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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主要对象之一，相比于本科生，研究生的社会阅历和自我意
识较强，对外界环境的影响的选择性更强，加上学校和社会多元因素的影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总是不尽如人意。探寻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策略，
对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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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graduates are one of the main targe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 Compared
with undergraduates, postgraduates have stronger social experience and self-awareness and more selective
influences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ith diversity in schools and society. Due to these factor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will always be unsatisfactor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in college and thinking about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further standard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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