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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语法知识的良好掌握对学生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运用何种教学方法提升语法知识讲
授效果值得教师探讨。本文以目前初中生被动接受语法知识点的现状提出用尝试教学法进行英语语法
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
“课本示范”
“知识迁移”
“学生互补”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培养
学生敢于尝试,勇于探索的精神,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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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ying Teaching Method in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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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grasp of English grammar knowledge is of great help to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nd it is
worthwhile for teachers to discuss which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grammar knowledge. This paper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ssively accepting
grammar knowledge puts forward trying teaching method in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gives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students subject", "teacher guidance", "textbook demonstration", "knowledge transfer"and
"students complementary",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pirit daring to try and explore, and improv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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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普通义务英语课程标
准》已实施多年,但是由于应试教育根深
蒂固以及许多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理念的

本文将从传统英语语法教学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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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问题,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体会自

(Slavin,2004)。陈世克提出“教师不能
沿用旧的语法知识讲解和训练模式,应
理清语法教学目标 ,重视语法意义和整
体输入,构建真实的语用环境”(陈世
克,2017)。

Eg:He

usually__________TV

on

Sunday evening.

己独立学习带来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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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tch B. watches c. watching
D.is watching

套时态语法练习题,归纳了动词时态的
全部知识点(图2-2),再次针对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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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位学生了解情况,学生表明语法对
于他们来说太难了,内容枯燥不容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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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tch B. watches c.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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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Mr. Smith _____ to see you in
an hour.
A.came B. has come C.will come
D.comes
Eg: His father _____ since he was
two years old.
A. has died B. died C.has deathD.
has been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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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动词时态不同形式的知识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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