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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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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水平的供给侧
改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改革也具有重大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思政课供给与大学生思政课需
求、过度程式化的供给与品质化的需求、社会的高标准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三对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侧改革是增强学生心理获得感的需要,是提高教师素质的要求,也是提高教学
实效性的选择。高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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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cessity of "supply-sid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uan Su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pp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form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ctify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improve the supply-side re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pairs of
contradictions: the suppl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demand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Over-programmed supply and the demand of quality, the high standards of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need to enhance students'sense of psychological gain,
th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eachers'quality, and the choice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rough supply-side reform.
[Keywords] SUPPLY-SIDE REFOR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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