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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2020年初因疫情肆虐而不得已在各个教育阶段当中应用线上教学方案之后,因线上专业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水平不同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作为从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不同
阶段的教研人员,都需要参考自身学段的基本特征,分析资源库建设现状以及相关问题,持续深化包括顶
层设计以及资源质量提升等诸多机制,以期能够建设更高水平的、适合不同学段的教学资源库,令“互联
网+”等先进的理念以及技术都能够较好融入教学,加强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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