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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指社会大众主观层面的一种心灵感受,具体而言就是指社会大众对于自身所处
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具体环境的满意程度,强调主观方面的体验。影响社会大众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
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而幸福感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既是对于和谐社会构建
中“以人为本”这一建设理念的充分展现,也是各个区域综合实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本文围绕提升主观
幸福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展开探析。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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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Jifeng Gong Mengying Gao Xinxin Liu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bstract] Subjective happiness refers to a spiritual feeling of the subjective level of the public, specifically,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of study, work and life, which emphasizes th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e
aspect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ublic happiness index mainly includ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is not only a full display of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ut also a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development of each
reg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improving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ubjective happiness;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pa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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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小学生数学知识迁移能力的“U 型”学习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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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是数学学科的根本目标,学生数学意识、数学行为、数学思维习惯等的形
成和提高都离不开学习迁移的过程。本研究结合教育改革下的“U 型”学习模式和我校“学本思维,
四度课堂”校级建模的课题研究,对新津区某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进行了教学实践探索。通过“U 型”
学习模式的三个阶段,来探究知识迁移应用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小学数学；
“U 型”学习；知识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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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shaped" Learning Practice to Improve Pupils' Mathematics Knowledge Transfer
Ability
Ai Li Yaxi Wang
Xinjin Weiming School
[Abstract] Improv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mathematics.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consciousness, mathematical behavior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habi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ransfer. Combined with the
"U-shaped" learning mode unde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school level
modeling of "learning based thinking and four class" in our school,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first to third grade students of a primary school in Xinjin district.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U-shaped" learning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method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pplication.
[Key words]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U-shaped" learning; knowledge transf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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