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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课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这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产物,应用微课教学模式能够完拓宽
并完善获取知识的有效渠道,总结分析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将分析微课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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