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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院校教育的影响及其评价

范玉芳，龚　碧，钟雅琼 （５）
!!!!!!!!!!!!!!!

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的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参与海外学习为例

杨　阳 （１０）
!!!!!!!!!!!!!!!!!!!!!!

高校气象类专业的美学特征及美学教育

黄小刚，程小平，丁菊丽，等 （１６）
!!!!!!!!!!!!

海军生长军官学员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以海军Ｄ学院为例

陈　枭，陈　杰，苑志江 （２１）
!!!!!!!!!!!!!!

课堂教学供给侧改革的动因、内涵与策略

杨辉跃，何　滔，涂亚庆 （２６）
!!!!!!!!!!!!!!

运用知识建构理论提升大学生研究能力的实证研究

张　捷 （３１）
!!!!!!!!!!!!!!!!!!!!!!

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化困境与对策 张立满，周　渊 （３７）
!!!!!!

【大家研究】

一生 “三立”，天下传奇

———纪念华罗庚诞辰１１０周年 朱亚宗 （４３）
!!!!!!!!!

【在线教育】

本科线上教学中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

矫媛媛，潘晓刚，马满好 （５２）
!!!!!!!!!!!!!!

在线教学互动 “四性四度”的探索与实践

翟文茜，汪泽焱 （５６）
!!!!!!!!!!!!!!!!!!

网络教学中专业导论课程的改革探索与实践

———以 “地球科学概论”课程为例

曾　，周鹤峰，高东宝，等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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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

影响美国陆军职业军事教育发展的社会性因素研究 马　燕 （６７）
!!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背景、走向和特点

石雪怡，樊秀娣 （７２）
!!!!!!!!!!!!!!!!!!

美国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研究 张小亮，陈玲丽 （８０）
!

【教育热点】

课程思政在军校系统工程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

张鹏涛，武　涛，李　强 （８５）
!!!!!!!!!!!!!!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高校校友评价反馈指标体系初探

———基于同济大学关于校友发展调研的实践

郑晓蕾，仇晓璐 （９１）
!!!!!!!!!!!!!!!!!!

ＨＰＭ视角下基于ＯＢＥ教育理念的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探究

江　南 （９７）
!!!!!!!!!!!!!!!!!!!!!!

【教学论坛】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研究生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刘　芳，姚　莉，刘　斌，等 （１０３）
!!!!!!!!!!!!

科技竞赛在航空宇航学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研究

张　翔，黄启军，耿　辉，等 （１０７）
!!!!!!!!!!!!

工程实践类课程高效课堂范式化模型研究

杨述明，吴建军，程玉强 （１１１）
!!!!!!!!!!!!!!

移动学习背景下微信支持的军事英语词汇学习实证研究

张小玲，罗哲怡，燕　莉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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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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