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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学科是社会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语文课程的学习不仅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学生学习基础知识、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审美能力等也具有重
要作用。将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探索符合小学阶段的语文核心素养理念,进一步促进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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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subject is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The study of Chinese
courses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of learning, the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logic, and
aesthetics. Has an important role. Combine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nese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reading,
explore the core literacy concept of Chinese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ag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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