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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含思想政治教学以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两点具体内容。因此,
本文主要以医学类独立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立德树人”的思想为基准,合理分析思政课教育以及日
常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重要意义,并根据目前存在的状况,给予更加科学合理的协同育人体制以及基准,
合理构建协同育人平台,从多方面、多角度促进产教融合战略,进一步为医学类独立院校“大思政”体系
的建立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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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tains two specific
cont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refore,based on the
idea of " strengthen morality education"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medical independent colleges,this
paper reasonab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give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benchmark, reasonably build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latform,
promotes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rom many aspects, multi-angles, and further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deological" system of independent med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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