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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与历史学院发表教研论文情况一览表（2011-2015年）

序号 成果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刊期

1 世界近代史立体化教学模式探微 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2期
2 浅析《世界现代史》的课程建设 卢少志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6期
3 高校教学团队建设与学科专业发展关系探究 贾宝维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
4 高校课程教学质量关键要素的考量与构建 田宗会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
5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指导思想 孙海义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2期
6 当代教师的师表风范 张一夫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7 教师角色的转换 白雪晖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8 关于加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的思考 胡日查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9 模拟法庭设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 娜仁图雅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10 论培养蒙汉双语法律人才 白迎春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学报 2012年第10期
11 民族高校培养双语法律人才的目标定位 宋丽弘 理论与现代化 2012年第6期
12 关于双语教学中宪法教学改革的思考 刘国利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1期
13 理念与能力：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民法学教学目标的选择 唐孝辉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1期
14 论模拟法庭教学的完善 史秀娟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4期
15 论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开展 李文杰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1期
16 中英开放大学辍学比较研究 邢延龄 教育学术月刊 2012年第11期
17 谈高校教学改革的紧迫性 思勤图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 2013年3月
18 双语教育对蒙语授课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和影响 荷叶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11月
19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践行科学发展观 刘春明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3年1月
20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 刘春明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3年2月
21 蒙汉双语法学专业授课模式探析 宋丽弘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 2013年10月
22 民族高校人权教育问题探析 宋丽弘 理论与现代化 2013年3月
23 汉语背景下法律语句的模糊性研究 李文杰 语文建设 2013年21期
24 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付淑娥 法制与社会 2013年4月
25 少数民族高等院校培养双语法律人才的教学方法研究 白迎春 赤峰学院学报 2013年12月
26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外法学教育研究 李英伟 前沿 2013年9月
27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高校中国文化史教学的思考 李鹏 民族教育研究 2013年3月
28 易经教学法探析 李鹏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 2013年3月
29 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及其在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 田明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3年3月
30 浅谈高等院校中国文化史教学的内容设计 靳玲 科教导报 2014,(12)
31 关于《反杜林论·哲学篇》精读式教学方法的思考 王福革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4,(1)
32 蒙古语授课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 白图雅 内蒙古社会科学（蒙） 2014,(4)
3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关怀 思勤途 知识经济 2014,(8)153
34 “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探讨 思勤途 学园 2014,(24)
35 流行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 思勤途 知识经济 2014,(18)
36 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策略研究 思勤途 语文建设 2014,(29)
37 新形势下大学生德育课程建设 思勤途 时代教育 2014,(21)
38 环境法教学的改革及其创新 顾世华 法制与社会 2014,(25)
39 简论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 慈志刚 学理论 2015年第11期
40 在《中国文化史》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周国琴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12月
41 国际本科学术互认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刘勃然 学理论 2015（11）
42 浅谈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思勤途 内蒙古社会科学（蒙）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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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网络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新举措 思勤途 教师 2015.1（2）
44 新媒体视域中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研究 思勤途 时代教育 2015.4（4）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实践的几点认识 赵凤云 亚太教育 2015年第10期
46 基于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八二宪法”分析 刘国利 法制与社会 2015年10月期
47 宪法的实践性与教学理念的转换分析 刘国利 法制博览 2015年10月期
48 网络辅助下的高校行政法学课堂教学分析 白军胜 法制博览 2015年第31期
49 试论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实施 李文杰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年第6期
50 民族法学在民族高校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路径 宋丽弘 理论与现代化 2015(3)

51
浅谈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法学实践教学方式的革新—以实务导
向型人才培养目标为视角

史秀娟 高教学刊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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