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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抓住导入环节、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教学情感双向交流、挖掘教材的魅力等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只有调动学生的内驱力,才能主动、积极学习,全面提高语文综合素养,这才
是治学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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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is the Foundation of Scholarship
Lixia Li
Wuhan Dongting School
[Abstract] We should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by grasping the introduction link, creating
problem situations, implementing two-way communication of enlightening teaching emotions, and exploring
the cha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Only by mobilizing students' drive, can we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actively stud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literacy,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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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奇心,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象,然后再因势利导,学生身临其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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