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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不断革新背景下，我国小学英语的教育教学备受重视。对于最基础的“读”与“写”
，
教师更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理念下，培养学生的读
写应用能力，这也是符合新课标的发展要求。教师要根据单元整体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制定教
学方案，进而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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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most basic "reading" and "writing",
teachers should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ncept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unit overall teach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pplication ability should
be cultivated, which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eachers
should make teaching plan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content of the unit and the actual learn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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