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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的思政工作,对于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四史”教育
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和实现路径,能够有效激发当代青春力量,启迪青年学生坚定正确
政治立场,担当起实现民族复兴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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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ang Wang
Heilong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party history,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to th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lidshu people and train th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necessity, proble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th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contemporary youth strength, enlighten the young students to take a firm and correct political
position, and take on the task of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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