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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美学”跨学科教学实践探索
——以《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教学实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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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为课例,从访建筑、观舞剧、画导图、品诗歌、绘画作、评雕
塑六个环节设计教学,引导学生通过“美学之旅”读懂参透文本的同时,将重复与变化的艺术创作原则应
用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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