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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方案探究——以西京学院万
钧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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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引导、教育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提高思想觉悟、坚持党的宗旨等方面具有
重要责任和义务。内容丰富多样的党日活动是将自身建设与高校立德树人结合有效的形式,也是引导、
教育党员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以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为视角,选取西京学院万钧书院作为调研地
点进行研究调查,对高校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方案探究,以期能够提高党日活动的质量,利用活动的
教育属性,激励更多的师生党员发挥榜样的力量。
[关键词] 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高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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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eme Party Day Activity Pla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aking Wanjun College of Xij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Qi Chen
Wanjun Academy, X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in guiding and educating party members and active applicants to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adhere to the party's purposes. Rich and diverse party day activities are an effective way to
combine self-construction with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guide and educate party members. In this pap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matic party day activity, Wanjun College of Xijing University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ite to
investigate and explore the theme party day activitie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angRi activities, use of activity education attributes, encourage
mo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y member to play the power of rol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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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多元化教学手段运用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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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教育理工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必要基础
和重要工具。由于这门课程涉及到数学理论、数学运算与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是高等院校各个专
业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但高职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较为薄弱,为适应高职教育生源现状,在教学中,我
们应广泛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以便更加有效的开展数学教学。
[关键词] 多元化教学；翻转课堂；对分课堂；智慧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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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eans in Higher Mathematics
Xiao Guo, Chenchen Zhang
Nanyang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Higher Mathematics" is a required 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pecialty, is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and important tool for students to learn follow-up specialty courses. Because this
course involves the cultivation of mathematical theory, mathematical operation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it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all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mathematics
found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s generally weak.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should widely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in teaching, so as to carry
out mathematics teaching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Diversified teaching; Flipped classroom; PAD Class; wisdom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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