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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语文教学不但要服务于中职学生的专业课程,还要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文化修
养,提高中职学生的思想情感。在中职语文教学中体现课程思政元素,教学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有效地
开展学生的情感教育,丰富中职学生的情感世界,提高自我情感调控能力,有利于助力职业理想的实现,以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技工人才。
[关键词] 中职语文；情感教学；课堂教学；阅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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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hould not only serve students for their study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but should also devote efforts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hinese cultural accomplishm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strength of ideological feelings. By introdu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can be improved, emotional educ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performed, the emotional world of students will be largely enriched and their ability of self-emotion control
will be enhanced,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professional ideality, promote their all-rounded
education, and make them become truly qualified social technicians.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motional tea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read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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