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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国家全面实行法
治建设、保障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为基础,
通过研究分析法治建设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中所存在问题,追本溯源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
能够有效的改变高校大学生对于法律知识掌握肤浅、法治观念淡薄、所学的法律理论和实际情况脱节、
法律信仰程度不足等现状。并通过研究与分析提出了。(1)在高校大学生课程体系中增设法律课堂教学
活动。(2)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法律教育的时效性。(3)加强对高校大学生法律兴趣的培养。(4)
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去等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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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ully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into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fully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traces back to the source to fi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ith a view to effectively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superficial
knowledge of law, weak concept of rule of law, disjointed legal theory and actual situation, and insufficient legal
belief.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adding
legal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combining legal theory with
practice, enhancing the timeliness of leg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interest,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llege leg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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