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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象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气象人才队伍的关键,也是实现气象现
代化的保障,根据教育培训方法和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新时代气象教育培训的创新发展,可以有效增强气
象教育培训效果和质量。为跟随新时期气象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应做好新时期气象教育培训工
作。随着国家气象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明显提高。虽然目前我国在气象教育培训上加
大了力度,但和实际业务需求之间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具有诸多问题和不足。如何改进教育培训工作,
成为从业人员的重要研究课题。基于此,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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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 the new era
Yunjie Mo
Guangxi Meteorological Training Center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e key to improving meteorological talent team, and the guarantee to realize meteorologic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and management mod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rder to follow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tas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period, we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new perio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lthough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efforts in meteor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with the actual business needs, so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How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for practitione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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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言语·表现——小学语文现代诗歌教学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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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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小学；现代诗歌；教学路径
中图分类号：G62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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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modern poetry; teach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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