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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三
全育人”要求,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大学物理实验作为普通高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
础实践类必修课程,对于学生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训练以及能力品质的综合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本文从“三全育人”的三个要求出发,对大学物理实践类课程的育人路径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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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Educating of Practical Course in College Phy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wide Education"
CHEN Zhiqiang, CUI Lei, YANG Lijuan, LAI Xiaop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qi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2017,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three-wide education" in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at is, full-staff education, whole-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s a compulsory course of basic practic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colleges,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knowledge learning, skill training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and quality. Based on the three requirements of "three-wide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new practical thoughts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physics practic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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