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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走向近代,文言成为白话,绝句律诗成为现代诗。现代诗虽源于古诗却又不同于古诗,其
句式长短不一,内容又有所拓展。在现代诗歌教学中,既要从古诗教学中萃取精华,又要探索出属于现
代诗歌的独有教学模式。在学习现代诗歌时,既要重视学生朗读,又要品味诗歌意境；既能习得作品
内涵,又能寻得作品形式,让学生主动发现诗歌的言语表现形式,训练语言表现能力,获得学习诗歌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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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stics, Speeches and Expressions——A Probe into the Teaching Path of Modern Poetry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Pengpeng Li
Xukou Central Primary School,Wuzhong District,Suzhou City
[Abstract] Literature is moving towards modern times, classical Chinese has become vernacular, and quatrain
poetry has become modern poetry. Although modern poems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poems,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ancient poems. Their sentence patterns are different in length, and their content has been expanded. In
modern poetry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tract the essence from ancient poetry teaching, but also to explore a
unique teaching mode belonging to modern poetry. When studying modern poetr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reading aloud and to tast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oetry; to acqui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but also to find the form of the work, so that students can actively discover the verbal expression of
poetry, train their language performance ability, and obtain learning poetr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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