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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反馈对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具有重要的帮助,所以初中英语教师应将其贯穿于整个英语写
作教学的始终。在日常教学中,英语教师应对有效反馈的途径进行明确,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理念,
要对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及学习心理进行实时把控,进而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方便学生进行有效反馈的
参与,最终在完善学生自我纠错能力的同时,也更好地提高英语写作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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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馈的内涵及类型
1.1反馈的内涵

2 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反馈存在
的主要问题

3.1初 中 英 语 写 作 教 学 中 的 反 馈
原则

2.1反馈目标不明确

3.1.1目标明确

的信息来对自身的文章进行修改。而在

教学反馈可有效改善学生的学习状

反馈目标展现了教师的价值观、教

初中英语教学中,反馈既要做到为学生

态,部分教师将反馈作为评价学生学习

育期望和教育理念,同时也对学生的全

提供修正作文的相关信息,同时,教师还

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时其以学生的分数

面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反馈目标能

应对学生给出的相关意见进行评价。反

或等级来评价学生的写作,但是并未给

够改善学生的写作水平,根据具体学情,

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对教师给出的信

学生提供详细具体的信息,无法引导学

制定相应教学计划,为学生提供科学有

息进行评估,进而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

生提升写作水平。

效的指导。反馈前,教师需明确反馈目标

所谓反馈,就是作者根据读者提供

存在的问题,认清自身学习的状态。
1.2反馈的主要类型

2.2反馈内容不清晰
反馈的内容对反馈的效果具有决定

和评价标准,有效规避反馈的随意性。
3.1.2指向认同

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根据分类

性作用,部分教师无法清晰地把控反馈

反馈关系到学生的自尊问题,反馈

标准的不同,反馈的形式也存在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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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反馈过程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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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纠正式反馈、

法达到理想的效果,阻碍了学生的进步。

3.1.4积极参与

建议式反馈、鼓励式反馈以及评估式反

2.4反馈策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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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写作反馈当中对内容反馈、篇章结

现既定的反馈目标,如反馈策略过于单

确理解和把握写作目标和标准,在学生

构、技术细节和语法词汇的反馈是教师

一,则无法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

间相互反馈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正确看

和学生关注的反馈焦点不同。通过以上

帮助。部分教师十分关注师生间的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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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反馈

反馈,忽视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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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反馈的科学性。

3.2分析教学流程,改进反馈流程

类型的反馈形式是可以相互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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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作教学有效反馈的策略

多方积极参与反馈可提升学生的写

教师的教学理念对反馈过程具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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