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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实践,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组织形式。本
文以合肥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教学为例,在分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意
义和价值需求的基础上,从目标、理念、方式三个方面,论述“小先生制”教育思想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在育人目标和教学理念的逻辑契合,提出基于“小先生制”教学组织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的目标设计、内容构成、实施要求,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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