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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智能终端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在高校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可解决传统教学中存
在的弊端,弥补教学中的不足。让学生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参与到语言教学活动中来,从而丰
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增强学生对语言教学的兴趣和积极性。本文就将对移动智能终端在高校语言教学中
的具体应用加以分析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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