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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模式也应该发生一定的变化,基础知识教学、
学生英语学科素养培养逐渐成为教师关注的重点内容。现阶段,教师需要树立现代化教学理念,将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内容,引导学生根据学习目标积极参与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探究能力,体会到高中英语学习的趣味性,文章主要针对高中英语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策
略,以推动高中英语教学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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