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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英语词汇教学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和基础内容。在词汇应用不恰当时,学生将无法理解英语语句,

难以开展英语写作创作等。因此,高中英语教师为了有效地提升英语教学的整体质量,需要积极开展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以实现
预期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文章研究了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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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 下 文 信 息 推 测 词 汇 的 意 思 , 如 Mark got on the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motorbike.1 sat behind him on the pillion and we roared

出来。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英语词汇教学,

of into the night.根据上下文相关信息及摩托车相关常识,

为英语阅读、写作等提供了基础保障。因此,高中生应该掌

可以推断出“pillion”意为“后坐”。

握更多的英语词汇,提升自身的英语功底和学习经验,进而

2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问题分析

提升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的整体质量。语境教学是一种有效的

2.1 教学方法不恰当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方法,教师应该将其应用到实际教学中,
提高英语词汇教学的整体效果。

高中英语教师在词汇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是指导学生学
习词汇,无法将词汇放在实际的语境中,这就使得学生在记

1 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忆单词的过程中,无法理解词汇的大致意思,在长期的发展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语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中,学生会忘记单词。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1]

用,有助于学生掌握并理解英语词汇的含义 。因此,高中英

该深入分析教学方法,明确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

语教师在应用语境教学方法时,需要加强对以下内容的重

索满足学生发展的词汇方式,提升词汇教学的整体质量。

视：第一,在语言语境中,学生能够猜测出词汇的具体含义,

2.2 考试试题题型设置不合理

且在遇到生词的情况下,学生能够根据前后语句猜测出词汇

英语试题中的主观题所占比例比较小,学生利用词汇量

的含义,在无法对词汇进行准确翻译时,也会有一定的印象,

的题型也很少。现阶段,考试试题题型设置不合理,这就影响

这就能够提升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升高中英语词汇教学

着高中英语词汇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实际的词汇教学过

的有效性；第二,语境教学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程中,教师只重视学生对单词的记忆,不重视学生对词汇的

有助于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通常情

运用,而学生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词汇运用能力,这样才能

况下,为了达到英语词汇教学的目标,教师普遍会将各个教

够有效地提升英语的综合能力。

学内容划分成不同的模块,并根据各个模块的实际内容创造

2.3 重点不突出

出特定的语言环境,使得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为高中英语

高中英语对课文词汇的要求存在很多差异,有些内容是

词汇教学的有效性提供保障；第三,有助于学生准确地理解

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学生既要会读和写,又要熟练地运用词

词汇的整体含义,这样学生就能够加深对词汇的理解,提升

汇,还有一些内容只要求学生会读,不需要学生会写。但是,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的整体质量。并且,中西文化的差距比较

在实际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不重视课程标

大,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词汇,

准对词汇提出的要求,这使得学生投入了很多时间用于词汇

为学生学习英语词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第四,语境有助于

的运用和掌握中,这虽然使得学生的词汇量有所增加,但学

学生提高猜词能力。最近几年的高考阅读理解比较注重考查

生在短时间内记忆了很多词汇,无法牢固地掌握词汇的用法,

学生的猜词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帮助学生养成利用语境提示

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负担越来越重,无法实现预期的教学效

猜测词义的习惯,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根据定义和解

果,并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带来了很大影响。

释猜测词汇的意思。常见的引出定义的标志性词语是

2.4 词汇复现概率较低

be,mean 等；其次,根据举例猜测词义例子语境提供猜词的

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词汇密度比较大,对于学生来说词汇

重要线索,常用冒号或 for example,such as 引出,如 AIIthe

的复现概率比较低,教师应该针对这些词汇进行补充,但很

furniture had been completely removed. SO that not a

多英语教师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词汇的听、说、读、

single tableor chair was to be seen.通过列举的“table”

写等活动的开展力度比较小,很多单词学生只见过一两次,

和“chair”推测出“furniture”意为“家具”；最后,根据

很多初中学习的词汇在高中时期使用得很少,长期下去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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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且课程要求的词汇量比较多,学生无法投入大量的时

程中,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角色表演,有利于学生在口

间用于词汇阅读中,无法接收更多的课外词汇。除此之外,

语活动中大胆地说出英语,提升学生的口语能力。

教师缺少对先进教学方法的重视,学生无法系统地进行词汇
学习,且在学习单词的过程中感觉单词的复现率较低,这就
对教学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2]。

3.2.2 通过阅读巩固词汇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加强对阅读教
学的重视,将两者进行有效融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巩固所

3 语境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学知识。学生在阅读英语文章的过程中,可以在具体语境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考改革力度在不断扩大。英语

理解英语句子的实际含义,帮助学生掌握其中的重点词汇,

高考重点主要转变成了对学生猜词悟义能力的考察。在实际

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还应该培养自身的英语语感,结合

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语境方式的有效

实际的英语语境,帮助学生巩固英语词汇,牢固地记住英语

英语,提升学生的猜词能力,帮助学生养成利用各种语境提

单词。

示来猜测词义的习惯。基于此,下文研究了语境在高中英语

3.2.3 通过写作巩固词汇

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在高中英语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

3.1 通过情景呈现词汇

作用,指导学生修改课文,将课文中的对话改成短句,或将课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情景呈现词

文改成戏剧。同时,学生在改写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相应的词

汇,这样学生就能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深对词汇的认识,

汇和重点词汇,提升学生的词汇运用能力。除此之外,学生通

教师还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将语境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学生

过改写英语课文能够有效地提升自身的写作能力,掌握更多

就能够在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学习词汇。同时,教师在呈现情

的英语词汇。

景的过程中,可以应用口头描述的方式,或在模拟教师情景

3.3 反复练习词汇,加深记忆与运用

的基础上开展教学,教师还应该以学生喜爱的学习方式进行

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各个板块之间的联系都很紧密,

研究,更好地掌握英语词汇。例如,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

具有连贯性和顺序性特点,无法在教学结构方面进行“循环

教师在教授“wrist”单词时,可以指着自己的手腕开展教学,

往复”联系。学生学习的知识在长期不用的情况下就会被遗

并引入相关语句“Thepart is called wrist.”将教学目标

忘,进而出现边学边忘的情况。因此,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

和教学情景进行有效融合；教师在教授“pull up”单词的

程中,教师应该将新知识和旧知识结合起来,以此为基础创

过程中,可以指着窗帘,向学生说“Could you pull it up？”,

建语境,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新词汇的过程中复习旧的词汇,

这样学生就能够根据教师的动作和目标,判断出“pull up”

在反复练习的基础上巩固并深化所学词汇,实现预期的教学

的意思是“拉”。除此之外,教师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

效果,为高中英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还可以将名言名句和新的词汇进行融合,如“All roads lead

4 结束语

to Rome.”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条条大路通罗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马”的谚语了解到“lead to”的意思。因此,高中英语词汇

该加强对语境教学方式的重视,不断创新并优化传统的教学

课程教学中创设出的情景具有多样性特点,教师需要将情景

方式,提高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的整体质量。

和词汇融入起来,这样就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
[3]

学生的记忆力、思维和想象力,学习到更多的英语词汇 。
3.2 语境理论在巩固词汇中的运用
3.2.1 创设情境丰富的口语活动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情景教学方式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高中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向学生创设信
息丰富的教学情景,这样学生就能够将自己掌握的词汇应用
到口语中,英语教师就能够合理地选择教材中的交际用语和
词汇知识,有利于学生开展词汇交际活动。除此之外,在高中
英语实际语境中,学生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口语能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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