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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如何通过发展和培养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提高词汇学习

的效率，是教师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以小学英语牛津教材 ２ＢＭ３Ｕ３ Ｃｌｏｔｈｅｓ 为例，教师在词
汇教学中结合思维学习过程的六个层次，采用归纳、联想、演绎、运用等词汇教学方法，提出了
“ 创设情境、整体设计” “ 重视输入、强化应用” 以及“ 适度挑战、发展思维” 等有效的词汇教学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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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外语类特色小学中，由于教材增多、词汇量增大，教师在词汇教学中会存在脱离语境直接教
词汇的现象，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过分关注词汇的拼写，过多停留在低阶思维的记忆阶段，
用大量机械性操练的方式来学习词汇，也影响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低阶思维能力通常是通过被
动学习和独自练习获得的，而高级思维能力需要主动学习和共同协作，其可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问题，
将某一领域的技巧转移到另一领域，从一个熟悉的情景运用到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情景中或不同的环境
条件下，从而逐渐成为思辨的学习者。 因此，在词汇教学中，如何通过发展和培养思维能力（ 尤其是高
阶思维能力） 帮助学生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是教师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一、在词汇教学中培养思维能力的理论依据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是语言习得和输出的必备要素。 将词汇教学分为两种：１．基于上下文的词

汇教学。 吕叔湘在谈论词汇学习时说过： “ 词只有嵌在上下文里， 才有生命， 才容易记住， 才知道用
法。” ［１］ 因此，教师要尽量在语境中呈现词汇，在语境中教授词汇，学生才能在语境中习得词汇。 ２．基于
语篇的词汇教学。 当代认知理论认为，建立在离散、孤立、无统一主题的句子之上的语言学习是不正
确的。［２］
设计词汇教学时，参照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提出的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可以将思维学习过程分为六个
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新。［３］
二、在词汇教学中培养思维能力的教学实践
现以小学英语牛津教材 ２Ｂ Ｍ３Ｕ３ Ｃｌｏｔｈｅｓ 为例，阐明如何在词汇教学中结合思维学习过程的六个层

次，采用归纳、联想、演绎、运用等词汇教学方法，通过发展和培养思维能力（ 尤其是高阶思维能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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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
１ 课例背景

根据《 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 中课程目标的阶段要求以及《 英语》 （ 牛津上海版） 教材各年段

模块主题一致的编写特点，依据一、二、三年级分段目标要求，细化二年级本单元的教学目标；通过单元
整体设计，定位课时目标。 本模块的主题是“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ｕｓ” ， 本模块学习后，要求学生制作一个小手
册，介绍不同季节里的合适服装和活动，即“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ｂｏｏｋｌｅｔ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 本单元共分为五个课时，学习任务是让学生使用正确的时态来讲述自己的穿着，即：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ｓ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ｓ“ ，本堂课是本单元教时中的第三课时。 结合一年级
所学内容，我们将本节课的 ｓｕｂ －ｔａｓｋ 设定为“ 学生自行设计一套校服” ，包括衣服的颜色、功能、材质等，
即“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
表１

教室设计的英语学科 ２Ｂ Ｍ３ 目标任务链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ｅ ３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ｂｏｏｋｌｅｔ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Ｕｎｉｔ １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ａｓｏｎｓ（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ａｓｋ：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ａ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ｎｅ ｐｒｅｆｅｒｓ
Ｆ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ｏｐｉｃｓ：

１．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ｄａｙｓ （１ ｓｔ ＆ ２ ｎｄ ）
２． Ｓｔｏｒｍｙ ｄａｙｓ （３ ｔｈ ）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Ｕｎｉｔ ２

Ｔａｓｋ：

Ｒｕｌｅｓ（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ｉｇ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Ｆ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ｏｐｉｃｓ：

ｒｕｌｅｓ

１． Ｃｌａｓｓ ｒｕｌｅｓ （１ ｓｔ ）

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２ ｎｄ ）

３．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３ ｒｄ ）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Ｕｎｉｔ ３

ａｎｄ
ｉｎ

Ｍｙ ｃｌｏｔｈｅｓ（５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ａｓｋ： Ｔｏ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 ｓ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ｓ．
Ｆ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ｕｂ－ｔｏｐｉｃｓ：

１． Ｎｅｗ Ｃｌｏｔｈｅｓ （１ ｓｔ ）

２．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Ｉ ｗｅａｒ （２ ｎｄ ）

３．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Ｉ ｄｅｓｉｇｎ （３ ｒｄ ）

４．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Ｉ ａｍ ｗｅ ａｒｉｎｇ （４ ｔｈ ）
５． Ａ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ｓｈｏｗ （５ ｔｈ ）

２ 课例呈现

在设计词汇教学时，通过创设语言实践的情境，重点学习单元主题词、单元核心词汇及其联想词、重

要句式等，启发和鼓励学生在词汇学习过程中思考、质疑、探究、想象、合作、提出问题和观点、准确表达
思想，从而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本节课的教学步骤以及对应的思维能力发展如图 １ 所示。
（１）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 Ｒｅｃａｌｌｉｎｇ 思维导图，复习旧知

思维导图有助于将有关服饰的词汇条理清晰地储存在大脑中，在最后输出的时候会迅速地建立系

统。 通过树立新旧知识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其关系结构。 在归纳的基础上，架构词汇网络，建立指示
体系来记忆单词。 在话题情境的基础上，联想已知词汇，以思维导图———ｂｒａｃｅ ｍａｐ 来复习一二年级学
生已知的有关衣服的词汇。 其中，教师以不同颜色表示不同服饰的功能。 并标注上位词，如“ ｓｈｏｅｓ， ａｃ⁃

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等。 “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比较深，而程度较好的学生则可以通过“ ｈａｔ， ｂｅｌｔ” 来猜测
“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的意思。
（２）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背记新词，以旧带新

当学生有了一定的词汇量后，教师应注意新旧单词的联系，教会学生学会“ 比较” 词汇，帮助学生梳

理、搭建语音知识框架并及时归纳总结，教给学生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 例如，在教“ ｃｏａｔ” 这个单词时，
通过寻找规律来积累词块，根据音形组合，强化记忆。 由于之前学过另两个单词“ ｇｏａｔ” 和“ ｂｏａｔ” ， 通过
问题“ Ｗｈａｔ’ 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ｔ？” 先把 “ ｇｏａｔ” 和 “ ｂｏａｔ” 这两个单词的图案设计在“ ｃｏａｔ” 上，让学生在回答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ｏａｔ ／ ｂｏ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ｔ” 后． 观察这三个单词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本来“ ｃｏａｔ” 对于学
生来说是个陌生的单词，和已学过的 “ ｂｏａｔ， ｇｏａｔ” 这样一比较，学生印象深刻，一下子就记住“ ｃｏａ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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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对应的思维能力发展图

单词了。

合成词（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ｗｏｒｄ） 一般是指由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的一个新词。 小学英语的单词有很多是合

成词，把它们进行拆分再记忆会容易许多。 教师把“ ｃｏａｔ” 和“ ｒａｉｎ， ｗｉｎｄ” 等结合，出示图片，让学生猜测
词义，体会音、 义、 形 的 关 联。 根 据 图 示， 让 学 生 通 过 “ Ｍａｔｃｈ ｇａｍｅ （ 配 对 游 戏） ” 来 习 得 新 词 汇， 如
ｒａｉｎｃｏａｔ， ｗｉｎｄｃｏａｔ 等。 一个合成词不仅能让学生学会多个不同的单词，学习过程高效，而且学生也非常
感兴趣，促进学习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见词能读、听音能写的能力。
（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Ｕｓｉｎｇ 理解语义，加深体验

词汇教学离不开跟读，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机械性模仿尤为重要。 它能给学生以非常清晰、明朗的

印象，帮助学生准确把握单词的正确读音，但这种方法比较枯燥，读多了学生会厌烦，读少了不易记住。
此时，朗朗上口的歌谣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现成的歌谣，或创作一些
简单的歌谣，通过有节奏的说唱来重复、巩固所学的内容。 例如，在巩固“ ｃｏａｔ” 这个新词的时候，利用佳

音教材第三册中第六单元的歌曲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Ｓｏｎｇ 这一耳熟能详的旋律，我们编写了这首新歌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Ｃｏａｔ， 学生通过自唱、同桌互唱来巩固这个单词。 之后，教师出示了一系列有关“ ｃｌｏｔｈｅｓ” 的旧单词，让
学生进行替代性练习，这一练习也为输出环节打下了基础。 小学英语词汇学习可以与歌曲有机结合，再
对一些英文歌曲的部分歌词进行替换，这样会更有效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体验到学习的乐趣，
另外也复习了以前所学的单词，巩固了词汇知识。
学习词汇的目的是掌握词义、词的搭配和用法。 从使用词汇的角度看，词语只有组成句子或连成话
语，才能实现交际功能。 词汇教学不只是单词教学，单词只有组成句子和话语之后，才能实现其交际功
能。 在词汇教学中应充分重视造句练习法，它是从学习语言过渡到应用语言的必要途径。 造句是记忆、
积累和掌握单词的最好方法。 在操练新词后，教师可先给出例句，然后让学生模仿造句。 如在学生学习
了“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这个新词之后，教师罗列了有关复数形式出现的服饰。 学生以儿歌的形式造句，通过韵律
形成语感。 这样的教学环节设计，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音的积极性，使他们养成乐于模仿、善于运用
的良好习惯，逐步形成积累词汇的学习策略，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
（４） Ｔｏ ａｐｐｌｙ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运用新词，逻辑表述

在词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只停留在向学生不断输入新词汇和巩固已有词汇上，教师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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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创造机会来运用记忆库里的词汇，也就是让学生有语言输出的机会，即让学生练习说和写。 语言
输出是词汇学习的重要步骤，对于学生输出的语言材料，教师可以用恰当的方式纠错，以加深理解，巩固
记忆，达到扩大词汇量的目的。 笔者提倡使用多种方法，充分利用学习技巧和策略，提高英语词汇教学
的效果。 情景化教学就是一种避免词汇教学的单调、枯燥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教师可结合教学内
容设置一定的语言情境、图片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实际情景之中，从而加强单词与实物的联系，调动
学习主动性，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强化记忆。 因此，在输出环节中，教师巧妙结合校本服装设计课
程，以设计校服为“ Ｐｏｓｔ －ｔａｓ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通过“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帮助学生完成“ ｐｏｓｔ － ｔａｓｋ” 。 教师设计的话语练
习，需要学生选用单数复数各一件衣服，整个话语包括衣服的颜色、质地、性别区别、四季区别以及衣服
的功能等，把这些有关衣服的词汇有机地融入语言的输出，促进了学生思维和表达能力的发展，为今后
学习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图２

运用新词的“ 服装设计” 主题阅读任务单

（５）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ｉｎｇ 阅读思辨，伴随评价

在这个教学环节中，教师始终让学生坚持以词汇为主线索，体会阅读，并要求学生用所找出的关键
词汇表达男女不同的衣物搭配。 此外，根据四季变化是否合适的穿着以及衣服中出现的单复数概念，来
检测学生是否能使用合适的衣服词汇以及正确拼写。 对于阅读过程中出现的生词，教师鼓励学生利用
上下文、已知词汇和掌握的文章大意来猜测意思，并学习这些新单词。 这样的学习，让学生发现阅读不
再难懂，阅读能力有所提高，使学生从词汇学习能力的提升转向了阅读能力的提升。
在词汇教学中，教师提倡在丰富的语境中实现词汇的积累和运用。 语境可以是场景、图画、话语、语
篇等。 就同音异义词（ Ｈｏｍｏｐｈｏｎｅ） 来说，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专门梳理类似词语。 如“ ｓｈｉｒｔ － ｓｈｏｒｔｓ” 这些
单词，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区分，让学生在语境中进行判断，猜测词义，加深理解。 这正是教师运用
了认知过程维度中高阶思维的判断层面。
（６）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巩固新词，分享学习

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合作学习既可以促进学生互相交流、共同发展，又可以培养学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 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精神，小组之间的合作学习在小学英语
词汇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学生完成这个“ Ｌｅｔ’ ｓ ｄｅｓｉｇｎ” 的“ Ｐｏｓｔ － ｔａｓ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后，让学生两
人一组运用本课所学的词汇、句型进行合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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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词汇教学中培养思维能力的策略总结
１ 创设情境、整体设计
结合模块单元的主题创设情境，对词汇的复习、新授、操练、创生等进行整体设计。 单元教学目标的

制订应从课程、教材、学生三个维度去思考。 教师认真研读《 教学基本要求》 ，梳理教材内容，按“ Ｔｈｅｍｅ

（ 主题） —Ｔｏｐｉｃ（ 话题） —Ｓｕｂｔｏｐｉｃ（ 子话题） —Ｕｎｉｔ（ 单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活动） ” 设计体系，选取交际活动中
的真实语言材料，也重视结构形式。 同时，根据布卢姆思维学习过程的 ６ 个层次，尤其是记忆、理解和应
用层面，使词汇的学习和使用反复循环，且螺旋上升。 牛津教材 ２ＢＭ３Ｕ３ Ｃｌｏｔｈｅｓ 的设计实现了本单元
学习内容由浅表到深入，层层递进，也符合思维过程的递进。
２ 重视输入、强化应用

针对外国语特色学校的学情，结合自选语篇或再构文本的输入强化词汇学习的理解和应用。 教师

把单词的学习蕴于话题与情境之中，通过听说读写的活动形式，赋予词汇学习以活力，从而积累知识，提
高交际能力。 如本课例中，主题情境的创设上，除了牛津教材上提供的购买衣物的情境，还可以创设校
服设计、时装表演等一系列围绕“ Ｃｌｏｔｈｅｓ” 的情境。 此外，学校从二年级开始推出“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网络学
习阅读平台，它是一个泛读原版书的平台。 结合“ Ｃｌｏｔｈｅｓ” 这一主题，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阅读相关主题
的课外书籍。 在原版语篇中学习词、词组和习惯用语，在语境中积累，尤其是对高频词（ ｓｉｇｈｔ ｗｏｒｄｓ） 加
深认知度，才能让学生更好地进行词汇的正确输出。
３ 适度挑战、发展思维

参照思维学习的不同层次，设计具有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促进高阶思维的发展。 归纳是学习者

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一系列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即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通过推理思考，使有限的词汇化为无限的生成词汇的能力。 此外，教师利用同根词、合成词，提高学生学
习词汇的兴趣，扩大词汇量。

培养学生联想的能力。 启发学生运用思维导图或者 Ｗｏｒ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等工具， 在目的词与关键词之

间建立想象链，使用关键词法能够使英语学习者对生词进行深加工和记忆，以此提高新词的复现率，形
成长时记忆。 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由某一个词联想到与其词义相近或相反的旧词，还可由核心词

“ ｓｈｏｅｓ” 联想到“ ｓｎｅａｋｅｒｓ， ｓｌｉｐｐｅｒｓ， ｓａｎｄａｌｓ” 等。 鼓励学生使用独立学习策略，以此牢固掌握词汇的音、
形、义，提高认知加工层次，加工层次越深，记忆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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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多维评价、伴随课堂

在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词汇的积极性，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长久，最终提

高英语词汇教学的成效，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检测学生对于 Ｃｌｏｔｈｅｓ 中词汇的拼写正确率。 学生利

用便利贴，通过小组合作方式，对衣物分门别类，而不是机械性默写单词。 红色便签上罗列夏季的衣物，
绿色便签上罗列春秋季衣物，蓝色便签上罗列冬季衣物。 让学生以数量和正确率为评分标准，评价过程
更公平、公正，并且达到激励学生主动记忆词汇的目的。

除了课堂上的小组合作学习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课外合作完成任务。 比如在课后下载“ Ｐａｐｅｒ

Ｄｏｌｌ” ＡＰＰ 和微信，介绍设计的校服，给学生以词汇输出应用的舞台。 通过班级学生的点赞和评价，既能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协作能力，实现课堂教学交际化，又能巩固和
运用所学的词汇、句型。 在练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使学生感受到集体智慧的力
量，分享了成功的喜悦，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和乐趣。
词汇学习与思维发展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思维有效助推了词汇学习，而学习和使用词汇又能促进思

维的发展。 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设计时，勾选“ ＤＯＳ” 中的教学行为，避免“ ＤＯＮＴＳ” 中的行为，关注词汇
教学的策略与语用功能，帮助学生在从词汇学习到词汇应用的过程中，通过体验和感悟，逐步形成英语
思维意识、思维习惯、认知策略和交际策略，提高词汇教学实施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小学英语教师应从日常教学着手，将循序渐进发展思维能力贯穿于词汇教学的设计和实
施中，体现在复习、新授、操练、创生等各个环节，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词汇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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