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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是世界上最广泛的语言,而在这其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存在着很大
差异,因此对其进行有效地融合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当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教育事
业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地改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英语基础教学中对文化环境以及人文
精神等方面要求较高,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多元文化共生这一理念融入到教学当中去并且让学生们能够
更加全面、系统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和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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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ultural symbiosis in basic English education
Rui Zhang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nglish is the most extensive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ustom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aliti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and communicate them. With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mong them, basic English
teaching requires higher requirements on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spirit. Therefore, we must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into teaching, and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basic English
knowledge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Key words] basic English teaching;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e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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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东西以达到学习目的。

2 多元文化与英语基础教育
2.1多元文化与英语基础教育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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