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高函〔2022〕25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2 年

山西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入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教高〔2020〕3 号）和《山西省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实施方案》（晋教高〔2021〕7 号），根据《山西省

教育厅关于开展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工作

的通知》（晋教高函〔2022〕9 号），经组织申报、省课程

思政建设联盟遴选推荐、公示等环节，最终认定省级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41 门，现予以公布。同时，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

59 门课程予以培育建设，培育期为 2 年。

全省各高校要按照省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部署

要求，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工作，

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方法路径，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

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打造具有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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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课程思政品牌”，讲好“山西故事”，构建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大格局。

附件：1. 2022 年山西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认定名单）

2. 2022 年山西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培育建设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7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3 -

附件 1

2022 年山西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认定名单）

序号 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类别

1 山西大学 环境生物学 桑楠 新工科

2 山西大学 信号与系统 乔晓艳 新工科

3 太原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管理 董宪姝 新工科

4 太原理工大学 太阳能光伏技术 王晓敏 新工科

5 中北大学 大国兵器 尹建平 新工科

6 中北大学 程序设计基础（1） 梁志剑 新工科

7 山西农业大学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张淑娟 新工科

8 太原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郭宏 新工科

9 太原科技大学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 陈慧琴 新工科

10 山西大同大学 泛函分析 康淑瑰 新工科

11 晋中学院 高等数学 张雪霞 新工科

12 太原工业学院 计算机图形学 孔令德 新工科

13 山西农业大学 药用植物栽培学 乔永刚 新农科

14 山西农业大学 动物解剖学 王海东 新农科

15 山西农业大学 草地生态学 赵祥 新农科

16 山西师范大学 土壤地理学 赵峰侠 新农科

17 山西师范大学 微生物学 胡青平 新农科

18 吕梁学院 食品营养学 王莉 新农科

19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正畸学 武秀萍 新医科

20 山西医科大学 护理学基础 郑洁 新医科

21 山西医科大学 药理学 张轩萍 新医科

22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妇科学 崔轶凡 新医科



- 4 -

23 山西大同大学 医学免疫学 穆雅琴 新医科

24 长治医学院 妇产科护理学 陈爱香 新医科

25 忻州师范学院 运动生理学 张翔 新医科

26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医学遗传学 陈利荣 新医科

27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医学免疫学 任云青 新医科

28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生命科学与健康 庞春花 新医科

29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概论 尤洋 新文科

30 山西大学 游泳专项训练 陈安平 新文科

31 太原理工大学 运动生物力学 张美珍 新文科

32 中北大学 市场营销学 赵公民 新文科

33 山西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李志河 新文科

34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民歌 刘明星 新文科

35 山西财经大学 审计学 吴秋生 新文科

36 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学 卫虎林 新文科

37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金融 李静萍 新文科

38 太原师范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白杰 新文科

39 晋中学院 税法 刘晓芸 新文科

40 山西传媒学院 影视配音 彭晓燕 新文科

41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创新思维与创业训练 李俊晓 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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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山西省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培育建设名单）
序号 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类别

1 山西大学 计算机网络 孙敏 新工科

2 太原理工大学 普通化学 吴旭 新工科

3 太原理工大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D 刘润爱 新工科

4 太原理工大学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张玮 新工科

5 中北大学 塑料模具设计 李迎春 新工科

6 太原科技大学 理论力学 梁清香 新工科

7 太原科技大学 工程伦理 何秋生 新工科

8 山西大同大学 采矿学（采矿工程技术） 徐青云 新工科

9 太原师范学院 固体物理学 杨金文 新工科

10 忻州师范学院 有机化学 赵三虎 新工科

11 运城学院 材料力学 董芬 新工科

12 长治学院 大学计算机 李艳玲 新工科

13 长治学院 动物学 白海艳 新工科

14 太原工业学院 高分子化学 翟燕 新工科

15 太原工业学院 大学物理实验 冯中营 新工科

16 吕梁学院 数学分析 高巧琴 新工科

17 太原学院 水工艺与工程新技术 董春娟 新工科

18 山西能源学院 环境学 杨丽雯 新工科

19 山西能源学院 普通地质学 相兴华 新工科

20 山西警察学院 公安信息技术应用 刘三满 新工科

21 山西工学院 高等数学 A（2） 杜蘅 新工科

22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基础 B 刘彩花 新工科

23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大学物理 1 刘慧丰 新工科

24 长治学院 遗传学实验 秦永燕 新农科

25 山西医科大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杨瑾 新医科

26 山西医科大学 儿科学 阴怀清 新医科

27 山西中医药大学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 刘琪 新医科

28 山西中医药大学 有机化学 郭爱玲 新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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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山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治疗学 薛聆 新医科

30 长治医学院 医用有机化学 李银涛 新医科

31 长治医学院 人体寄生虫学 刘明社 新医科

32 长治医学院 药理学 张晓京 新医科

33 山西大学 中国经济史 石涛 新文科

34 中北大学 大美三晋 杜鹃 新文科

35 中北大学 视唱练耳 张鹏 新文科

36 山西农业大学 透视 王国庆 新文科

37 山西师范大学 景观规划设计 刘昂 新文科

38 山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赵文生 新文科

39 山西财经大学 数据挖掘 李毅 新文科

40 太原科技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 廖启云 新文科

41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概论 刘慧芳 新文科

42 太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学 李娜 新文科

43 太原师范学院 中国史学史 杨玮 新文科

44 忻州师范学院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裴云 新文科

45 运城学院 文学概论 朱松苗 新文科

46 晋中学院 形意拳 闫慧 新文科

47 吕梁学院 幼儿园游戏指导 秦葆丽 新文科

48 吕梁学院 经济学原理 杨小萍 新文科

49 山西传媒学院 影视声音 肖翔 新文科

50 山西传媒学院 广告法规 张向东 新文科

51 太原学院 审计学 郑济孝 新文科

52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财政学 黄淼 新文科

53 山西警察学院 治安案件查处 梁桂英 新文科

54 山西工商学院 英语演讲 胡颖 新文科

55 山西工商学院 表演基础 田芮 新文科

56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键盘即兴伴奏 乔宇 新文科

57 晋中信息学院 构成设计 孙琪 新文科

58 晋中信息学院 公共政策学 贺林 新文科

59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中国经济史 卫红丽 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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