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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下的高中英语教师应当及时的创新教学理念和方式,先从自身的教学水平入手,全面调
查高中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在教学策略的构建上综合以上的阐述,只有这样才能优化
课堂环境与内容,从而为高中生创设一个愉快、高效且轻松的学习氛围。本文立足于高中英语教学角度,
分析了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策略,希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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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literacy
Zhen Zhe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Minhang branch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timely innovate teaching ideas and methods,
start from their own teaching level,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tual learning situation, ability and
interests, comprehensive teaching strate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bove explan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optimize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content, so as to create a happy, efficient and relaxed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re literacy, hoping to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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