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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学科的实践性非常强,即,学生要通过英语学习获取相应信息,并展开表达交流。然而教学
实践中不难发现,高中生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的英语,却依然不能运用英语流利地展开口语表达,依然不
能通过英语文本内容获取有效信息,依然不能理解英语音频中的内容,这说明学生根本就没有构建系统
的英语知识体系。核心素养理念下,教师要引导学生夯实基础语言知识,要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
并能够在深入学习中形成一定的文化品格和思维品质,从而全面提升高中生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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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Core Literacy Concept
Lu Chen
Chongqing Fuling No.17 Middle School School
[Abstract] The language discipline is very practical, that is, students should obtain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through English learning and communicate. Howeve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but still can not use English fluent in the expression, get effective information
through English text content,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English audio, which shows that students do not
build a systematic English knowledge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core literacy,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consolidate their basic language knowledge master certain learning methods, and form a certain cultural
character and thinking quality in in-depth learning,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nglish lev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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