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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英语作为一门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逐渐受到人们
的关注和重视,提高高校英语课程质量和水平,实现跨文化教学,不仅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
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挑战。教师要意识到当前英语教学的现状,积极从自身和学生身上找原因,利用好优质
的教学资源,发挥教学设备的作用,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丰富英语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正视中西方的文化
差异,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英语人才。本文笔者将从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现状分析以
及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途径探究等方面出发,重点分析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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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ross-cultural teaching methods of college English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Ni Wang
Xi’an Pei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oday's era is an era of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English is used as a widely used
language,Gradually by people's concern and atten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and
realizing cross-cultural teaching not onl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but also challenged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Teach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ctively find reasons from
themselves and students, make good use of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eaching
equipment,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evel. Enrich English teaching content, guide students to face up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English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path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oss-cultur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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