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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当下的社会发展来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竞争中心,在新时代的教育领域中,高职教育处于整
个教育体系的重要位置,对于较高层次岗位技能人才的培养有重要责任。学校只有重视、完善并且组织
好思想教育教学活动,才能帮助学生成为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很多成立时间较短的高
职院校,都存在着很多新问题,例如：教育理念、教学理论和教学策略、办学的条件等,在这其中最值得
讨论的是对高职学生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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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alents is worthy of the competition cente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still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and ha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raining of skilled talents in higher-level positions.Only by
pay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and organiz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well, can
the school help students to becom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hi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Man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a short time of establishment have many new problems,
such as: educational concept, teaching theory and teaching strategy, and conditions for running schools, among
which the most worth discussion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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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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