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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的思政课承担着培育健全人格和充盈精神世界的双重任务,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
渠道,因此提高其课程教育效果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优秀的接班人。为进一步提高大学思政课
堂的教学效果,该课程教师需要确立正确的教学宗旨。要特别注重培养高校学生独立自主思考能力和人
格。同时,要围绕教学理论知识和相关实践环节展开,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课程和教学效果的相关理论研
究。该研究具有一定的教学实践性和指导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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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takes the dual tasks of cultivating a
sound personality and filling the spiritual world. It is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ushering in excellent
successors for China's socialist caus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ers of the course nee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teaching purpose.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teach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relevant practical links, and strengthe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has certa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guiding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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