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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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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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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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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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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