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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课程教案

开课系部： 思政部

开课专业： 2019级全院各专业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代码： JCA0005211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授课教师： 张翠翠 杨素文 潘红君

授课班级： 2019级护理 7、8班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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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进程表

单元标题

（情景/

模块）

专题四 职业道德 学时 2

教学目标

能力目标

1.描述职业道德的定义；

2.举例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区分是否恪守职业道德；

3.总结本行业职业道德规范。

知识目标

1.熟识职业道德的定义；

2.辨别是否恪守职业道德；

3.认同并接纳职业道德的内容；

育人目标

1.建立职业道德的意识；

2.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3.做一名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业从业人员。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1.职业道德的五方面内容；

2.认识、判断职业道德的内容；

3.树立遵守职业道德的理念及具有身体力行的能力。

教学方法

与手段

教学手段：多媒体、视频、教学软件、案例；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案例启发

法。

学生参与

设计

活动一：为什么要遵守职业道德？

活动二：典型人物贴标签

活动三：头脑风暴——护理行业职业道德规范

考核内容

和方式

考核内容：职业道德内涵 职业道德规范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教学资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案例、图片、PPT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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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导入]《崔杼弑其君》

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启示]恪守职业道德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千古流芳的事情。

一、职业道德的概念

1.什么是职业道德？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同学们想一下，案例中两个人在工作中的不同表

现说明了什么？

[案例 1]2014 年韩国岁月号船长逃跑事件

[案例 2]2018 年川航机长万米高空挡风玻璃碎裂安全降落

[启示]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韩国船长和川航机长在职业过程中面对

险情时的处置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有没有职业道德。同时，同学们也能感悟到

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正是由于遵守职业道德，在千钧一发之际可能会解救无数

人的生命。

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

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职业道德一般体现为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责任心和职业荣誉感。

不同的行业，职业要求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比如：教师的职业道德更侧

重于强调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更

侧重于强调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营业员的职业道德更侧重于强调公平买卖，

童叟无欺，顾客第一，信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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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课堂活动]——讨论：为什么要遵守职业道德?

[启示]遵守职业道德不仅仅是完成自我人生定位、成就感的获得，别人对

我们的评价也可以使我们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劳动观念

习近平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中说过：“社会主义

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

从事一定的职业就是进行工作，工作就是一种劳动。人类是劳动够创造的，社

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所以，在

职业生活中，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观念，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弘扬工匠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案例]瑞士手表、蜀绣

江诗丹顿 蜀绣

同学们都知道这些品牌的价值不菲，那么他们的制作过程有哪位同学了解

吗？

最美丽”的观念，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弘扬工匠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启示]瑞士手表和蜀绣都是工匠精神的完美体现。任何人，只要肯学肯干

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干出不

平凡的业绩。

[知识拓展]——四大名绣（图片展示）

苏绣——针法细腻 湘绣——刚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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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绣——色泽明艳 蜀绣——立体感强

[提问]同学们，四大名绣是不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呢？

[启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文类文明贡献了非常多的精

神财富，四大名绣仅仅只是其中之一。中华民族历经风雨，为何一直巍然屹立？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为何总能柳暗花明？因为文化、因为文化自信！文化立世，

文化兴邦。

同学们，四大名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的完美结合，在以后的

职业生活中，希望大家踏实勤勉、刻苦钻研，努力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职业道德的要求

[课堂提问]职业道德的含义？

[知识回顾]学生对前面学习职业道德含义的简单回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

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问题导入]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案例]“人民楷模”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浪的执着，礁的顽强，民的本分，兵的责任，岛再小，也是国土，家未立，

也要国先安。三十二年驻守，三代人无言付出，两百面旗帜收藏了太多风雨。

涛拍孤岛岸，风颂赤子心。他被评为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物。

[提问]同学们，在王继才同志的身上，体现出了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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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学生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启示]这里面既有爱岗敬业的体现，也有奉献社会的体现。接下来，我们

从职业道德中的爱岗敬业开始展开学习。

1.爱岗敬业

爱岗敬业的内涵：忠于职守的事业精神，这是职业道德的基础。爱岗就是

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敬业就是要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

自己的工作。

[思维拓展]从王继才同志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样的精神？

一颗心 一颗爱国心

[启示]一颗心 ， 一颗“爱国心”

他在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是一个有大爱者，一个坚定的爱国

主义者。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应该做到：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自己的

骨肉同胞、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热爱自己的国家。

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王继才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

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课外延伸] 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学院进行了哪些特色的活动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呢？

香江之家 长江之家

[总结]四川大学生香港行活动

此项活动，是 2011 年发起的，着力于推进构筑起川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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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交流和学习中进一步提升两地学生的家国情怀，践行爱国主义行动，成

为爱国主义者。

大手牵小手 川港携手合作公益活动“一起看世界”！

截止 2018 年 12 月，省内 65 所高校，香港 24 所高校、11 所小学、9 个社

团，总计 5326 名学生完成川港互动交流。

2.诚实守信

[案例]信义兄弟--感动中国 2010 年度人物

颁奖词：

言忠信，行笃敬，古老相传的信条，演绎出现代传奇，他们为尊严承诺，

为良心奔波，大地上一场悲情接力。雪夜里的好兄弟，是剩下孤独一个。落地

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

[启示]由此，我们理解诚实守信的内涵是忠诚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是每

一个公民应有的品质。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职业

道德中的诚实守信要求从业者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信守承诺、讲求信誉。

3.办事公道

[案例]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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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清官包拯，出生时因长相丑陋，被父母遗弃，他嫂子于心不忍，把他

收留在家，她亲自哺乳。让他与亲生儿子包勉一起吃自己的乳汁长大，所以包

拯称嫂子为“嫂娘”，可就是这个包勉后来当了贪官。包拯大义灭亲，判了包

勉死刑！不管嫂子怎样求情，包公铁面无私。

[启发]以公道之心办事，做到公平、公正，不损公肥私，不以权谋私，不

假公济私。简单来说，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就是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出于公心，遵

循道德和法律规范来处事待人。

4.服务群众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要以服务群众

为目标。每一个人都能自觉遵守服务群众的要求，社会就能形成人人都是服务

者，人人都是服务对象的良好社会秩序和和谐状态。

5.奉献社会

就是要从业人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这

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最高层次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目标。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都体现了奉献社会的精神。

奉献社会是职业道德最高的目标指向。

[课堂活动]贴标签

布置典型人物展示，讲解典型人物事迹，请同学们根据所学职业道德的五

点内容，找出典型人物身上体现的最直接的职业道德。（提供三个人物案例，

然后由学生进行贴标签：1.刘传建；2.曲美多吉；3.杜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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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延伸]找一找我们身边已经就业的师兄师姐们中的典型人物示范。

[启示]通过职业道德要求内容的学习和思维延伸，希望同学们在了解和掌

握职业 道德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认识为将来踏入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的祖国做好准备，为振兴中华、繁荣祖国而努力。

[课堂提问]通过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职业道德的要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遵守职业道德呢？

三、如何遵守职业道德？（以护理专业为例）

1.学习职业道德规范（知）

2.提高职业道德意识（意）

3.提高践行职业道德的能力（行）

[课堂活动]头脑风暴——护理行业职业道德规范

同学们把想到护理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写下来，小组讨论提取关键词，拍照

上传职教云平台。

[课堂活动]护理行业职业道德鱼骨图

同学们是否观看了课前鱼骨图导学视频？下面我们一起来画鱼骨图。

根据如何遵守职业道德，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任何一个行业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的第一条：守法。要遵守行业内的法律法规。对于护理行业，守法要做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2.《护士条例》；

第二条：守规，要遵守行业的规章制度。1.《医院工作制度》、《护理技

术操作规范》；

同学们在职场中，要去上班工作，第一件事要做到什么呢？

第三条：守时。1.不迟到，不早退；2.不能无故拖延和提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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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关系患者的生命安全，所以一定要注意守时。

第四条，这是每个不同行业提炼出一种核心特质。对于护理行业，核心特

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案例。

[案例 1]众人眼里的习近平

同学们对习近平主席是什么印象呢？学生回答

2013 年 3 月,习近平履新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俄罗斯主要市场化报纸

《生意人报》这样评价习近平:“身形略显壮硕,衣着非常得体”,“脸上写满温

厚与友善。”

习近平主席在上任后第一次出访俄罗斯，俄罗斯媒体对他的评价是温厚与

友善，各国家媒体都盛赞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走访时

总会到老百姓家里看看他们吃的什么，生活有什么困难，还会像图片中一样与

人民近距离相处，他在用实际行动让友善观像空气一般流播。

[案例 2]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护士行业最高的奖项是什么呢？

南丁格尔奖——杨秋（2009 年）

第 42 届“南丁格尔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好护

士

1.细处着眼、小处做起，实现“窗口”服务真便民

2.自我提升、护士坐诊，白衣天使精心呵护“准妈妈”

3.传播理念、志愿护理，“南丁格尔”精神走遍基层家家户户

做中国好护士，是杨秋人生不懈的追求，也是她前进的动力。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同学们知道这个图片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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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三岁小男孩与医生互相鞠躬致谢

小男孩叫军军，高烧父母送他去医院，医生在救治后担心他咬舌头把手放

在了他的嘴巴里，后来小男孩慢慢好转了。当他痊愈后，父母告诉他，是杨老

师救了你。小男孩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行为，像医生鞠躬致谢。

这几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

那么把这些词语对应到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看哪个词语最合适？

友善

那么，我们护理行业职业道德鱼骨图，最后一点应该是什么呢？友善

怎样做到友善呢？

1.态度热情，面带微笑；

2.耐心细致，和蔼可亲。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成为一名好护士。下面请同学们起立，我们一起宣誓：

我自愿当一名护士，忠诚于护理事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关爱生命、精心护理，誓做人民健康的守护神。

同学们请坐，我希望同学们时刻铭记青年人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再见！

持续改进

1.在以后的教学中，在课前导学部分安排课前调查环节，找到学生更喜欢的案

例进行课堂的讲授和剖析，符合新时代特征；

2.课堂活动的形式可以再丰富一些，充分提高学生的积极参与性；

3.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及时反馈的方式，以便激励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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