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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促进当代教育改革发
展。本研究对国内部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了调研,被调研高校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方面
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但也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分析提出,高校需通过建立标准,建立学分制,
推动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建立监控与干预机制和建立片区合作机制等途径来促进思政课教师教学能
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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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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