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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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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坚持八个“相统一”的
要求,其中一项是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提倡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显性教育方式和隐形教育
方式相结合,相辅相成,服务育人工作。隐性教育对独立学院高校大学生群体思想教育有着特殊且重要的
意义,本文分析隐性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政教育内涵及优势,总结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政隐性教育的现状,为
进一步研究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政隐性教育必要性和实现路径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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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小学数学教学与数学思维
高君梅
甘肃省宁县南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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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些数学知识以及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以这些方法研究一些
数学问题,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并在其实施中加以运用。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培养创新意识的能
力,从而不断支持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除了教授数学知识外,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也非
常重要。
[关键词] 小学数学；教育；思考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Probe into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Mathematics Thinking
Junmei Gao
Nanyi Primary School, Ni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som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ome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use these methods to study some mathematical problems, de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pply them in its implement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so as to continuously support all aspects of student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mathematics,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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