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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民办高校思政教育来说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新媒体技
术有利于为民办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创新路径,强化教学活力和感染力,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为加强
民办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建议可从以下几点入手：坚持创新驱动,优化思政教育内容；改进思政教育方法,
构建多样教学模式；依托新媒体技术,促进民办高校大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构建新媒体背景下思政教育
培训工作机制,强化制度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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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ctual Respons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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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t can be said th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innovative paths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vitality and appeal of teaching, but also brings many problem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art with the following points: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 drive and optimize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diverse teaching
models; rely on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build a working mechanis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nd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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