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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对于人才的培养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新课标
指出高中物理的教学目标是要增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加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发展。本文分析了
高中物理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究了高中物理核心素养教学的实践策略,旨在促进高中物理核心素养教学
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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