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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高端人才核心素养的基本结构 朱亚宗 （５）
!!!!!!!!!!!!

女院士成长经历及启示

———以２０位女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侯玉婷 （１３）
!!!!!!

大数据对法学教学模式的影响调查

———以湖南省十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基础

李　敏　韩晓癑 （２２）
!!!!!!!!!!!!!!!!!!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队院校研究生校企合作培养探索与思考

朱晓敏　包卫东　周　云　等 （３０）
!!!!!!!!!!!!

“双一流”背景下专业硕士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金融专业硕士培养为例 张建军　史文霞 （３５）
!!!!!

基于网站内容分析的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案例研究

康　乐　李福林 （４２）
!!!!!!!!!!!!!!!!!!

如何在研学旅行中开展研究性学习

———以中国传媒大学日本暑期学校为例

曾嘉灵　胡启慧　纪九梅　等 （５０）
!!!!!!!!!!!!

基于能力产出导向的教学科研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王　鹏　郑　伟　张洪波　等 （５９）
!!!!!!!!!!!!

世界技能大赛主题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７年期刊文献分析

———兼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改革 罗尧成　商云仁 （６４）
!!!!

【教育管理】

基于访谈视角的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业绩考评研究 方　宝 （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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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

美军网络部队培训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彭　强　周时娥 （７６）
!!!

法国大学招生入学制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革新

吴慧平　陈文毅 （８０）
!!!!!!!!!!!!!!!!!!

新加坡高校支持本土学生境外交流资助体系：内容、特征及启示

姚　琳　李　慧 （８６）
!!!!!!!!!!!!!!!!!!

【教师发展】

新时代下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同济大学为例 谭　武　吴天琪 （９３）
!!!!!!!!!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区域共享的 “头雁模式”研究

———基于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行为分析

王祖山　康翠萍　张　琼 （１００）
!!!!!!!!!!!!!!

【教学论坛】

基于哲学思辨的大学有机化学教学策略研究

韩国志　邹　冲　关建宁 （１０７）
!!!!!!!!!!!!!!

试论面向大一新生的教学模式

———以公共基础课 “大学物理”为例

周兆妍　胡升泽　程启翔　等 （１１１）
!!!!!!!!!!!!

以能力塑造为核心的材料学科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李　顺　王　震　暨　波　等 （１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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