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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老双方合作日益增多,双方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培养应用复合型老挝语专业技术人才,需要不断创新改革教学模式。《基础老挝语》
是老挝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在老挝语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贵州民族大学老挝语专业的
《基础老挝语》课程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旨在探索更优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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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urse Reform of "Basic of Laos"
Hu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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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3, the President put forward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o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further deepened and deepened.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nd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 in order to train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who apply compound Lao language. Basic Lao is the
core course of Lao language major,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Lao language tal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aching mode of Basic Lao for Lao majors i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aiming to explore a
better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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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理解的偏差,造成沟通交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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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平时成绩为40%,而在这40%中,期中

才需求的情况。追踪近几年的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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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语诗歌朗诵、老挝语歌曲比赛、老挝
语演讲比赛、老挝语配音等语言技能考

3.6在《基础老挝语》中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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