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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间,高校学生频频遭遇的校园网贷、电信诈骗、恶性网络刷单等直接暴露出大学生思想道
德建设的缺失和法律意识的淡薄。由此看来,高校学生法律意识相对薄弱,而思政课程是培养学生法律意
识的重要课程。因此,如何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成为广大教师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高校教师应深入分析每一门课专业课程所包含的法治因素,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
本文以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开设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背景,深度分析目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所面
临的重要难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课程思政；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g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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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mpus network loans, telecom fraud and vicious network brushing frequently
encountered by college students have directly exposed 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and weak
leg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relatively weak,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re important cours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ide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to the leg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come the main problem that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analyze the legal factors in each course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urse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offered by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mporta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leg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egal education;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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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学校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

用。高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做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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