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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担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肩负着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重任。我国正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在当前通过提高思政课地位、加强思政课的认知力度,提高思政
课教师素质以及加强思政课的创新对于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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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he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aring the important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bearing the important task of train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o suppo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our country, determined to struggle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useful talents.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stage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pres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y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trengthening the cognitive streng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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