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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混合式学习：在校学习与在岗学习的对接融合 范玉芳 （５）
!!!!!

论法学教育中的伦理之维 胡之芳 （１０）
!!!!!!!!!!!!!

“后方法”三维体系下大学英语教师的自主建构 张丽莹 （１６）
!!!

高校ＳＰＯＣ课程成绩评定方法研究

黄海风　刘培国　王　壮　等 （２４）
!!!!!!!!!!!!

机电一体化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研究 陈　容　陈映波 （２８）
!!!!!

新传媒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基于河北省主要高校的实证研究

　　…………………………………………………闻　竞　夏志学 （３４）

【名家思享】

再论善于善 张楚廷 （４２）
!!!!!!!!!!!!!!!!!!!

【比较教育】

德国精英大学计划建设成效分析及启示

　　…………………………………赵英伟　吴　伟　王省书　等 （４６）

麻省理工学院核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育模式分析

　　………………………………………甘龙飞　杨晓虎　马燕云 （５３）

萨尔斯堡原则与欧盟博士教育内涵 苏兆斌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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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

高校教学质量满意度调查

　　———基于Ｈ省４所高校７５２名本科生的调查数据

　　…………………………………………………任仕君　杨雪娇 （６８）

就业因素对定向生与非定向生学习状况影响研究

———以兰州大学医学院本科生为例 罗　娜 （７６）
!!!!!!!

【教学论坛】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军校大学物理课程中的应用

　　———以 “陀螺的进动”为例

　　…………………………………余同普　邹德滨　银　燕　等 （８２）

“１＋Ｘ＋１／Ｘ”的光电专业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初探 秦石乔 （８６）
!!!

高校思政课教学引入 “翻转课堂”的实践与思考 刘权政 （９０）
!!!

基于混合教学理念的土木工程制图教学改革研究

　　 杨述明　梁　兵　王长华 （９４）
!!!!!!!!!!!!!!

“导弹制导与控制原理”教学改革与实践

　　 叶继坤　雷虎民　李　炯　等 （９８）
!!!!!!!!!!!!

空天工程专业导论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程谋森　向　敏　程文科 （１０３）
!!!!!!!!!!!!!!

【综合研究】

近十年国内高职高专英汉翻译教学研究述评 黎　研 （１０８）
!!!!!

学科前沿课程与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林志勇　李自然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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