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成效为本（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院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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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A00005211 开课年级 大一上

学分/学时 3学分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课程目标

本课程帮助大学生了解自我、了解社会，明确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希望，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自身肩负的使命，寻找正确的成长成才的

途径和方法，勇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有道德修养和法治素养的合格

公民，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学习成效

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应能够： 百分比

a.

正确认识人生观的重要意义，理解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认同并

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开展制订我的“大学生活学习规划”实践活动，以帮助大

学新生学会生活自理、适应生活环境，调整学习方法、确定新的大

学生活目标，设计学业生涯规划、明确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和

途径。

30%

b.

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新时

代的忠诚爱国者和改革创新的生力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

德为主题进行“主题微视频”实践活动，通过微视频的创作和分享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青年。

35%

c.

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运行和体系，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的精髓，增进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

更好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

治素养。开展一次“法律宣传报”实践活动，利用所学法律知识进

行设计、创作和展示宣传报，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优秀

公民。

35%

总计： 100%

单元 课程内容
课时

分配

学习成效对应
总学时

a b c

1.绪论

1.1 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

1.2 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

己任

2 √



课程内容及

学时分配

48

2.人生的青

春之问

2.1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总看法

2.2 正确的人生观

2.3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6 √

3.坚定理想

信念

3.1 理想信念的内涵及重要性

3.2 崇高的理想信念

3.3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

6 √

4.弘扬中国

精神

4.1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4.2 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4.3 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

的动力

6 √

5.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观

5.1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5.2 坚定价值观自信

5.3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积极践行者

8 √

6.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

6.1 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6.2 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6.3 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6.4 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8 √

7.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

7.1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

行

7.2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7.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

7.4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

7.5 培养法治思维

7.6 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12 √

授课方式

名称 教学方法描述 学习成效对应

讲授法

运用 PPT 课件或其他教学软件等方式，

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获得知识，掌握

方法。

a b c

√ √ √

讨论法

教师展示问题或现象，引导学生发表自

己的见解或进行论证，培养学生善于表

达、沟通交流的能力。

√ √ √

案例分析

法

以鲜活的案例进行分析，设计典型案

例，从而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形成对事

件的正确思维方式，增强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判断能力；

√ √ √



任务驱动

法

以完成任务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将内容以引导和启发的

方式促使学生完成任务的同时，引导学

生自主思考。

√ √ √

评估方法

评估类型 评估方法描述 学习成效对应
百分比

笔试作业

以作业的考核方式，检验学生的大学生

活规划是否合理，是否有明确的方向和

想要实现的目标。

a b c

√ 30%

主题微视

频

以小组团队的方式进行，能否找到契合

点进行主题微视频的设计和创作，组内

成员是否能主动积极参与和是否有明

确的分工，视频能否围绕主题拍摄。

√ 35%

法律宣传

报

考察小组成员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否

对法律案例进行深入思考，小组成员协

同完成宣传报的设计和制作。

√ 35%

内容比重 30% 35% 35% 100%

学习成效与

目标校准

学习成效 核心元素 培养手段 育人目标

a

时代新人、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理想信念

讲授、案例分析法、

讨论法、任务驱动法

正确认识人生观的重要

意义，理解理想信念的

重要性，确定大学生活

目标，明确大学生成长、

成才途径，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有自己的理想追求。

b

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网

络道德、爱国主义、

改革创新

讲授、案例分析法、

讨论法、任务驱动法

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

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做

到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做新时代忠诚爱

国者和改革创新的生力

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有为青年。

c 法律、法治
讲授、案例分析法、

讨论法、任务驱动法

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本

质、运行和体系，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和法治道路的精

髓。培养法律意识，养

成法治思维，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公

民。



学习成效与

毕业学生要

求的校准

学习成效 对毕业生的要求（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应达到的知识、素质、能力）

a、b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

良好的文明习惯、文明意识；

2.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态度；

3.具备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开拓进取的职业素质和团队协作、不怕

挫折的精神；

4.具有大学生应有的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c
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和

基本原理，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法律知识。

參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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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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