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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本质上讲,语文素养其实是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一种综合素养,主要包含语言的积累、语言能
力、语言知识、语言的学习方法等多个方面。目前,对于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
过语文教学使这类素养能够得到较大的提升。因此,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在
识字、写字、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等这些语文学习的基础功,帮助学生夯实语文基础并针对语文这门
学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教师在后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够得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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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ssence, Chinese literacy is actually a comprehensive literacy with Chinese ability as the core,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accumulation of languag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knowledge,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At presen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 Chinese literac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to greatly improve this kind of literacy through Chinese teaching. Therefor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of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skills of Chinese learning
such as literacy, wri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composition-writing, etc., to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the Chinese foundation and develop good learning habits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so that teachers
can get the best teaching effect in the later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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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气自华。”这充分的表明当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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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应当要求学生每天根据自己

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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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对小学生的语文成绩应实施综
合考评
小学语文综合素养的表现之所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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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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