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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几乎已经成
为世界上每个公民都必须掌握的“第二语言”。英语是小学的一门基础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英语
技能,并为将来的英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英语本质上是用于沟通和交流的语言学科,与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在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实施面向生活的教学策略。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探讨
了如何在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实施以生活化为导向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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