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聚焦文本，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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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从聚焦文本出发,阐述了小学英语阅读教学探究的四个层次：激发阅读兴趣,推进分层阅读,
训练阅读思维,优化阅读效果。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笔者将教学中一些可取的做法进行交流与分享,
并提升了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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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on texts and exploring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in primary schools
Xueqin Zhang
Huangdai Central Primary School of Xiangcheng District, Suzhou
[Abstract] Starting from focusing on the text,the author expounds the four levels of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stimulating reading interest, promoting layered reading, training reading thinking, and
improving reading effect. Combining theories with practice, the author shares some desirable teaching methods
which have proved to improve the effects of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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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下第二课堂提升大学生双创能力初探--以沈阳工业大
学软件学院为例
陈鹏飞
沈阳工业大学
DOI:10.12238/er.v4i7.4084
[摘 要] 目前,高校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科技创新活动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侧重理论学习的第一课堂
与侧重能力实践第二课堂对创新创业教育引导的融合还有欠缺。沈阳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探索实施“以
高校为主体、企业来参与、社会共支持的”学校与企业共同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将第二课堂创新创业
教育引入第一课堂培养方案中,在培养大学生双创能力上有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 校企共建；第二课堂；双创能力
中图分类号：G424.28 文献标识码：A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und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aking the Software Schoo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Pengfei Chen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rst classroom and the second classroom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guidance is still lacking. The School of Software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the "university as the main body,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and the society to support" school-enterprise jointly built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introduced the second classroo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first classroom training program, 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ultiva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chool-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second classroom; The abilit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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