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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古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古诗也占
据着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曾言“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可见学前时期学习古诗将会对幼儿一生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学习古诗将会在幼儿的心灵深处埋下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但是在幼儿园中古诗教学往
往存在很多误区,本文针对古诗教学的误区阐述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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