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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钱学森青年成才的关键因素 朱亚宗 （５）
!!!!!!!!!!!!!

钱学森系统思维思想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实践

———试论大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系统思维能力的培养

李国辉，唐国明，崔　婧 （１３）
!!!!!!!!!!!!!!

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在专业建设中的应用

张维明，唐九阳 （２０）
!!!!!!!!!!!!!!!!!!

【教育管理】

基于ＯＢＥ理念的生长军官教学体系评价研究

程　浩，王保华，王　斌 （２４）
!!!!!!!!!!!!!!

指导教师是如何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

———以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为例

王明涛，李　茜，韩其恒 （２９）
!!!!!!!!!!!!!!

【教育理论】

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关系论辩 吕云峰 （４１）
!!!!!!!!!!!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 “以文化人”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巨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视角 史华楠，吴　静 （４５）
!!

基于ＣＤＩＯ模式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型

———以系统仿真方向研究生培养为例

陈　彬，谢　旭，江小平 （５３）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逻辑生成

程翔宇，秦　弋 （５８）
!!!!!!!!!!!!!!!!!!

基于英文官网的中国高校国际形象建设研究

徐文娟，苏　恒，陈长瑶 （６４）
!!!!!!!!!!!!!!

赵惠君
编辑部主任

副 主 编

杨克巍主 编

/01221345/FG09H86

#军网$



本刊全文收录数据库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

第 !" 卷 "#$% 年第 ! 期"总第 $%& 期#

"#'% 年 '" 月

书书书

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张海明，王芙蓉，陈　罡，等 （７３）
!!!!!!!!!!!!

【比较教育】

“卓越计划”背景下德国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模式与特点

邵翔，段世飞 （８１）
!!!!!!!!!!!!!!!!!!

【教育热点】

面向 “金课”建设的课程评价方法研究

江小平，胡艳丽，谢维浩 （９０）
!!!!!!!!!!!!!!

难度教学与 “金课”建设 张　清，李　璐 （９５）
!!!!!!!!!

【教学论坛】

基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表面工程教学探索

王丹琴，王　珲，谢　威，等 （９９）
!!!!!!!!!!!!

跨学科研究生选修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 “量子物理”为例

邓志姣，戴宏毅，彭　刚，等 （１０５）
!!!!!!!!!!!!

陆军军事职业教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 “光通信”系列在线课程为例

赵继勇，徐作庭，苏　洋，等 （１１１）
!!!!!!!!!!!!

基于ＲＥＡＴ一体化模型的研究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初探

汪　元 （１１６）
!!!!!!!!!!!!!!!!!!!!!!

征稿启事 （１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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