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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概述了五艺和五育的概念,并分析了在教育中二者的重要性,通过二者的共通点,解释了
五艺并施和五育融合的性质,从而推动教育发展,最终实现通过教育培育学生健全人格,实现学生全方
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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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Five Ar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Xinran Zheng, Xin Wu
Beij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oncepts of five arts and five educa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 in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mmon points of the two, it explains the nature of the combination of five arts
and five educat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ventually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through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 New Curriculum Reform; Educational Theor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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