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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对军校教学过程主要矛盾和本质的再认识 吕云峰 （５）
!!!!!!!

军校拔尖创新人才心理特质分析

　　———以长沙某军校为例 徐英雪 （１１）
!!!!!!!!!!!!

在交叉学科课程教学中塑造大学生人格

………………………………………罗鹏程　程志君　蒋　平 （１８）

国内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孙刚成　曲　歌　王学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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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连队化模式下学员营干部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

…………………………………李长胜　陈安平　马松超　等 （２７）

以人本管理理念推进军队院校学员连队化管理

………………………………………张　敏　冯　锐　兰运奎 （３１）

学员连队化管理模式下提升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刘　静　翟天增　秦艳平 （３５）

【名家思享】

艺术在生活中　生活在艺术中 张楚廷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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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

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及其启示 梁晓波　张晓琳　郭锦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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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军校中华传统军事思想教育的比较研究

…………………………………………………高民政　唐梓翔 （５０）

从比较视野看士官管理带兵能力的培养

………………………………………王品品　李小平　马　芳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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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

军校本科学员课外创新实践活动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钟海荣　徐　攀　张培梁　等 （６２）

国家 “９８５工程”高校办学实力分析及对军队综合大学的启示

……………………………………………………………李青海 （６７）

高校科研发展战略评估问题研究 韩　琰　赵海洋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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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的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方法

…………………………………高晓光　郑　俊　王云辉　等 （８３）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学生自主管理模式

…………………………………李　昂　陈雅洁　詹官凯　等 （９０）

【教学论坛】

控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郑永斌　张　明　李　春　等 （９４）

依托北斗数据中心探索数据驱动的案例教学

………………………………………谷德峰　申　镇　张继东 （９９）

研究性教学在军事地形学教学训练中的运用

…………………………………… 黄　窻　刘晓才　易文安 （１０４）

基于建构主义的 “战场环境概论”教学研究

…………………………………… 徐享忠　黄玺瑛　朱敏洁 （１０８）

ＰＢＬ教学模式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实践

……………………………… 宋厚盼　黄惠勇　蔡　雄　等 （１１３）

土木工程专业桥梁毕业设计 “三潜”“四阶段”教学法研究

刘小燕　邓　扬　谭中华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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