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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县级党校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需
要党校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和教育作用,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奋斗精神,永葆党组织的纯洁
性与先进性。同时党校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秉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改革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育
的吸引力和时代感,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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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n county-level party
schools, which reflect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for party schools to
actively play their leading and educational roles,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and struggle spirit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keep the purity and advance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forever. At the same
time, Party schools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reform and optimiz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 the attrac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sense
of the tim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ighting capacity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needed b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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