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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通过修订课程大纲,明确将知识讲授、实践能力培
养和思想价值教育作为课程综合培养目标,优化课程内容设计,选择多样的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评价,旨
在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和道德素养提升。教学实践表明,学生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政治素养也得到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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