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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在公路建设中,我国涌现出了许多英雄,在公路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艰苦奋
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以及爱岗敬业精神、大胆创新精神等,无一不启发着当代的青年,为当代学生提供
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基于此,本文针对道路工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进行研究,以教学案例的形式阐述出道
路工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和相对应的策略,以期帮助道路工程教学与思政教育更好地结合。
[关键词] 道路工程；思政教育；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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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道路工程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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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重点

们一起领略山岭区布线的难点及施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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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在水文条件上,河流曲折迂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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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临时用

从而对学生进行引导,促使其在学习专

发展,许多藏汉军开始修建公路,他们怀

地的环境进行管理,确保不会造成环境

业技能的同时,强化自身的思政观念,进

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信念,用钢

污染。

而全面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专

钎、铁锤以及镐头等工具凿开了14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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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各大高校的管理工作的当中,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高校
借助校园一卡通平台,实现了对校园以及学生的实时管理。由于一卡通在高校的教学、管理、服务以及
生活当都具有较大的应用范围,并且在消费、身份认证、考勤以及财务方面都发挥出了实际的应用价值,
不仅改善了校园生活以及管理的质量,并且能够通过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强化一卡通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 高校；一卡通；校园管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现阶段高校所使用的一卡通系统,

且可以直接对资金进行转接,既突出了

信息技术的高速化发展,促使高校

主要是通过将金融服务系统与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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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习惯的目的。

生活提供了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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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提升高校的管理效率

阶段高校所使用的高校一卡通系统,是

现出“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从而为高

高校一卡通系统的建立不仅可以实

体现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方式,且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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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高校各部门以及学生和教师群体信

将智能芯片安装于卡内,再通过数字化

保障。

息的有效整合,并逐步完善高校内部的

技术的推动,来实现扩大其在校园内部

1 高校一卡通在管理过程中所
发挥出的优势

资格、贫困生等认定体系,同时还能够保

的应用范围。另外,通过建立高校一卡

障对相关业务以及信息的高效化管理。

通系统,还可以促使管理体系与业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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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和

以通过消费行为来体现,通过对一卡通

实施效率。此外,由于高校一卡通系统与

2 高校一卡通在高校管理过程
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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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大管理中心的实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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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道路与桥梁国家级实

场”在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车辆也随之增多,这就要求我国对道路

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以道路桥梁工程“教学工场”为例

建设工作提高重视程度。随着道路建设

编号DQSYK2016104。

[J].广西教育,2018,(03):133-135.

的增多,在使用中就会出现各类问题,其

[参考文献]

2.2在消费管理当中的应用
高校一卡通最普遍的应用方式考可
的使用,可以直接实现购物、就餐等活

[4]王芃,王传琦,李茜.土木工程专

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安全问题。道路由于

[1]姚佼,戴亚轩,韩印,等.新工科背景

长期暴露于空气中,就会受到多种因素

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通工程人才培养模

场,2017,24(05):293-295.

的影响,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了有效

式研究[J].物流科技,2019,42(10):159-163.

作者简介：

业人才培养方案对比分析[J].技术与市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道路工程专业教

[2]鲁乃唯,刘小燕.新工科背景下桥

余苗(1982--),女,汉族,陕西汉中人,

学保证教学效率的同时,提升本专业人

梁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科技

博士,副教授,从事道路工程相关科研及

才素质,进而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专业

经济导刊,2019,27(27):1-2+64.

教学工作。

人才。
24

[3]唐银青,覃峰,陈其龙,等.“教学工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