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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我国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也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在当前时代中,我国教育体系的
内容应该更加全面,在素质教育理念的要求下,我国高中英语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学
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来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其中,合作学习既可以让学生全面的掌握英语阅读内容,还可
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采取合作学习方式时,高中英语教师需
要进行创新和调整,掌握正确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完成阅读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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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entered the new era, our education has found a new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current
era, the content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education concept, Chinese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need to combine the requirements of reading teaching
of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tasks. Among them, cooperative learning can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comprehensively master the English reading cont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hen adop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s,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need to innovate, adjust and master the correc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guid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reading and learning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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