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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改
进和创新,能从思想上对大学生群体作出积极的教育和引导,使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反思自身行
为,能不断地通过学习和思考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本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新
时代背景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的方法和改革的措施进行了探究,旨在能突出新时代的特色,
对高校大学生群体实施相对科学的教育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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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make posit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enable college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behavior in the complex social situation and can
constantly develop and improve themselves through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guidance methods and
reform measur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iming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nd implement relatively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
背景下,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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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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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全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体系和师资

的筛选是对教学活动进行改革创新的重

人成长的反思,从而提高教育教学有效

保障体系的构建,搭建课内外融合教育

要方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与时俱

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信息技术的影

的平台和线上线下混合的教育体系,在

进的筛选新的教学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

响和应用情况,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

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对学生实施积极的教

教育实践中,对学生实施多元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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