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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的教学现状进行总结,包括对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的设
备硬件、师资力量等与教学相关的方面进行调查和梳理,辅以对新疆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政策和地区水平
差异进行对比,旨在找出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有效的改善意见和对
策,以此达到优化新疆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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