《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谭有超 管理学院

12 《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兵 经济学院

13 《宏观经济学》“立体课堂”课程思政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春超 经济学院

14 《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韦桂峰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5 课程思政在“五维融合”《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魏伟 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16
文化与自然敬畏：《世界遗产管理》课程思政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
索与实践

徐松浚 管理学院

17 《方剂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杨丽 药学院

18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余芳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9 《运筹学》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的理念与实践 周大鹏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20
从“避责困境”到“勇于担责”的危机决策——对K县汛期蓄水案例的管理
学分析

祝哲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一等奖（20项）

暨南大学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获奖名单
（按姓氏首字母音序排列）



序号 案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21 美育视角下形体艺术课程的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玲 珠海体育部

22 《新闻学概论》（全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曦子 国际学院

23 基于医学人文教育凝练《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程欣 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24 《基础日语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董芳良 外国语学院

25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窦庆萍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系统解剖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郭国庆 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27 基于混合式对分教学模式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黄婕 管理学院

28 基于文艺价值观培育的《文学概论》思政育人模式 蒋述卓 文学院

29 基于文化认同和国情理解的《中国建筑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洁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30 港澳台侨学生《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国家民族认同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李军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31 《妇产科学》（全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瑞满 国际学院

32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标准来思想和行动——《行政职业能力》课程思政
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伟权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33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国际商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林学军 国际商学院

34 项目驱动下《文化创意与策划》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岱安 人文学院

35 《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景章 经济学院

36 《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明绪 翻译学院

37 《高分子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罗丙红 化学与材料学院

38 《国际商务谈判》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罗靖 深圳旅游学院

39 “以赛促练”——《体育（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罗壮 珠海体育部

40 《无机化学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宁国宏 化学与材料学院

41 “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基础日语Ⅳ》课程思政教学 欧阳丹 外国语学院

42 《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潘冰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43 《文学理论与批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蒲若茜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40项）



44 《旅行社管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蒲阳 管理学院

45 商务谈判教育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 钱刚毅 国际商学院

46 《高分子材料》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饶华新 化学与材料学院

47 基于“体教融合”思想的《体育（武术）》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容浩 珠海体育部

48 基于教学对象特征的《管理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设计 苏晓艳 国际商学院

49 《中医养生与亚健康》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孙升云 第一临床医学院

50 思政教育融入生物材料学教学的探索 汤顺清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51 《债权法》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汤文平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52 《应急管理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唐攀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53 《大学英语一级》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璐 外国语学院

54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项世军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55 引思入行：在《公共政策》课程中讲好中国故事 杨君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56
《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一体三教”模式培养学生
正确的科学观

杨玉照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57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章牧 深圳旅游学院

58 《现代汉语》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赵春利 文学院

59 《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朱明芳 深圳旅游学院

60 《激光原理与技术》中科学自信和科学伦理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朱思祁 理工学院

序号 案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61 《食品营养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白卫滨 理工学院

62 《基础日语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凤川 外国语学院

63 《港澳司法制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晖 人文学院

64 《管理学》（全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洁 国际学院

65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伟 理工学院

66 《招聘与人才测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陈晓曦 管理学院

三等奖（64项）



67 《数学文化与数学思维》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程冬琴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68 《无线传感器网络》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董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69 《多媒体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杜慧勤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70 《食品包装》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段翰英 理工学院

71 《高级程序语言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冯丙文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72 “以美育人，以思化人”——课程思政在《美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冯晖 人文学院

73 《电子电路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冯元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74 《微积分Ⅰ》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符才冠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75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教学中有关科学精神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付神贺 理工学院

76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傅亮 理工学院

77
课程思政理念下“政策调查”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以《公共政策分析》

课程为例
龚翔荣 人文学院

78 《虚拟仪器技术》课程思政教学初探 何婷 国际能源学院

79 基于PBL模式的《口腔颌面外科学》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贺文鹏 口腔医学院

80 《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侯雅文，王

斌会
经济学院

81 在《电子商务概论》中引领价值、培育品德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胡矗明 管理学院

82 《金融市场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黄卫华 国际商学院

83 《笔译工作坊》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黄欣 翻译学院

84 《精神病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贾艳滨 第一临床医学院

85 基于“五位一体”模式的《外科学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焦根龙 第一临床医学院

86
新经济视角下“三维情境”电子商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电子
商务运营管理》课程为例

景秀丽 深圳旅游学院

87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红 化学与材料学院

88 《资讯科技》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艳辉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89 《投资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媛媛 经济学院

90
以茶文化为抓手，在传统文化学习中坚定文化自信——《茶文化赏析》通识
选修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李舟 深圳旅游学院

91 《财务管理》课程“三开放”教学模式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刘慧悦 深圳旅游学院



92 自主创新提升中国竞争力——《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静岩 国际商学院

93 《国际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颖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94 《中外关系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永连 文学院

95 《宏观经济学》（全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刘羽帆 国际学院

96 新时代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电路分析》为例 罗云瀚 理工学院

97 《包装色彩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吕新广 包装工程学院

98 《商务英语高级视听说》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麦晓昕 外国语学院

99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孟小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00
从市场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经济学》（全英）课程
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蒲华林 国际学院

101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邱桔 国际能源学院

1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邱新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103 《港澳基本法：原理与判例》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沈太霞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104 《公司治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石水平 管理学院

105
以三全育人为导向的“发展史—华侨教育—创新实践”三位一体式的课程思
政教育

宋婷婷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06 《综合英语》线上线下、课堂课外多维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 汤琼 外国语学院

107 《生态毒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绿水青山”理念的贯彻与实践 王朝晖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8 《市场营销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瑞 管理学院

109 《体育Ⅲ》（体育舞蹈）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香洁 体育学院

110
《商务翻译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汉译英课程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

王运鸿 外国语学院

111 《会计学Ⅲ》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巫岑 管理学院

112 《医学科研实验方法》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吴秀丽 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113 《统计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伍业锋 经济学院

114
铸牢港澳台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媒体与网络技术应用》课程思政
教学探索与实践

熊玉珍 华文学院

115 《高等数学Ⅱ》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许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16
程序设计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以《程序设计基础与VC++应用》课
程为例

严冬松 国际能源学院



117 《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颜昌武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118 《财务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易兰 管理学院

119 《公司金融》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殷炼乾 国际商学院

120 《公共管理学》与中国传统“治道”——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余世喜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121 《药剂执业I》课程思政教学助力八星药师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建萍 药学院

122 “学研融合，润物无声”的《药用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张英 药学院

123 《体育Ⅱ》（武术）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章舜娇 体育学院

124 不忘初心仁心仁术——《早期接触临床》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 赵长鹰 第一临床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