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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核心素养是各教学工作中最为关注的话题,在高中语
文教学工作过程当中,学生的教学工作要重视核心素养的培养,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给予重视,只有在该种
情况下才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国家社会建设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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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igh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task group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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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sh forward the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ra, the core literacy
isthe most concerned topic in all teaching work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teach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and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Only in this situation can we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lay a tale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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