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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教学过程包括很多的环节,其中预习教学是重要的环节之一,而这一环节往往是被部分语
文教师所忽视的。预习对于多数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只是一个形式,并没有落到实处。其实,如果把课前预
习重视起来的话,那么语文教学过程会很轻松,很有效率。但做好课前预习这一工作并不是很容易,这需
要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共同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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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eview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Aili Tan
TongxinWangtuan Town Central School
[Abstract]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includes many links, among which the preview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nks, and this link is often ignored by some Chinese teachers. Prepreview is just a form for most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s not implemented. In fact, if the pre-class preview is emphasized,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will be very easy and efficient. But it is not easy to do a good job in pre-class preview, which
requires joint completion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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