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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对于学生听说读写技能的要求较高,而语感培养更加是学好英语的
重点和基础。在小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语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小学英语教师要意识到语感对英语教学的重要作用,以及提高小学生英语能力的积极作用,因此在
英语教学中需要采用科学的教学措施,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语感。但是在实际教学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影
响教学效果的因素,这就需要教师积极的采用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小学生英语语感培养提供良好的环
境。本文主要分析了基于语感培养的小学英语教学,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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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ense
Rui Feng
Lanzhou Chengguan District Jingning Road Education Group Caochang Street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As a language subject, English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ense is the focus and foundation of learning English well. In the
process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various means and measures to help
students cultivate a good sense of language. As a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 we should real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language sense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positive role of improv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Therefore, we need to adopt scientific teaching measures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ense.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aching effect,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actively adopt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provid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upils' English language sens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ens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Key words]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sense train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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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教师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

序的分析来实现语意的表达。总的来说,

小学时期是建立语感的重要时期,

积极采用各类教学措施进行学生语感的

语感就是将语法、词汇、语意结合到一

培养,为小学英语教学提供良好的环境。

体,属于大脑语言中枢能力的一种行为。

只有不断的培养学生的语感,才能够更
好的提升小学英语教学质量。小学生英

1 英语语感的内涵

语语感的培养对于小学英语教学来说有

英语语感是人们利用英语进行信息

非常重要的作用。语感不仅能够使英语

着很大的作用,其是学生对于英语最为

交流和日常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

教学更加高效,而且还能够使学生体验

直观的感应能力。因此,教师要注重对小

有时候也被称为“英语思维”。英语语感

到英语交流的魅力和乐趣。而且只要一

学生进行英语语感的培养。但是还有很

可以使个体不经过思考,而只是利用语

旦建立了英语语感,就能够使学生在进

多教师往往会忽视学生语感的培养,将

言的表达将语意完整的传达给其他人的

行阅读时跨越生词这一障碍,使学生获

全部的精力放在英语知识的传授上,这

思维历程。具体来说,在人们在使用自己

得更大的成就感。在小学英语教学中,

种学习方法较为枯燥,很难激发学生的

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时,他的语意也会

语感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英语学习

积极性,影响了小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

随之被表达出来,并不是通过对语法程

的基础阶段,需要教师进行专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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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结合教学内容制定语感培养目标,
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英语语

3 基于语感培养的小学英语教
学措施

解和倾听,并且鼓励学生进行提问。其次,
教师还可以组织英语比赛或者活动,根

言的魅力,从而激发其进行英语学习的

3.1进行有目的的语感训练

据学生掌握英语知识的水平创建合适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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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学生英语语感培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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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知识的能力,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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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掌握更多的词汇,利于英语语感培

的环境和英语交流的场所,因此很难实

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就接受正确的

养的进行。最后,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提供

现语感培养的目的。再加上英语课堂教

英语语音训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

一些简单的英语阅读材料,在学生掌握

学氛围枯燥、单调,而且教学方法也是非

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英语语感的训练,

课本知识的基础上,使学生的知识面得

常单一,很难使学生通过英语交流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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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增加,并且还能够通过对阅读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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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学习下去。小学生刚刚开始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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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

英语时,肯定会出现中文式英语发音的

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利用各种英语教

能够使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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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感培养环

而且还能够增强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另

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接触更加精准的发

境,而且多媒体设备的应用还能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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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感,才能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英

教师要对学生的发音进行纠正,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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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助于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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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听说读写方面进行英语能力的培养,

语语感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最后,

活动时还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为学生

这样才能够使语感培养更加科学、全面,

教师还要注重为学生建立良好的朗读

的英语交流提供基本的场所,拓宽学生

从而更好的促进小学生英语知识的学

氛围,使学生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朗

的眼界。在进行课外活动时,教师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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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交流互动期间培育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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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多多给学生创造交流互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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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小学英语教学发展的重点。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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