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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多元文化环境下,高职院校要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确立“四基”学习模式的中心地位,
全面分析当下高职学生的特点,开设专门的课程内容,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提升
文化素养,树立文化自信,从而适应现代化人才需求。但现阶段的高职院校在课程结构设计上存在着多
种问题,整体教学资源、形式单一化,无法真正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院校要根据“四基”内容,
灵活规划,促使学生成为新时代人才。本文会从多个角度分析“四基”学习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并提出
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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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Four Basics" Learning Mod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urriculum
Yanglin Ma
Shaanxi Fash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four bases" learning mod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et up special courses, lead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lear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nowledge, improve cultural literacy,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talent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design, and the overal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form are single, which cannot truly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lan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four bases" to
promote students to becom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four-based" learning mode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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