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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处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环境设计专业教学及实施过
程均与新兴的技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加强了环境设计与多个行业的联系,也极大地拓展了环境设计的
创作方式及展现形式,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全新的创造力及强大的技术手段为环境设计人才的创意、
创新、创业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平台。同时,相对于研究型本科院校而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重点
并不相同,也就导致了并不能直接照搬传统本科院校,对如何在培养模式中体现并符合“应用型”特征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创新能力正是突出的衡量指标之一。本文试论述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环境
设计的专业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关键词] 环境设计；创新创业能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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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of design talents in private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ake
environmental desig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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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has made the teach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It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various industries,
and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way of cre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The new creativity and
powerful technical means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deas of environmental designers.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research-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e talents training focu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different,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radi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cannot be directly copied.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how to embody and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 the
training mod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indicators.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how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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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国际社会千变万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高校学生特别容易迷失其中,不能自拔。在高校学
生中进行思政教育,提升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他们的政治纯洁性,是党和人民伟大事业长盛不衰的
重要保障。此文全面阐述了其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显著作用,首先论述了思政教育与学生管理之间
的内在和外在的联系,其次指出了高校学生管理面临的现状问题,最后给通过思政教育手段来助力解决
学生管理问题的工作开展途径提出几点经验性建议。
[关键词] 思政教育；高校；学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Wenjuan Zou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various ideological trends, college
students are particularly easy to get lost and can't extricate themselves.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political pur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the great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its remarkable role in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
management, secondly poin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empirical suggestions on the ways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s of student management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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