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维导图在小学英语复习教学中具有较大的优势，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思维，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使学生理

顺知识脉络结构，进一步提高其记忆能力。本文介绍了思维导图的五种类型，并说明了思维导图在小学英语复

习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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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属于一种可视化的思维方式，同时也

是一种非常直观、形象的学习方法，其通过色彩丰

富的图式，能够条理清晰地将各级主题关系以相互

隶属的层级展示给学生，把一些零散但又有一定关

联的知识进行有意义的构建，指引学生围绕中心

词，整理、归纳、分类大量的知识，最后对知识深度

加工，使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将思维导图运

用于小学英语复习教学中，能够改变小学生机械训

练的学习状态，从而提升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一、思维导图的类型

1.头脑风暴图

该类型思维导图是由当前复习阶段中的单元

知识点出发，选出一个特定的中心词，引导学生自

由联想，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和中心词有关联

的本单元知识点，例如单词、语法、短语等进行联

系，利用思维导图引发对之前掌握的其他知识点的

回忆，从而进行归纳和总结。
2.分层结构图

该类型思维导图的特点是层次清晰，上层与下

层之间的隶属关系非常清楚。分层结构图能够层层

解剖，由整体、分块、细节组成，能够使学生对内容

一目了然。教师可以利用这种图式的关键词，引导

学生进行课堂互动，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复习效果，

或者通过分层结构图引导学生对作文题目、课文进

行层层分析，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作、背诵和阅

读理解能力。
3.语法分析图

语法分析图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帮助学生快速

区分与掌握某类语法。这类思维导图主要将某一固

定的语法知识作为主题，教师在采用这种思维导图

进行教学时，一方面，对语法知识的用法进行讲解，

另一方面，也要列举更多的语法分析规则，主要是

帮助学生记忆，并掌握语法规则的应用，使复杂的

语法知识点更加系统化，让学生一目了然。
4.总结归纳图

总结归纳图的每一分支都是中心主题的一部

分，各分支之间都是独立的，但也存在相互联系。各

分支的内容主要是对学习者先前所掌握的和中心

主题有关联的知识的总结或新旧知识的结合，主要

是帮助学生对子分支内容的学习获取固着点，主分

支后的子分支内容一般是单元知识的重点、难点，

或是对新旧知识进行的一个总结与归纳。
5.内容分解图

这种类型的思维导图主要围绕一个特定的主

题，把单元的重点、难点分为几个知识块，每一个知

识块都有相对应的知识点，能够让学生复习不同的

知识点，进一步巩固所学单元里的词汇、短语与句

型。或是围绕单元的语法项目，通过特定语法的具

体运用，利用句型练习组织学生进行互动，使他们

在互动中熟练掌握，并能够在实践与考试中运用。通

过内容分解图的形式，有利于学生对特定单元的知

识有个整体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思维导图在复习课中的运用

1.在词汇复习中运用

词汇复习在英语复习教学中非常重要，尤其是

对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来说。人教版英语教材，三至

六年级共计 28 个单元，其中每一单元都有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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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一单元的单词多数围绕着这一主题设计。我

们可以将词汇分为各种类型，例如时间类、水果类、
饮料类、运动类、蔬菜类、地点类、书籍类、天气类等

等，这些类型的词汇都能够作为思维导图的中心词

及节点词。在小学英语词汇复习教学中，教师可以

将食物类词汇作为思维导图的中心词，以此来开展

英语词汇复习活动。

图 1 词汇复习思维导图

2.在句型复习中运用

小学英语句型并不复杂，学生也容易掌握，由

三至六年级不断积少成多，也能够掌握较多的句

型。不过，在复习句型的时候，许多学生会对句型产

生混淆，并且无法顺口说出多个句型。比如 There
be，虽然从结构上看非常简单，但其能够变化出各式

各样的句型，并进行灵活表达，学生在学习时不易

记忆，也常常产生混淆。以下是利用 There be 句型开

展课堂教学活动的思维导图。

图 2 There be 句型思维导图

在开展句型复习时，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互动，

引导学生与教师的相互问答，让他们在实际的语境

中理解与掌握运用技巧，从而实现语言的交际功

能。另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亲自制作思维导图，

将所学句型进行整理，通过在制作过程中的思考、
归纳、总结，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

3.在语音复习中运用

对于语音的复习，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语音知识

进行归纳总结，对辅音字母、元音字母、字母组合的

发音规则进行巩固强化。在课堂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通过思维导图对字母、字母组合在单词中的发

音规则进行思考、总结与归纳，再将学习过的含有

该音素的单词列举出来，不仅复习了语音，同时也

巩固了词汇。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4 ee 字母组合发音思维导图

对小学英语语音的学习，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

一定的规律，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相同字

母组合的单词进行分类，以及对读音相同的单词进

行分类，或者是根据辅音字母与元音字母存在的发

音规律进行学习。以自然拼读法为例，这是广大师

生最为喜爱的一种语音教学。自然拼读法要求自

然，杜威曾说，学习语言应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漫长

过程。因此，在语言教学中，首先是要培养学生对语

言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语用意义。在美国、英

There be 句型

（some 用于肯定句，any 用

于否定句和一般疑问句）

基本句型：There be

is+ 单数名词 / 不可数名词。

There is a bird in the forest

are+ 复数名词。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forest

There is not+ 单数名词 / 不可数名词。

There are not+ 复数名词。

There is not bird in the forest

There is not any birds in the forest

Is There+ 单数名词 / 不可数名词？

Is There a bird in the forest?

Are+there+ 复数名词？

Are there any birds in the forest?

否定句

一般疑问句

肯定回答：
Yes，there is.

否定回答：
No，there isn't.

肯定回答：
Yes，there is.

否定回答：
No，there i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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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他们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学习者通过自然拼读

法模仿及学习英语读音和拼写，从而提升学习者的

理解能力和阅读水平。自然拼读法也适合以英语为

第二语言的初学者，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发音规

则和拼读技巧。而自然拼读法也能够运用到小学英

语的教学中上，以游戏为辅助，循序渐进地使学生

学会英语发音技巧，使小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4.在语法复习中运用

小学英语的学习主要学习基础知识，包括常用

词汇、句型、情境对话，而语法教学常处于被忽视状

态，大部分小学英语教师觉得没有必要讲解语法，

进行语法知识的教学时，常常采用死记硬背的方

式，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解与分析。对一些示范课与

公开课，也有一部分教师不敢讲或是回避语法知

识，他们都觉得语法知识的教学难度大，讲解起来

枯燥无味，导致许多小学生进行英语交流时常常出

现错误而难以纠正。
在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中，语法知识可以归纳

为六个：第一，be 动词的用法；第二，名词的单复数

变化；第三，形容词 比较级 ；第 四，一般现在时、现
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与一般过去时；第五，第三人

称单数形式；第六，表示时间、地点、位置的介词的

用法。在语法复习中运用思维导图也一样能够让教

学事半功倍。我们可以将需要掌握的零散的语法知

识点进行整理，制作成一张或者数张思维导图，使

大量信息变成简单易记、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信息，

让小学生更加容易理解与掌握语法知识。如图 5、图
6 所示：

图 5 名词复数变化规律思维导图

图 6 o 结尾的名词的复数形式思维导图例

由图 5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名词变复

数的规则，里面的例子也能够让学生一目了然，与

整段文字介绍相比，思维导图能够激发学生的兴

趣，更易记忆，避免了混淆。图 5 和口诀合为一体的

思维导图能够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根据图 6，对

以 O 结尾的名词的复数形式，可以让小学生更加容

易理解及记忆。对小学英语语法的复习，老师要充

分发挥思维导图的作用。例如分析语法知识的各种

特点并进行总结，从而制作出有效、可行的思维导

图，思维导图在整体上具有逻辑性、直观性，容易让

学生记忆。
由此可见，将思维导图运用在小学英语复习教

学中，有利于提升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

词汇、语法、语音、句型的复习中，利用思维导图进

行辅助，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并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当学生拥有较高的学习兴趣，他

们的思维会更加活跃与灵活，并提升复习效率，英

语成绩自然而然就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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