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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说课注重听力练习和口语模仿练习,同时也是一堂输出课型,如何在听说课上实现主题教学,
如何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探究性课堂,如何体现英语教学核心素养,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了听
说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主题式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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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under Theme Paradigm
Lingli Wu
Wuxi Yanqiao Junior Middle School
[Abstrac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pays attention to listening practice and oral imitation practice, and it is
also an output class. So how to realize the theme teaching, form the teacher-led, students' main inquiry
classroom, and reflect the core quality of English teach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istening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explores the theme teaching paradigm through the actu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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