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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诗词作为我国古典和
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的沉
淀和发展已经形成我国优秀文化
的基础，是宝贵的精神文明和财
富。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古诗词也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
更好地开展古诗词教学成为教师
关注的话题。基于此，本文针对小
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具体方法进
行阐述，以期为教师更好地开展教
学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
学；诵读教学；写作背景

一、重视诵读教学，挖掘诗词
美学价值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古诗
词的意蕴及其蕴含丰富的审美价
值，小学语文教师应重视诵读教
学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朗朗上
口的吟诵中感受古诗词的优美的
节奏和韵律，凸显古诗词的音乐
美、气韵美，将古诗词的审美价值
和美学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例如，以《咏柳》这首古诗的教
学为例，文章运用“比”的写作手法
以及夸张、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
手法生动地展现出了春天的活力
和魅力。为了帮助学生更为深刻的
感悟诗词的情感内涵，教师可以在
完成诗词大意的疏通之后让学生
反复吟诵、朗读古诗词，并在朗读
的过程中注重把握诗词的节奏和
语气，将诗词的诗情诗韵生动地展
现出来，同时在朗读的过程中进行
充分地想象，感受这无边优美的春
之美景，在此基础上进行诗词内容
的深刻讲解和分析能起到很好的
效果。如此，便使学生在反复吟诵
朗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古诗词的
魅力，凸显古诗词的人文教育意
义，对古诗词教学的顺利进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

二、渗透背景知识，展现诗词
深远意境

在教学中对诗人、写作等的相
关背景知识进行深入渗透和详细讲
解，能够让学生对与诗词内容有关
的背景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
将学生更好地带入到诗词特有的意
境中。为此，小学语文教师应注重古
诗词写作背景知识在课堂上的渗
透，以此来展示古诗词的悠远、深邃
意境以及丰富的情感内涵。

例如，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这首古诗的教学为例，为了帮助
学生更好地感知诗词的意境和意
蕴，教师可以在教学前给学生展示
与诗词作者以及写作背景有关的知
识。本诗的作者是王维，王维的诗作
传达着一种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
意境且多以描述闲居生活为主。而
本诗是在作者为了考取功名、远离
家乡和亲人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将
背井离乡的苦楚及其对家人的思念
在字里行间展现得淋漓尽致。完成
这些背景知识的讲解之后，学生对
古诗词所传达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之情也有了深刻的认知。如此，便将
古诗词背后丰富的背景知识生动地
展现了出来，降低了学生对抽象古
诗词的理解和认知难度。

总之，小学语文教师应在充分
发挥自身指导作用的前提下，探究
并设计出多样化与学生身心发展
特征相符的古诗词教学策略和方
法，达到提升古诗词教学效果以及
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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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四川中正源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洋桥砂石场
环境影响报告书》、《石梗砂石场环
境影响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见
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部令第4号令，2018）
有关规定，现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
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http://www.scjl.gov.cn/1417
4/index.shtml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可到九龙县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县
呷尔镇绵九街87号）查阅纸质版
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与该项目相
关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及项目周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scjl.gov.cn/14174/
index.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
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
制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意见提交单位：九龙县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九龙县呷尔镇绵
九街87号

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1899045166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0个工作日。
九龙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紧接第一版）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
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
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
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文章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
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
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
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人民
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
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
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
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
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新中
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坚实国力，是

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
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
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
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

文章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从 5000 多年文明发展的
苦难辉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
一路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
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
前进步伐！

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提升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洋桥砂石场、石梗砂石场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康朱却措（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生古小学）

注销公告

（紧接第一版）大家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
略意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
中选准自己的定位，发扬企业家精神，推
动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家作出更
大贡献。

13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汕头市小
公园开埠区考察调研。汕头自 1860 年
开埠以来，见证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
历史，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
的发展历程。习近平走进汕头开埠文化
陈列馆，了解汕头开埠历史和经济特区
发展成就，听取汕头市下一步发展规划
情况汇报。习近平指出，汕头经济特区
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
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条件、要求
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希望汕头深入
调查研究，认真思考谋划，拿出能够真
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来，路子对
了，就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久久
为功。要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找准定
位，扬长避短，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
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
设中迎头赶上。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具有潮汕侨乡
特色的侨批文物馆。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将连带家书
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内，这些

“侨批”成为研究近代华侨史的珍贵档
案。习近平听取侨批历史和潮汕华侨文
化介绍。他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
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
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
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
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
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
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潮
汕地区是我国著名侨乡。汕头经济特区
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加强
海外华侨工作，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

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流
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是目前我国保
存最完好的开埠区之一。呈环形放射状
格局的街道上，建有大片骑楼群。习近
平步行察看街区风貌，听取当地开展开
埠区修复改造、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育
活化等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现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越是这样越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
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要引导人们认
识到汕头经济特区的今天来之不易，从
中感悟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越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当地群众和游客们见到总书记来

了，争相围拢上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
平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幸福。他指出，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同大
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
的。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到本世纪
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海内外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今年是经济特
区建立 40 周年，我特地来汕头经济特
区考察调研，就是要向国内外宣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走
改革开放道路，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希望乡亲们携手努
力，共同奋斗！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据新华社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五大历史性跨越书写中国发展奇迹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
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习
近平总书记的话，令现场参加庆祝大
会的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
区总工程师陆建新感触颇深。

他清楚记得，1982年，18岁的自
己怀揣建设中国第一高楼的梦想，挤
上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当走出火车
站后，看到的场景却让他略感失落
——低矮的楼房、泥泞的道路、简陋
的工地……

“万丈高楼平地起。”陆建新说，
在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来，我们苦
过、累过、哭过、笑过，用勤劳的双手
建起了一座奇迹之城。

奇迹之城，名副其实。习近平总
书记用五大历史性跨越，标注深圳
40 年的华丽蜕变，展现我国改革开
放的磅礴伟力。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没
有深圳，就不会有比亚迪。”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说。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中
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斯蒂芬·佩里
感慨，40 年来，深圳快速发展，已经
成为展示现代中国的一个窗口。世界
对深圳崛起成为“创新的领跑者”尤
为惊叹。

不只是深圳。几十年来，珠海、汕
头、厦门、海南经济特区不断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
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巨大成就。

“经济特区发展奇迹是中国发展
奇迹的一个缩影。”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这些历
史性跨越让人们有足够信心展望更
多“春天的故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十条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

历史，总能不断给人镜鉴与启
迪。深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来，不仅
付出了艰辛努力，创造了伟大奇迹，
更积累了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必须’总

结出十条宝贵经验。这十条宝贵经验
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特区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时代
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
任陶一桃说，“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
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参加庆祝大会的上海浦东新区
区委常委、副区长董依雯认为，十条
宝贵经验是总结更是启示，今年是上
海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在新起点
上，浦东要继续闯、继续试，在更深层
次推进改革创新、更高水平扩大开放
上勇当开路先锋。

“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
有发言权。”厦门市湖里区区委书记
龚建阳说，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湖里区作为厦门经济特
区的中心城区，在民生方面必须先行
示范、树立标杆，下大力气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将改革红利转化成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企
业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大集
团董事长熊建明说，作为国内智慧节
能建筑设计施工领域的龙头企业，方
大将坚持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相结
合，不断加大科研投入，以科技为产
品赋能，为未来开路。

在更高起点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的重大历
史关口。

横向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

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

纵向看，“十三五”收官、“十四
五”将启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迈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总书记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
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对海南
自贸港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
司科技发展部副主任郑世普认为，海
南应着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推动人才引领
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相互贯通、相互
协同、相互促进。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说，未来
平安将继续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创新进取的精神，持续推动“金
融+科技”“金融+生态”的战略转型，
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周颖刚注意到，庆祝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向世界发出“中国之约”。

“几十年来，中国既从世界汲取
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
界。”周颖刚说，这生动揭示了“世界
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
好”的道理。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个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中国，
将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
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
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14日在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热
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
状态，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
上推进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上作出更大贡献。

甘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甘孜县支行开立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58110104
0003587；核准号：J6818000

002402)遗失作废。
甘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公章“道孚县孔色乡约尾

村村委会”，无编号遗失作废。
道孚县孔色乡约尾村村委会

遗
失
启
事

这个国庆节，四川彩民真是鸿运
当头，双色球大奖中欢了！9月30日

（双色球国庆休市最后一期开奖），绵
阳彩民临门一脚拿下当期 1 注双色
球一等奖。紧接着，10月6日（双色球
国庆开市首期开奖），成都彩民勇获
当期 1 注一等奖。围观群众表示：不
羡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只想拿到秋
天的第一波大奖！

用妻女生日号组合锁定554万
元大奖

10月9日上午，成都554万元大
奖得主携妻女前来领奖。经核对，中
奖票出自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诚信路
381 号福彩 51011627 号投注站，是
一张投注金额为 28 元的 7+2 复式
票，击中当期 1 注一等奖，获得总奖
金554万元。

据了解，这位大奖者是个“90
后”，一直在成都打工。这位小伙忍不
住的说：“这注双色球号码是妻子和
女儿的生日号组合而成，投注时也是
为了给家一个希望，没想到竟然中

了！”在被问及奖金使用的时候，小伙
介绍，首先要买一套属于他们的房
子，剩下的钱都给女儿存着。同时，他
表示十分感谢双色球，还会继续购
买，将爱心传递下去。

绵阳大叔机选“白捡”双色球奖
金819万元

10 月 12 日，绵阳 819 万元大奖
得主在儿子的陪同下办理兑奖手续。
经核对，中奖票出自绵阳市涪城绵兴
东路六九号福彩 51070062 号投注
站，是一张投注金额仅为 10 元的单
式票，其中1注号码和当期中奖号码
吻合，击中奖金高达819万元。

据了解，10月5日，当大奖者再次
去投注站买双色球时，才发现自己竟然
中了双色球一等奖，那心情真是既兴奋
又后怕，兴奋的是大奖竟然能落到他的
身上，而后怕的是，由于投注号码是随
机选择的，所以他根本没在意，如果不
小心丢了，那岂不是要错失大奖！最后，
这位大叔告诉小编，儿子也已经成家立
业，奖金要大家一起商量来用。

大奖一波接一波 快来参一个！
国庆前后，我省斩获双色球一等

奖的速度惊人，四川彩民连续4期中
得双色球一等奖，强力开启双色球

“中中中”模式。今年，我省双色球一
等奖已产生 35 注，历年双色球一等
奖总注数累计已达 824 注，领跑全
国。同时，四川彩民还会不断刷新成
绩，制造更多惊喜。

另外一个好消息，双色球奖池金
高居11.81亿元，大奖成色那是杠杠
滴！期待你也用家人生日号码组合或
者豪横地机选进行投注，说不定也会
加入大奖者行列呦！

秋天的第一波大奖
成都、绵阳双色球一等奖得主领走共计1373万元大奖

甘孜福彩视窗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来源：中国福彩 编辑：甘孜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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