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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作者在高中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学困生及由此产生的所感所想,经过开
放式访谈了解并掌握学生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一些解决对策和可操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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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English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Era
Han Sh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North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som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high school
teaching and the author's feelings and thoughts. After the open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problems
of studen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operational measures.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students with English learning
difficulties; cause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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