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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是英语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阅读能力是学生亟需提高的一项语言技能。针对目前高
职学生整体阅读水平不高,不具备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情况,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英语阅读能力欠
佳的缘由,从多维度阐述如何提高高职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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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XIA Yu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ad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reading ability is a language skill that
students need to improve. Fa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overall reading level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high and is lack of the language using compet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weak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ounds how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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