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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发展,当前时代各个学校对多元性教学工作引起了高度重视,不
断推进教学工作的改进升级来适应素质教育工作,数学教学工作也要加强对生活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分
析,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带动学生学习的高效率教学方式。
[关键词]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问题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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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Living Strateg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Guangying Ren
Guizhou Shiqian County No.2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urrent era of school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diversified teaching work, const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teaching work
to adapt to quality education work,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work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life-oriented teaching mode,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drive the efficient teaching mode of
student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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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的舞蹈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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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成为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核心趋势,高校舞蹈专业也承担着思政教育任务,应积极
探索“课程思政”教学创新方式。基于此,文章在简要阐述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优势的基础
上,系统总结出当前“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教学方式。这由此深化对高校舞蹈专业
“课程思政”教学优势的认识,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发挥其应有的思政教育价值。
[关键词] 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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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Research of Dance Courses in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iyu Hu, Xiayidan Wali
Changji College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trend of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ance major in universities also undertakes the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mod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briefly explains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in college dance
major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teaching methods. This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es
the teaching reform work, and gives full play to its d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Key words] college dance maj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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