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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
进行教学,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多参与、多发言、多思考,促进教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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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ubject Status of Students in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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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reading, teachers should teach
according to the main status of stud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Teachers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guid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more, speak more, think more, and promote
teaching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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