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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
赋。[1]高等教育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高端人才、创新人才的大任,理应将创新落实到高等教育
中去。本文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向我们传达的对“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并将其有机融于高等教育中,
用新时代的美好蓝图激励更多人才有信心和力量阔步向前。
[关键词] 创新；高校；高等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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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throughout higher education
Yunpei Yu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the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a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the most distinctiv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gher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high-en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o innov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conveyed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s it into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beautiful blueprint of the new era to encourage more talents to have confidence and
strength to stride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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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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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皆有很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然而,伴随生活质量改善,生活节奏
也逐渐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使得心理问题更容易产生。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黄
金时期,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向往。他们每天都在接触大量信息和新兴事物,视野愈加开阔,追求愈加个性,
对自我价值要求愈加提高,而这恰恰也会提高心理问题发生率。本文主要从大学生心理健康重要性入手,
简述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产生原因,并提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的措施。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重要性；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Haoyan Wang Yanning Chen Qiying Han
School of finance,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great,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continue to rise.
Howev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y, the pace of life is also gradually accelerated, people's life pressure
shows a rapid rising trend, which mak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ore likely to occur.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golden age of the formation of three concepts, full of longing and yearning for the future. They are exposed to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new things every day, their vision is more broadened, the pursuit of more personality,
more self-worth requirements, and this is exactly will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with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briefly describes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mportance; Th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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