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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构建“345”学生党员双向多维培养体系研究
——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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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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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南民族大学基层党支部在党建工作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学校学院和学
生党员双向,从学生党员发展选拔教育、综合培养教育和党性养成教育三个层面多维,构建“345”学生
党员双向多维培养体系,有效的促进高校党建工作、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提高学生党员发展质量。
[关键词] 高校；党支部；学生党员；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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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Bidirectional Multidimensional Training System of "345" Student
Party Memb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s an example

Xueling Chen Xiaoming Jing Hui Guo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In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e grass-roots party
branch of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focuses on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the school college and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education and party spirit development education on three levels. , To
build a two-way and multi-dimensional training system for “345” student party members, effectively promote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grassroots party branch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 party memb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rty branch; student party members;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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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幼儿与教师合作开展的行动研究
—中班幼儿关于“最喜欢在幼儿园哪里玩”问题的研究
张岩宇
山西师范大学幼儿园
DOI:10.12238/er.v4i6.3997
[摘 要] 在“儿童作为研究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幼儿作为小小研究者,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用适
宜他们的研究方法,将游戏元素纳入到研究活动中,一起对研究问题展开探索。这个探索过程需要经过确
定问题、研究准备、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回顾与展示等五个研究阶段。
[关键词] 儿童作为研究者；幼儿；幼儿教师
中图分类号：G613 文献标识码：A

An action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young children in cooperation with teachers
-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where do you like to play most in kindergarten" for middle class children

Yanyu Zhang
Kindergarten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ldren as researchers", children, as small
researchers, with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teachers, use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to incorporate game
elements into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plore research problems together. This exploration process needs to go
through five research stages: problem determination, research preparation, 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review
and display.
[Key words] children as researchers; child; Preschool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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