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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农村小学思想政治课开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高
各级领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加强农村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的配备管理、加强与大中城市兄
弟学校的交流沟通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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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increase the importance of leaders at all level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brother schools in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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