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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写作是体现语文素养的综合表现,有利于学生进行交流与表达自我。写作作为一种习得性能力,是可
以通过学习迁移进行提升的。近年来,学习迁移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得到重视,世界各国积极倡导将迁移理论应
用到实际教学中去。本文主要是以学习迁移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其在语文写作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探讨并归
纳了语文写作教学策略,具体包括促进阅读知识的大量积累、进行模仿写作练习、对文章进行比较欣赏以及
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等措施,以期为教师写作教学提供建议,也进一步促进学习迁移理论的实际教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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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hinese writing under the theory of learning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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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is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Language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Writing, as an acquired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learning
transfer.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transfer ability,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ctively advocate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er theory to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ole of learning transfer theory in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discusses and sums up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riting, which
specifically includes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reading knowledge, imitating writing exercises,
comparing and appreciating article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writing interest, so a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writing teaching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transf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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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语、数学或者物理学科教学为研究

文教学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象,或是分阶段对小学、初中或高中进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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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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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写作教学策略的研究。写作是一个

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展现出一个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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