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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会课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多班会课的授课形式单一、授课的效果往往不高,
和班会课的地位不相匹配,甚至成为了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鸡肋”,挪占、丢弃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
探索议题式教学下的班会课,旨在改善班会课的单一形式、提升班会课的教育效果,为学校开展学生教育
的途径提供更多的可能,为学生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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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class meetings
Zhiyi Huang Qifang Liu
Pantan Middle School,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meeting classes in school education is self-evident, but many class meetings
teach a single form, the teaching effect is often not high, and do not match the status of class meeting classes, and
even become the "chicken rib"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occupation and discarding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To this end, exploring the class meeting class under the topic teaching aims to improve the single
form of class meeting class,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class meeting class,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school to carry out students ' education, and provide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plan their ow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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