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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交际能力已经成为小学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单元整体教
学方法能够为学生学习英语营造轻松、完整的话题,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合作、交流中的完成英语学习任
务,而且对于小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以及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
小学英语教师开始重视单元整体教学的应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促进学生
交际能力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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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by the holistic
teaching of English units in primary schools
Tingting Long
Jingning Road Primary School , Jingning Road Education Group, Chengguan District, Lanzhou City
[Abstract]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goo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as become
the main task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e whole unit teaching method can create a relaxed and
complete topic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so that students can complete the task of English learning in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o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unit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by the holistic teaching of English units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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