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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语文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帮助学生学会表达,提升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应用能力。目前,
在小学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惯性获取知识的方式过于单一。愈加改善需以阅读为中心展开,强调阅
读能力、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开口说话能力、独立思考并学以致用的能力。从低年级阅读教学中着手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习品质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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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teresting and effective" reading teaching methods in lower grades based o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ore literacy
Yangying Qiu
Duanmiao kindergarten, Haolin School District, Haolin Township
[Abstract] cultivating Chinese core literacy requires teacher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 express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ability, thinking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students' inertia and the way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re too single. Further improvement needs to
focus on reading,emphasizing reading ability, the ability to express and show oneself, the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apply what you have learned.We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promote
learn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from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in lower grad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ore literacy; Lower grades; Interesting and effective; reading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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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教师的视角向学生传递灌输知识,

读兴趣。低年级学生的好奇心很强,教

累。再结合多媒体设备来帮助学生养成

学生被动接受执教者知识架构内的学

师可以通过这一点结合教材与多媒体

积极探索的习惯,在不断学习——积累

识。生动有趣的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

吸引学生对阅读及学习的兴趣,营造相

——运用中找到语文学习方法。充满着

兴趣。单向灌输枯燥乏味,学生不愿意听,

应的问题情境。以课文《小小的船》来

童话趣味问题情境的课堂影响着学生

不愿意学,久而久之愈发不愿阅读。时代

说,问题导入开启教学最为合适。教师

的人格和心灵的健康发展,可以在每一

发展,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迅速替代的书

提出问题：我们见过的弯弯的月儿像什

位学生的内心深处构建出一片绚烂的

籍报刊等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媒

么?这一问题能激发学生想象力,把学

精神花园；富有生活味道的问题情境的

介。学习环境改变而部分教师依旧课堂

生注意力迅速吸引到教学内容上,融入

课堂,能够在学生的精神花园中洒下甘

上缺乏创新,学生也没有自主阅读的习惯,

学习情境。琅琅上口的儿歌带着优美的

霖,滋养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田；富有思

教学效率低下。
教师一味讲解,学生一味模

节奏,让学生不知不觉沉浸在童话氛围

考性问题情境的课堂则能激发学生的

仿的课堂,培养不出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

中。但是低年级学生的认字不足,常识

无限可能性,能够在学生的心田上绽放

1 核心素养下的小学阅读课堂
的有效措施

储备不完整,不具备单独阅读和思考的

出语文素养的绚丽花朵。

能力。教师可通过生字词的教学,培养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优化阅读内容及阅读方式
8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学生在低年龄阶段表达能力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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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是否处在预设

深入的思考以及对知识进行有效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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