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思政课党史教育专题教学集体备课优秀教案名单
（高校）

序号 专题名称 学校 作者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太原理工大学 周星

2 中国共产党的逐梦史 ——奋力实现中国梦 太原理工大学 杜慧

3 做新时代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青年 太原理工大学 张琛华

4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山西农业大学 荆玉杰

5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深度融入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教学设计
山西农业大学 白亚峰

6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山西医科大学 薛冬

7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土地革命战争的      
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山西医科大学 薛冬

8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山西师范大学 赵改萍

9 从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                      
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山西财经大学 李嘉莉

10 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复兴重任 山西财经大学 董英英

1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中北大学 庞旭瑞

12 仰望不朽的长征精神 太原科技大学 武艳红

13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长治医学院 牛翠萍

14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滋养青年成才之路 山西中医药大学 张旭超

15 红船启航 山西大同大学
姬晓鹏、张莉、      

申永红、高霄鹏、    
张宏

16 长征 山西大同大学 杜海燕、张莉、姬晓鹏

17 遵义会议 忻州师范学院 杨威

18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的               
逻辑必然性

山西传媒学院 王美清

19 感悟思想伟力聚力山西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解读

太原学院 张枫



序号 专题名称 学校 作者

20 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许韶平、史美青、   
张晓丽、孔晓婷、   

王文莉

21 百团大战显神威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史美青

22 追寻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邢艳

23 从延安精神感悟真理的力量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苏醒

24 南湖映初心 红船载使命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赵海渊

25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崔秀娟

26 学史力行立鸿鹄之志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常雪

27 从百年党史读懂“勇于自我革命”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张志坚

28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张晓霞

29 赓续红色血脉   青春朝气永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燕智文

30 赓续右玉精神，践行青春梦想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张江伟

3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张永红

32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做时代有为青年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刘昕昕

33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解晓军、陈建平

34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郭亮

35 “晋”战到底，光耀千秋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崔建宇

36 以青春之我践行鲁艺精神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温瑞萍、刘畅

37 星火燎原革命新路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慧泽

38 从百年党史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孙丽娟

39 赓续精神血脉，矢志奋斗强军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郑荣

40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连娜

4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吕尚苗

42 在伟大建党精神学习中践行青春使命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崔璐璐

43 建党精神是“担当复兴大任，成就时代新人”     
的灵魂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张少明

44 学讲话  悟思想  立大志  担大任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素芳



全省思政课党史教育专题教学集体备课优秀教案名单
（中小学）

序号 专题名称 学校 作者 学段

1 回眸百年溯党史，初心不改擎旗帜 太原市第十八中学校 王福俊 高中

2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种政治力量

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 李强 高中

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                                
——伟大的建党精神

太原市成成中学校 贾瑞青 高中

4 坚持改革开放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中学 王彦立 初中

5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贡献 太原市第十五中学校 贺强 高中

6 坚持改革开放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中学 王彦立 初中

7 家乡物产养育我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

学
李敏 小学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太原市迎泽区教科研中心       
太原市迎泽区桃南小学

赵滨、邢
秋红

小学

9 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 大同市第二中学校 张海军 高中

10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大同市第十八中学校 闫巍 初中

11 党旗映云中 大同市第一中学校 吴亚男 初中

12 党旗召唤  筑梦远航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五小

学
高俊芳 小学

13 红色基因薪火传、童心向阳感党恩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七小学 李  杨 小学

14 百年大党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兑现承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蔺海燕 高中

15 阳泉星火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篇

阳泉市第二中学校 韩京艳 高中

16 党的执政理念 长治一中 范菲 高中

17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长治市七中学校 解攀峰 高中

18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长治市实验小学校 郝媛 小学

19 党史教育 晋城市陵川县第一中学校 王志芳 高中

20 依靠人民推进全民守法  为中国梦护航 晋城市阳城一中 薛艳芳 高中



序号 专题名称 学校 作者 学段

21 建党精神耀中华 晋城市阳城县王村中学 范瑞军 初中

22 乘红船而行  悟党史而明 晋城市高平东方红小学 张凤玲 小学

23 学习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阳城县第二小学 张早霞 小学

24 会议专题 应县第八中学校 李登明 初中

25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平鲁区实验中学 王芳 初中

26 党史教育 山西省榆次第一中学校 李艳萍 高中

27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山西省榆次第一中学校 田泱泱 高中

28 中国梦 我的梦 平遥县实验中学 赵青 初中

29 小康圆梦 平遥县实验小学 雷瑞 小学

30 党史教育 晋中市寿阳县北大街小学 王海燕 小学

3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忻州市北方初级中学 李勇 初中

3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宁武实验小学 毛宝兰 小学

33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 付晓燕 高中

34 学习贯彻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吕梁市汾阳市杨家庄镇           

垣头中心小学
王宏忠 小学

35 思政课党史教育专题 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 王瑞琪 高中

36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临汾市第一小学 吴宪 小学

3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运城市垣曲县中条中学 高峰 高中

38 宪法是根本法 运城市绛县第一实验小学 芦英娟 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