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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中英语教学难度的提升以及阅读比重的提高,高中英语文学阅读对于学生的英语学习
来说至关重要。高中生英语文学阅读的探究性学习讲究时效性和可行性的双重关键因素,提高高中生英
语文学阅读水平策略就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关键。本文从研究性学习角度入手,研究高中生英语文学阅读
习惯的培养方式,通过阅读沙龙、阅读互助小组、项目式学习等途径提升并展现高中生英语阅读效果,
从而培养高中生整体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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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 School English Literature Reading Based on Researc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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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fficulty of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and the proportion of
reading, high school English literature reading is crucial fo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The exploratory learn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read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ys attention to the dual key factors of timeliness and
feasi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glish literature read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key to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learning, studie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English literature reading habits, and improves and shows the English reading effect through reading salon,
reading mutual aid group, project learning and other ways, so as to cultivate the overall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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