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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校实践教学现状,结合高校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提出实施“一心、两点、三线、四面”高
校实践教学新模式,促进高校实践化教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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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practical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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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of "one heart, two points, three lines and four side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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