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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史教育载体在党史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党史教育工作从由理论上的构想到教
学实践的桥梁,多样化的党史教育载体是提升小学生开展党史教育效果的题中之义。由于小学生的特殊
性,在开展党史教育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知识灌输上,也不能与其他阶段的学生一概而论,因此,党史教育工
作者应在遵循一定的开发原则的基础上,保证载体的适宜性同时兼具丰富性,以其在小学生党史教育活
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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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rier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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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carri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work,
which is the bridg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work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carrier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effect of
pupil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rrying out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can't stay on the
simple knowledge, and also can not generalized with students at other stages, therefor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workers should follow certain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to guarantee the suitability of both richness at the same
time, so as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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