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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语言知识与能力

第一章 英语语法知识

1. none/nothing/nobody（no one）的用法

2. another/the other/other（s）/the others的用法

3. it/one/ones/the one/the ones/that/those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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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th/all/either/any/neither/none的用法

5. it在句子中的用法

（1）it作形式主语

例如：It’s difficult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学习一门外语是非常困难的。

（2）it作形式宾语

例如：I find it easy to get on with Jim. 我发现同吉姆和睦相处很容易。

6. 动词的时态

（1）一般现在时

用于图片说明、电影说明、戏剧内容及场景解说等。

Jack passes the ball to John and John catches it. He jumps and casts it into the basket. （比赛

解说）杰克把球传给约翰，约翰接过球，跳起来把球投进篮里。

（2）现在进行时

常与 always, constantly, forever, continuously等词连用，带有说话人的主观色彩（赞扬，

埋怨，责备……）。

例如：You are always changing your mind. 你老是改变主意。

（3）现在完成时高频句型

①This/It is the+序数词+that从句（从句中用现在完成时）。例如：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heard her sing.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

②This/It is the+形容词最高级+名词+that从句（从句中用现在完成时）。例如：

It is the best film that I have ever seen.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

7. 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

（1）表示主语的某种属性特征的动词，如：wash，clean，cook，iron，cut，sell，read，

wear，draw，write等，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The book sells well. 这本书很畅销。

This knife cuts easily. 这刀子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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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lame，let（出租），remain，rent，build等，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I was to blame for the accident. 事故发生了，我该受指责。

Much work remains. 还有许多活要干。

（3）在 need，require，want，worth（形容词），deserve后的动名词用主动形式表示被

动意义。例如：

The door needs repairing. = The door needs to be repaired.门该修了。

4. 系动词 look，sound，feel，smell，taste，appear，seem，go，prove，turn，stay，become，

fall，get，grow，keep+形容词/名词构成系表结构，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The steel feels cool. 钢摸起来很冷。

It has gone bad. 它已经变质了。

8. 非谓语动词作状语

（1）不定式作状语

①不定式作结果状语常用在下列句式中：so...as to；such...as to；enough...to; too... to...；

only to（常表示意外或事与愿违的结果）。

②不定式可作目的状语。例如：

Bob took down my telephone number so as/ in order not to forget it. 鲍勃记下了我的电话

号码以免忘了。

③不定式在某些形容词后表喜怒哀乐等原因。例如：

I am so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failure in business。听说你事业失败我很遗憾。

（2）分词可以用作状语。例如：

Being a League member, he is always helping others.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他总是帮助别人。

Seen from the hill, the city is beautiful. 从山上看，城市很漂亮。

9. 非谓语动词与独立主格结构

（1）独立主格结构由名词（代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形容词/副词/不定式/介词短语

构成。

（2）独立主格结构的逻辑主语与句子的主语不同，它独立存在；名词或代词与后面的

分词、形容词、副词、不定式、介词等是主谓关系或动宾关系；独立主格结构一般由逗号与

主句分开。例如：

The test finished, we began our holiday. = When the test was finished, we began our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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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了，我们开始放假。

10. 关系代词的用法

（1）which的用法

which用于指物或替代整个句子，在从句中可作主语或宾语，作宾语时常可省略。例如：

In this school, which has 24 classes, 480 students graduate each year.

这所学校有 24个班，每年有 480名学生毕业。

（2）that的用法

that既可指人又可指物，在从句中可作主语、宾语、表语等，作宾语时常可省略。that

指人时常可与 who或 whom互换，指物时常可与 which互换。例如：

She showed the visitors around the museum that/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three years ago.

她带着这些游客参观了那座三年前建造的博物馆。

（3）who，whom的用法

who或 whom均可指代人，但 who在从句中作主语或宾语，whom在从句中作宾语；两

者在引导限制性定语从句时常可用 that替换。作主语时，who/that不可省略；作宾语时，

whom/who/that可以省略。例如：

I’ve become good friends with several of the students in my school (who/whom/that) I met in

th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last year. 我与好几位去年在英语演讲比赛中结识的同校同学成了

好朋友。

（4）whose的用法

whose表所属关系，既可指人也可指物，在从句中作定语。指物时相当于 of which；指

人时相当于 of whom，且要加定冠词 the。例如：

The school shop, whose（=of which the）customers are mainly students, is closed for the

holidays. 这家校内商店的主要顾客是学生，放假时商店关门。

（5）as的用法

as作关系代词既可指人也可指物，在从句中可作主语、宾语或表语。引导限制性定语

从句时，一般用于 such…as..., the same…as..., as…as…, so…as…结构中。例如：

Such machines as are used in our workshop are made in China.（as作主语）

在我们车间使用的机器是中国制造的。

It’s such a heavy stone as nobody can move.（as作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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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块重得没人能移得动的石头。

11. 关系副词的用法

（1）关系副词 where表地点，在定语从句中作地点状语，相当于“介词 in/at/on...+which”。

例如：

A bank is the place where they lend you an umbrella in fair weather and ask for it back when

it begins to rain. 银行是在天晴之时借伞给你，到了下雨时就催你还回去的地方。

（2）先行词为 point，stage（程度，阶段），case，situation，scene（情况、情形、情景）

或 job，activity，race，life时，关系副词常用 where，在语境中指代地点。例如：

I have reached a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am supposed to（应该）make decisions of my own.

我到了人生中必须为自己做决定的阶段了。

（3）关系副词 when表时间，在定语从句中作时间状语，相当于“介词 in/at/on/during...

+which”结构。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the concert is an interval, when/during which the audience can buy

ice-creams. 在音乐会中间有个休息时间，在此期间观众可以购买冰淇淋。

（4）当先行词为 occasion, stay, interval等，关系副词when或介词 in/at/on/during... +which

在语境中指代时间。例如：

In 1999, Jasber went to France to celebrate a significant occasion, on which he proposed to

his girlfriend. 1999年，詹思博尔去法国庆祝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那一刻，他向女友求了婚。

12. 特殊疑问词引导名词性从句

（1）what可引导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和表语从句。它引导的名词性从句有两个意思：

一表示“什么”，带有疑问意味；二表示“……所的……”=the thing that。what引导名词性

从句时也可用作限定词，其后修饰名词。例如：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2）whatever, whoever, whichever为相应特殊疑问词的强调语气，可引导名词性从句，

意为“任何……”、“无论……”等。例如：

Whoever wants the book may have it. 任何人要这本书都可以拿去。

You can pick whichever one you like. 你喜欢哪个就挑选哪个。

【注意】相当于 no matter who/what/which。no matter...只能引导状语从句，不能引导名

词性从句。



国考教师资格证 英语学科

7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3）名词性从句的语序与陈述句语序相同，尤其注意那些由连接代词 who（m）, whose,

which, what 和连接副词 when, where, why 等引导的名词性从句，不要受它们在特殊疑问句

中用法的影响而误用疑问句词序。例如：

You can’t imagine how excited they were when they received these nice Christmas presents.

你不能想象当他们收到这些精美的圣诞节礼物时有多兴奋。

13. 强调句的句型结构

（1）强调句型的一般结构是“It is/was+被强调部分+that/who+其他成分”，it在句中无

意义，只起引出被强调部分的作用。强调人时可用 that/who（强调宾语指人时也可用 whom）

来连接，其他情况一律用 that。例如：

It was I that/ who didn’t realize all my mistakes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强调主语）

It was all my mistakes that I didn’t realize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强调宾语）

It was not until you told me yesterday that I realized all my mistake. （强调状语）

（2）强调句型一般疑问句形式：Is/ Was it+被强调部分+that/ who+其他部分（用陈述语

序）。例如：

Was it Tom that won the first prize? 是 Tom得了一等奖吗？

（3）强调句型的特殊疑问句形式：特殊疑问词+is/was+it+that+该句的其余部分，that

后只能使用陈述语序。例如：

When was it that you met the pop star?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超级明星的？

（4）在“not...until”强调结构中，由 until所引导的短语或从句作时间状语时，要用固

定的强调句型：It+is/was+not until... +that+该句的其余部分，that所引导的从句中的谓语动词

用肯定式。例如

It was not until you came back that I finished the work. 直到你回来我才完成工作。

（5）还原法

14. 部分倒装

部分倒装是指将谓语的一部分如助动词或情态动词倒装至主语之前。如果句子的谓语没

有助动词或情态动词，则需添加助动词 do，does或 did，并将其置于主语之前。常见的结构

有：

（1）否定或半否定的词语、否定结构置于句首，如 no，not，never，seldom，little，hardly，

at no time，in no way，not until…，Not only…but also，Hardly/Scarcely…when，No so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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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等。例如：

Never have I seen such a performance. 我从未见过那样的表演。

Not until the child fell asleep did the mother leave the room. 母亲一直到孩子入睡后才离

开房间。

Not only did he refuse the gift, but he also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sender.

他没有收下礼物，还狠狠批评了送礼的人。

Hardly had she gone out when a student came to visit her. 她刚出门，就有个学生来访。

（2）so，neither，nor表示“也、也不”的句子要部分倒装；表示“的确如此”句子不

倒装。例如：

Tom can speak French and so can Jack. 汤姆会讲法语，杰克也会。

—It is raining hard. 雨下得真大。

—So it is. 是呀。

（3）“Only＋副词/介词短语/状语从句”放在句首时倒装。例如：

Only after being asked three times did he come to the meeting. 叫了三次，他才来参加会议。

15. 虚拟语气在 if非真实条件句中的规则变化

虚拟语气用来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愿望或假想，所说的是一个条件，不一定是事实，或与

事实相反。虚拟语气在条件句中应用比较多。条件句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真实条件句，一类

为非真实条件句。非真实条件句表示的是假设的或实际可能性不大的情况，故采用虚拟语气。

从句 主句

与现在事实相反 did/were would (should/could/might) do

与过去事实相反 had done would (should/could/might) have done

与将来事实相反 did/were; were to do;

should do

would (should/could/might) do

例如：They might have found a better hotel if they had driven a few more kilometers.

要是他们开车多走几公里的话，他们也许会找到一家更好的旅馆。

16. if非真实条件句的倒装

虚拟条件句的从句部分含有 were，should或 had时，可省略 if，再把 were，should或

had移到从句的句首进行倒装。例如：

Were they here now, they could help us. = If they were here now, they could help us. 他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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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是在的话，就会帮助我们了。

Had you come earlier, you would have met him. =If you had come earlier, you would have

met him. 你来得早一点，就碰到他了。

Should it rain, the crops would be saved. =Were it to rain, the crops would be saved. 假如下

雨，庄稼就有救了。

17. 名词性从句中的虚拟语气

（1）用于主语从句中

It is demanded (requested/required/insisted/suggested/proposed…)/important

(essential/necessary/natural/imperative…) / a pity (a shame/no wonder…) + that…等结构的主语

从句，谓语动词用 should加动词原形，should可省略。例如：

It is demanded t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make measures to end the economic recession.人们

要求总统应该采取措施阻止经济衰退。

It is necessary that he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 他应该去看医生，这是必要的。

It is a pity that he (should) fail to come to the party. 他没能参加这个聚会，真是遗憾。

（2）用于宾语从句中

在表示命令、建议、要求（如 demand, command, request, require, insist, suggest, propose,

order, recommend）等一类动词后面的从句中，谓语动词用 should加动词原形，should可省

略。例如：

I suggest that we (should) hold a meeting next week. 我建议下周召开个会议。

He insisted that he (should) be sent there. 他要求被派到那儿去。

【注意】若 suggest，insist用于其本意“暗示、表明”“坚持认为”时，宾语从句用陈

述语气。例如：

Your pale face suggests that you are ill.

I insisted that you were wrong.

（3）用于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中

在 表 示 要 求 、 建 议 和 命 令 （ 如 demand/command/request/requirement/insistence

/proposal/recommendation/idea/plan/order）等名词后面的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中的动词要用

虚拟语气，即（should）+动词原形。例如：

My idea is that we (should) get more people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我的想法是让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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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参加会议。

第二章 英语语言学

1. 语音学概念及语音分类

语音学（ Phonetics）是对发音特征的研究（ Phonetics is the general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ech sounds or the study of the phonic medium of language) 。

英语中的语音根据气流的受阻情况分为元音（vowel）和辅音（consonant）。

2. 辅音的分类

3. 自由和粘着词素

一些词素本身就可以构成词，如 water, desire, work和 there。它们被称为自由词素（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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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eme）。而另外一些词素在口头或书面中永远不能被独立地使用，如 de-，dis-，-ish以

及-ly，它们总要与自由词素共同来构成新词。这些词素称为粘着词素（Bound Morpheme）。

4. 曲折词素

纯粹起了语法作用，不改变词类，不创造新词，只是给同一个词改变了词形，这样的词

素被称为曲折词素（Inflectional Morpheme）。如 dogs多了一个表示名词复数的词素-s。

5. 派生词素

一些词素通过改变意思（如 proper和 improper，两个词都是形容词，意思相反），或者

改变词类（如 wide，形容词；widen，动词），或者既改变意思又改变词类来派生新词，这

样的词素被称为派生词素（Derivational Morpheme）。

6. 词汇意义关系——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是指英语中有不少词汇相互间意思相同或者基本相同。这样的词之间的关系是

同义关系，这样的词是同义词（Synonyms）。同义现象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方言同义词（dialectal

synonyms，如：lift & elevator）、文体同义词（stylistic synonyms，如：dad & father）、表情

意义或评价意义相异的同义词（synonyms that differ in their emotive or evaluative meaning，如：

collaborator & accomplice）、搭配相异同义词（collocational synonyms，如：accuse & charge）、

语义相异的同义词（semantically different synonyms，如 rage & indignation）。

7. 词汇意义关系——反义关系

如果两个词意义相反，那么这两个词的语义关系是反义关系，这两个词被称为反义词

（Antonyms）。如 up—down。反义词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分级反义、互补反义、互逆反义。

①分级反义（gradable antonyms）是指两词的语义特征形成对立的两极，在此两极中可

插入表示不同程度的词语，体现出对立的层次（Gradability），如 old—young。

②互补反义词（complementary antonyms）是指在语义上相互对立，彼此排斥，非此即

彼，非彼即此的一对词语。如 alive—dead。

③互逆反义词（relational opposites.）是指存在逆转关系的反义词。如：husband—wife,

father—son，buy—sell，let—rent，above—below。

8. 词汇意义关系——同音/形异义词

同音/形异义词是指具有相同的发音方式或书写方式但其意义不同的词。其包括两类，

即同音异义（homophones，如：night & knight）、同形异义（homographs，如：tear [n.] vs. tea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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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奥斯汀（Austin）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中抽象出三种行为：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

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涉及说话者的意图，指在特定的语境中

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语力；言后行为指说话行

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

根据言语行为与话语结构（Utterance Structure）的关系，言语行为可以分为直接言语行

为（Direct Speech Act）和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直接言语行为所执行的言语

功能与其话语结构直接相关。间接言语行为所执行的言语功能与其言语结构之间没有直接的

关系。

10. 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教授格赖斯（H. P. Grice）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应该共

同遵守的原则称为合作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范畴：

（1）量准则(Quantity Maxim)

①说话人所说的话包含交谈所需要的信息；

②说话人所说的话不应超出所需要的信息。

（2）质准则(Quality Maxim)：努力说真话

①说话者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

②不要说缺乏证据的话。

（3）关系准则(Relation Maxim)：说话要有关联、切题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说话要明白清楚

①避免晦涩：谈话者所说的话应清楚简要，有条理；

②避免歧义；

③简明扼要；

④井井有条。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与技能教学

第一章 外语教学基本理论

1. 语言观

（一）结构主义语言理论（The structural view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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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用于传递意义的系统，其中各因素在结构上相互联系。

（The structural view of language is that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tructurally related element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二）功能主义语言理论（The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功能主义理论不仅把语言看作语言系统，同时又把语言看成是做事的方式。（The

functional view not only sees 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system but also a means for doing things.）

（三）交互语言理论（The intera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交互语言理论主要将语言看作是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基本手段，并履行人与人之间社

会交际的功能。（The intera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sees language primarily as the means for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for performing social trans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2. 外语教学法理论

（1）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语法—翻译法是以语法为教授外语的目标和手段，语法是外语学习的基础，学习外语的

首要目标是学习语法。因为学习语法既有助于理解母语和外语的翻译，又有助于“磨练智慧”、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2）直接法（Direct Method）

直接法的主要特点是：直接学习、直接理解和直接应用，不允许使用母语，用动作和图

画等直观手段解释词义和句子。

（3）听说法 Audio-lingual Method

听说法认为外语学习是习惯的形成，采取模仿、机械练习和记忆的方法强化学生的反应；

课堂上让学生做大量的句型操练，不考虑意思和语境。听说法是以句型为纲，以句型操练为

中心，着重培养听说能力的外语教学法。

（4）视听法 Audio-visual Method

视听法是在直接法和听说法的基础上，利用视听手段形成的一种外语教学法。它是指在

教学中综合利用图片、幻灯片等电化教具、视听手段，创造情景，学习外语。由于利用视听

手段创造情景是其主要特色，所以该方法又叫情景法（Situational Method）。

（5）交际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

交际法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和韩礼德（Halliday）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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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成的，它认为，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语言教学的内

容不仅要包括语言结构，还要包括表达各种意念和功能的常用语句。交际法重视培养学生的

语言能力，采用真实、地道的语言材料，主张句型加情景来学习语言，鼓励学生多多接触和

使用外语。

（6）全身反应法 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

全身反应法，也叫领悟法（Comprehension Approach），创始人是心理学教授阿舍尔（James

T. Asher），是一种把言语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教学方法。该理论认为记忆联系的追踪频

率及强度越大，记忆联系就越强，所学的东西也就越容易回忆起来。根据研究，结合动作记

忆的成功可能性是最大的。

（7）任务型教学法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任务型教学是指一种以完成具体任务为学习动力和动机，以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学习过程，

以展示任务成果的方式来体现成就的教学途径，是一种强调“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

的语言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中的“任务”是指有目标的交际活动或为达到某一具体学习目

标而进行的交际活动。Pica 等人把任务分成拼板式任务（ jigsaw tasks）；信息差任务

（ information-gap tasks）；解决问题式任务（ problem-solving tasks）；做决定式任务

（decision-making tasks）；交换意见式任务（opinion exchange tasks）。

第二章 语言知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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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语言技能教学

第三部分 教学设计

1. 口语课教学过程

步骤一（Step 1）：热身/导入（Warming up/Lead-in）

目的：激发兴趣、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引出内容。

主要活动：看图片、视频、听歌曲、猜谜语、头脑风暴等。

步骤二（Step 2）：说前（Pre-speaking）

目的：帮助学生大概了解本节课的主题，激活背景信息知识，激发说的兴趣。

主要活动：头脑风暴（Brainstorm）、情景对话（situational dialogues）、猜谜语（guessing

riddles）。

步骤三（Step 3）：说时（While-speaking）

目的：熟悉教学内容，通过多种教学活动，尽可能多地让学生开口练习。

主要活动：全身反应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视听法（Audio-visual Teaching method）、

角色扮演（Role play）、情景对话（situational dialogues）。

步骤四（Step 4）说后：（Post-speaking）

目的：在练习充分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任务型教学法，完成分析任务和输出任务，提高

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主要活动：看图说话；角色扮演；概括要点；复述或转述所学内容；表达简单的个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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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等。

步骤五（Step 5）：课堂小结（Summary）

学生总结知识点，教师进行必要补充，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升华。

步骤六（Step 6）：作业布置（Homework）

目的：根据授课内容进行课后巩固，提高学生交际意识。

形式：书面作业：各种教材中的练习题，编写小对话；口头作业：小调查，手工制作等。

2. 听说课教学过程

步骤一（Step 1）：导入（Lead-in）

目的：集中注意力、激发兴趣、明确目的、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等；

主要活动：出示图片、看视频、听歌曲、猜谜语、头脑风暴等。

步骤二（Step 2）：新授（Presentation）

目的：呈现本节课的目标语言，包括词汇、句型、语法等；

主要活动：TPR（肢体动作和表情）、图片/ 视频/ 单词卡/ 实物、创设情境、虚拟角

色或真实人物引出等。

步骤三（Step 3）：练习（Practice）

目的：由机械操练过渡到意义操练，鼓励学生在准确理解对话内容的基础上达到熟练运

用；

主要活动：听对话，创编对话，猜谜游戏等。

步骤四（Step 4）：巩固（Production）

目的：让学生运用所学目标语言完成任务，对本课所学内容进行综合提升和拓展；

主要活动：猜测性任务；解决问题任务；故事链任务；创造性任务。

步骤五（Step 5）：总结（Summary）

目的：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复习巩固知识，检查学生掌握情况，升华情感目标；

主要活动：学生总结，教师补充，情感升华。

步骤六（Step 6）：作业（Homework）

目的：进一步巩固课上所学语言知识，尽量避免机械性的操练和重复；

主要活动：选做与必做、开放性与封闭性。

3. 阅读课教学过程

步骤一（Step 1）：导入（Lea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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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兴趣及引起学习动机，导入须具有针对性，可采

取的方法有图片、视频、歌曲、谜语、讨论、经验、问题等。

步骤二（Step 2）：读前（Pre-reading）

读前教师可提供背景知识或利用图片引导学生预测文章内容，带领学生解决生单词或让

学生提前熟悉有关单词等。

步骤三（Step 3）：读中（While-reading）

读中活动一般分为 skimming、scanning和 intensive reading，在 skimming这一环节，教

师主要是带领学生归纳文章主旨大意，而 scanning、intensive reading则是对文章内容的进一

步了解和学习，在这一环节，教师可设计排序题、连线题、表格题或者判断正误题等带领学

生加深对文章内容的了解；解决文章中的生词、语法或长难句等。简而言之，在这一环节，

师生要处理的是W+H类信息及具体词句。

步骤四（Step 4）：读后（Post-reading）

读后活动可采取复述课文、讨论、辩论、采访、角色扮演、做调查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

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步骤五（Step 5）：课堂小结（Summary）

总结部分提倡学生先总结，教师再做补充，以加深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复习巩固知

识，检查学生掌握情况，巩固情感目标。

步骤六（Step 6）：作业布置（Homework）

阅读课的课后作业通常设置为一篇写作，如读后感，心得体会等，除此之外，也有其他

形式的作业，比如句子仿写，模仿文章录音，上网查找资料等。但不论布置何种作业，都须

注意作业的开放性及层次性，能够照顾全体学生。

4. 写作课教学过程

步骤一（Step 1）：导入（Lead-in）

目的：激发兴趣、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复习相关词汇，搜索记忆里与主题相关的

词汇和话题；

形式：图片、视频、歌曲、谜语、问题导入、头脑风暴……建议把能找到相关作文的主

题都写在纸上。

步骤二（Step 2）：写前（Pre-writing）

目的：分析整理和组织写作题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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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讨论主题，搜集素材，语言准备，阅读范文，列写提纲，可采取任务型教学法，

设计相应任务给学生。建议设计 1—2个任务。

步骤三（Step 3）：写中（While-writing）

目的：指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完成写作；

形式：补全句子，看图写作，句子合并，句子段落重组，补全写作，平行写作，模仿阅

读材料写作，小组合作写作，规划文章结构等。建议由小到大，由个人活动到集体活动。

步骤四（Step 4）：写后（Post-writing）

目的：检查语言、文法、逻辑、用词、润色；

形式：自我修改，相互修改，个人或小组互批，制作海报或者墙报展示等。

步骤五（Step 5）：课堂小结（Summary）

目的：巩固本节写作课中设计到的语法知识和词汇，以及相关写作注意问题，进行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升华；

形式：学生自主小结，教师补充。

步骤六（Step 6）：作业布置（Homework）

目的：根据授课内容进行课后巩固，提高学生交际意识。

形式：布置开放性的作业鼓励学生课后收集更多固定句型和词组，用所学句型再写一篇

相关主题作文。

第四部分 英语教学实施与评价

1. 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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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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