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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思想政治课只有与时俱进,才有生命力。如何高效的进行思
想政治课教学,提高初中政治教学效率？作为一名初中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以及参阅
大量的文献,对于新时期初中政治教育教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此表述供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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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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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times are developing and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ng. Only b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c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ve vitality. How to cond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s a junior high school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orker, after years of teaching and referencing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I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is expressed here
for colleagu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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