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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业策划实务》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在应用型教学模式下,如何把这门
课程讲好的同时,能总结出一套既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更好的锻炼学生的
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教学模式,通过围绕核心课程群、教学改革、注重实践性和教师培训的等方面着
手,从而达到提高本门课程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是这篇文章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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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a core course of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Under the applied teaching mode, how to teach the course well, and summarize a set of teaching
mode that can not on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ut
also better exercise students' planning ability and execution ability of teaching mode, by focusing on the core
curriculum group, teaching reform, pay attention to practicality and teacher training, etc.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cours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which is the mainly discussed content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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