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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培训班”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

精神，总结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经验，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充分

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湖北省高等教育

学会拟于2022年 9月 29日至 9月 30日在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举办“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培训班”，现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

承办单位：武汉奇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高校教务处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管理人员、课程思政教学中心负责

人、教师教学评价管理人员、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以及教学一线教师等。

三、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22 年 9 月 28 日 13:00-22:00；

2022 年 9月 29 日 07:00-09:00

培训时间：2022 年 9月 29 日至 9月 30 日

培训地点：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武汉市洪山区吴家湾特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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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程安排

备注：日程安排以主办方的最后方案为准。

会议日程

9月 28 日

13:00-22:00
线下报到（报到地点：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一楼）

9月 29 日

07:30-09:00

开幕式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9月 29 日

09:00-09:30
领导致辞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 会长

周应佳

特邀报告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9月 29 日

09:30-12:30

报告一：课程思政的设计

报告题目：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与趋势

上海大学 顾骏 上海课程

思政教学科研师范团队“顾骏

团队”主持人

9月 29 日

13:30-15:30

报告二：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

报告题目：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

武汉大学 陈训威 教育部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

9月 29 日

15:30-17:30

报告三：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分享

报告题目：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以大物理课程

体系建设为例

武汉理工大学 廖 红 教育

部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

人

9月 30 日

08:30-10:30

报告四：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分享

报告题目：《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思政同行锦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谢淑

云 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示

范课负责人

9月 30 日

10:30-12:30

报告五：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分享

报告题目：立足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湖北工业大学 黄艳雁 教育

部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

人

9月 30 日

13:30-15:30

报告六：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分享

报告题目：以育人成效为核心的植物学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华中农业大学 赵毓 教育

部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名师

9月 30 日

15:30-17:30

报告七：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分享

报告题目：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金课的建设、申报与实践案例——

以“英国文学选读”为例

湖北师范大学 刘敏 教育部

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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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及费用

1.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9

月 28 日。

（扫码报名）

2.本次会议费用标准为 1980 元/人，发票由承办单位开具。会议期

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缴费方式

（1）银行转账

账号名称：武汉奇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279 1218 7710 102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支行

（2）扫码支付

（3）现场刷卡

银行转账及扫码支付时请备注：学校名称+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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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业证书

参会学员按照规定完成培训课时，由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颁发结业

证书，结业证书备注培训名称及课时。

七、疫情防控

请参会代表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各项要求，自觉做好疫情防护工

作，会议期间佩戴口罩，配合做好测温、验码等必要事项。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1.张小姣 188 7221 8169（同微信号）

2.聂文龙 187 1711 7373（同微信号）

3.周 颐 134 6999 5583（同微信号）

附件：专家简介

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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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专家简介

顾骏，上海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与研究

示范团队“顾骏团队”主持人，“大国方略”系列课程策划

暨主讲，自 2014 年以来在上海大学等三所高校指导开设课程

思政取向的通识课共 21 门，与 200 多位教师同台授课，出版

教材 2 本，教学配套用书 6 本，个人和团队获国家和省级奖

项 6项。

陈训威，男，高工，武汉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执

行主任、武汉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

武汉大学思政 MOOC 建设项目负责人、武大版“锵锵三人行”

-马上见跨学科对话项目总导演、武汉大学“珞珈在线”SPOC

平台技术支持专家。研究和实践的重点领域为 MOOC 及 SPOC

的建设与运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推进、课程思政的

研究与实施等。2016 起自组软硬件研发团队，致力于将 MOOC

制作流程简单化及混合式教学模式常态化。2021 年 3 月 11 日起兼任武汉大学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统筹推进全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2021 年 5 月 28

日武汉大学获批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主持建设并负责运营的 4 门思政课 MOOC 均获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线上

一流课程），总选课人数突破 150 万人（截至 2022 年 7 月）。提出的“全员参与、

全校覆盖、全方位互动、全流程混合”的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

较大影响。2018 年元月获颁中国大学 MOOC“突出贡献奖”。

对“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思政”等领域有深刻的体悟、独到的洞察和扎

实的实践。近三年，将“武大思政 MOOC”、“我心中的思政课高校微电影大赛”和

“马上见”跨学科对话等项目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相关工作被武大官网、武大官

微、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学习强国等媒体多轮次全方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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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红，武汉理工大学教授，“荆楚好老师”，湖北省“师

德先进个人”，武汉理工大学“十佳师德标兵”，校《大学

物理》精品课程教学名师，“新华思政”专家，超星教师发

展研究院荣誉专家。物理课程育人事迹入选武汉理工大学首

届“理工故事”，多次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

主讲《大学物理》、《人文物理》等课程。主持《人文

物理》获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主

持《大学物理》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组建物理通

识课程教学团队，获评教育部课程思政名师团队；指导青年

教师获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湖北省特等奖、中南赛区一等

奖、全国一等奖及湖北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理科组一等奖等荣誉。

谢淑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主讲《地球化学多

元统计分析》、《勘查地球化学》（2015 年入选湖北省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地球科学概论》（2021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普

通本科教育思政示范课程、团队和成员获评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和团队）等课程，曾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3 年，排名

第 2)、校卓越教师奖(2020 年)，指导学生获第二届“地质+”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19 年)、第七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21 年）等荣誉，负责的

《地球科学概论》教学团队获第二届湖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正高组二等奖

（2022 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2项。先后担任国际数学地球科学协会 IAMG 评奖委员会委员(2011-2021)、中国

第九届和第十届应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2017-)，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排名第 10)、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第 10)各一次。曾被评为第九

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十大杰出青年（2010 年），入选 2011 年湖北省新世纪高

层次人才第二层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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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毓，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教

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水稻发育生物学和表观遗传学。先

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农业部转基因专

项和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在 Nature Genetics, Nature

Plants, PLoS Genetics 和 Plant Cell 等国际权威杂志发表

研究论文近 50 篇；参编参译英文学术专著 2部；授权中国发

明专利 8项，国际发明专利 1项。获得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二等奖；

湖北省细胞生物学会第三届优秀青年学者奖；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主

讲《植物学》等本科课程和《高级植物学专题》和《生命科学进展》等研究生学位

课十余门。参编《植物学实验》和《狮山兰芷》。作为核心骨干教师负责国家级线

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参与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获全国高校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湖北省高校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华中农

业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华中农业大学第七届“十大青年岗位能手”及教学

实习和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

黄艳雁，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三级教授，

教学院长，硕导。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分会理事；湖北名

师；2021 年主讲课程“建筑构造-1”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是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专家库专家。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首届荆楚

好老师，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湖北省“建筑学专业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教学团队负责人。

建筑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主持完成省级及以

上教学质量工程 8项，省教学研究项目 3项。2018 年获湖北

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2013 年获湖北工业大学第十一届“优秀教学

质量奖”一等奖；2007 年获湖北工业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一等奖，2008

年获湖北省首届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三等奖。

湖北省历史建筑研究会秘书长、国家注册建筑师、湖北工业大学绿色建筑学科

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绿色建筑设计，低碳城镇指标体系等方面研究。近 5年，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主持省市级纵向项目 11 项。在美丽乡村规划、绿色建

筑设计优化，低碳城市指标体系，低碳工业园发展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主

持完成湖北省三峡水乡规划、枝江市董市镇擦亮小城镇、湖北工业大学土建楼、湖

北工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楼、工程技术学院教学楼等多个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已成

为生动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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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湖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

学访问学者。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负责人、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

研究湖北师范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湖北省翻译工

作者协会理事，湖北省本科高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文学与

翻译教研室”负责人，湖北省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

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厅级、校级等教科研项目 40 余项。

指导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本科生研究生教科

研项目 40 余项。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 2项，获湖北

省教育厅、湖北省教育工会授予“湖北青年教学能手”称号 2次，获第四届全国高

校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全国一等奖，获黄石市“五一劳动奖章”、黄石市“十

佳师德标兵”、黄石市优秀教师、湖北师范大学十佳班主任、湖北师范大学优秀共

产党员等主要荣誉 19 项。

担任“英美文学课程群”全国性虚拟教研室负责人、湖北师范大学勤敏课程思

政刘敏工作室主持人。刘敏工作室成员涵盖全国 154 所院校 15 个专业 360 余名教

师，已主办多期全国性研讨会和特色教研活动。已受邀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贵州大学、聊城大学、常州工

学院、湖北大学、长江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等全国 50 余所院校讲学，受邀人

民网人民公开课全国直播、全国卓越外语教师发展论坛直播，教育部多个虚拟教研

室、多场全国研讨会等进行讲学交流，全国 26 个省份超过 20000 余名教师参与学

习。湖北日报、国际在线、中国教育在线、荆楚网、黄石日报等媒体和多所高校官

网进行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