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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如何提高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探讨研究,首先要明确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培养的重
要性与现状,然后与其中内容相结合,对提高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策略进行分析。得出小学语文教
师需营造舒适愉悦的阅读氛围、选择效果最好的阅读形式以及注重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这三点对策,
希望能为有关人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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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how to improve the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
must first clarify the importanc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and then combine with the content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need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pleasant reading atmosphere, choose the most effective reading form, an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divergent thinking. These three countermeasures are hoped to provide help to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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