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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科目,会伴随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而如果仍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
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不利于其语文水平的提升。所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教学
措施,从根本上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对学生学习心理的了解,可以找到学生的兴趣点,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文从学生的心理出发,提出了激发语文学习兴趣的措施,希望可以
改善当前语文教学现状,提高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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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e Students'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Chinese Learning
Hongmei Li
Dongguan Wanjiang No.1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school education, Chinese will accompany the whole learning career of
students. I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still adopted, it will reduc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hinese level.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adopt targeted
teaching measures according to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o mee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fundamentally.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psychology, we can find the their interest
points, so as to stimulate and mobilize learning enthusiasm. Based on the psychology of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learning, hoping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effect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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