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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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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迁精神是新时代国家和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大学生成长有很重要的教育引导作
用。在新时代条件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将西迁精神寓于其中,充分挖掘其教育价值。以课
堂教学为核心,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创新推动网络育人为关键,多途径弘扬
西迁精神,将更好地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从而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担当民族大任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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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spirit of moving westward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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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irit of "Moving to Western Regions"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ountr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e can put the spirit of westward migration in it and fully tap its
educational value. Taking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core,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basis, social
pract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novation promoting network education as the key, and carrying forward Spirit of
"Moving to Western Regions" in multiple ways will better enric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terials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enhance the spiritual streng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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