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文化创意产业在视觉设计教学改革中的重要性
花睿
新疆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4i6.3938
[摘 要] 众所周知,创新是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在全新的发展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和视觉设
计教学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基于此,文化创意产业在视觉设计教学改革中的联系千丝万缕,
故而需要正确认识文化创意产业对视觉设计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在视觉设计教学中,文化创意是基础,
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可切实培养高素质人才,大力推动产业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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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 the reform of visual design teaching
Rui Hua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innovation is the source of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Under the completely new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visual design teaching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complementary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is,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has many connections in the reform of visual design teach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to the reform of visual design teaching. In the visual design teaching, cultural creativity
is the found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train high-quality personnel, vigorously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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