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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脊梁,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当前,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为了可以更好地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目标,高校在培养高素质人
才学好专业技能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通过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可知,由于教师缺少科学的教学理念以及创新理念,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本
文将在结合了当前时代发展特点以及基本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如何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开展高校
思想政治创新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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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hope of our country,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ecious human resources of the society. At pres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ivers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while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to learn professional skills well.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teaching ideas and innovative ideas, the achiev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unsatisfacto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ra and the bas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study how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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