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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是我国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高职院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各大社会企
业对人才的要求也愈来愈高,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信息对当前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资源日渐颇丰,思想政治教
育可以引导学生分辨繁杂的媒体信息和价值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正确的立德
树人导向,从道德上约束学生的行为,培养思想道德素养,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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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ajor social enterprises
for talen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faced by graduate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information has exerted profound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young students.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ncreasingly abund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guide students to distinguish
complicated media information and values,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adhere
to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It can also restrain students' behavior morally, cultivat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mpac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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