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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

美国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历程与展望 李　冬，陈　玄 （１）
!!!!!!

俄罗斯军队院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及其特点 郑　可 （６）
!!!!!!

美国退役军人的高等教育志愿供给：背景、结构与内容

王　棒 （１３）
!!!!!!!!!!!!!!!!!!!!!!

【教育理论】

“Ｘ＋人工智能”军事人才培养能力要素浅析

吴　玲，石章松，卢发兴 （２０）
!!!!!!!!!!!!!!

大学教师的科研公共性解析

———基于 “动力源”视角 仲彦鹏，王韵晨 （２５）
!!!!!!!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特征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 杨　剑，夏青青 （３２）
!!!!!

新工科背景下装备智能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崔利杰，任　博，张红梅，等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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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高端国际人才的多元协同培养

———以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印尼班为例

郭学益，田庆华，陈爱良，等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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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研究】

冯康精神

———一种值得尊崇的科学家精神 朱亚宗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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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

疫情防控背景下基于多平台模式的线上教学研究

雷洪涛，张　涛，刘亚杰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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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课程内容优化研究及其在ＭＯＯＣ教学中的实践

文　军，屈龙江，刘春林，等 （６６）
!!!!!!!!!!!!

“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类课程在线教学探索

———以 “内燃机构造”课程为例

周广猛，刘伍权，董素荣，等 （７２）
!!!!!!!!!!!!

深度学习视域下军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曾　振，高　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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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传播视域下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邹小军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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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知行观探析

周永华，卢红梅，王　晖，等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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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坛】

基于军事游戏的体验式教学方法研究

———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王　斌，周　文，周政清，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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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背景下军事基础技能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 “轻武器操作—对隐显目标射击”课程为例

孙振武，王保华，周　雷 （１００）
!!!!!!!!!!!!!!

基于６Ｅ教学模式的理工类ＳＴＥＭ课程评价体系设计

———以 “水中兵器发射技术”课程为例

周　杰，尹岳昆，魏　勇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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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综合能力提升的连通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刘战合，张伟伟，罗明强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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