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时代外语教师的适（识）变与应变

                                                         周红兵    湖北大学

                                                     湖北  武汉  2019/8/02

                                                             -- 以英语演讲艺术课程为例



1.   识（适）变

2.   应           变



1. 识（适）变

2. 应          变



课时有限
① 周课时2，一周一次

② 后果：老师上课赶、学生下课忘、教学效果差

③ “累” “很累” “非常累” ——因为我们把演讲课上成了精读课

教材厚、教学内容与资源丰富
①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 16章、219页

② 课外演讲资源与视频：海量

③ 囫囵吞枣” “望书兴叹” --因为没有给学生好的方法和平台

演讲课与口语课一样 （Ethos, Pathos, Logos）

1.  识（适）变--我校现状



u  教学时间

u  学习环境

u  学习评价

u  班级人数
           ..........

1. 识（适）变

似乎放眼望去，
皆是”问题“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牧课”



1.   识（适）变

2.   应           变



.
学习时间灵活

学习内容明确

学习方式多样

成绩反馈科学

平台功能齐全

     ......

2. SPOC--对学生



.
课堂有效时间增加

教学内容精准助学

教师备课方式多样

学情监控科学省时

教辅资料海量共享

     ......

2. SPOC--对教师



TEAM2. SPOC应用

课程的应用--    外研在线U校园SPOC（本校学生）

① 按实际教学班级进行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② 提供线上作业、两端使用、课堂互动、数据分析等功能

        ......

用课模式PPP（课前、课中、课后）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U校园教师界面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点击“添加开课课程”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在“我的教学”栏完成开课前各种设置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作业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测试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教程学习设定



TEAM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教师在U校园建课或开课——综合成绩管理



Feature.
课程考核

SPOC应用1——建课与规划

 终结性评估（50%）

形成性评估2

期中考试（20%）

形成性评估1

（30%）

课程考核

课堂表现（25%）

在线学习（75%）

三次演讲（100%）

期末考试（100%）

视频学习

过关测试

在线讨论

在线作业



TEAM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课前——课中——课后

Preview 
(online) 

Present 
(offline) 

Practice 
(both) 



2）课程授课模型“PPP”

授课计划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授课计划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view （课前）
    教师
        学习任务更新与发布（开通章节学习内容）

        学习情况了解（学习难点、督学）

        在线定期答疑（技术故障、内容解答）

    学生
        完成学习任务（结合教材、视频学习知识点）

        完成测试任务（单元过关测试）

        积极参与讨论（提出讨论话题、参与话题讨论）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view （课前）——教师——学习情况了解（学习难点、督学）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view （课前）——教师——学习情况了解（讨论进展、反馈）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view （课前）——教师——学习情况了解（讨论效果、反馈）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sent （课中）-- 师生主要任务

  教师：

     课程导学至关重要（教学计划、学习要求、课程考核）

     在线学习知识回顾（小测试、学生陈述、问题讨论）

     难点讲解（解惑）

     知识扩充（课堂活动设计是核心）

  学生：
    参与问题讨论

    配合教师讲解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esent （课中）第一步：在线学习检测——随堂测试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Review
Selecting a topic and a purpose

01

Generating ideas for speech topics by free 
association

02

Deciding your general purpose 

03

Determining the specific purpose

04

Phrasing the Central Idea

Personal inventory

Clustering

Internet  search
to inform 

to persuade 

what you hope to accomplish 

what you plan to say 

 Present （课中）第二步：在线学习检测——要点回顾



Exercises for thinking and speaking

Exercise 1

1. Donate blood.

2. To inform my audience about Guilin.

3. To inform my audience ab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4. To persuade my audience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traffic jams.

5. To inform my audience how to use subway system in Berlin, Germany.

6. What is Shuimo Hua?

 Present （课中）第三步：课堂活动——要点拓展与应用



 Present （课中）第三步：课堂活动——要点拓展与应用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actice （课后）

教师：

   补充课程资料

   任务精挑细选

   教师评估反馈

学生：
    课堂展示准备

    网上提交任务

    同学互评与个人反思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actice （课后）——补充课程资料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actice （课后）——教师反馈与同学伴学 1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Practice （课后）——教师反馈与同学伴学 2

SPOC应用2——课程模式“PPP”



3.  发言小 结



3.  小 结

             时代在变，课堂在变；

             用课模式，课堂设计值得细琢。

            Teacher proposes, student disposes

            谋事在老师，成事在学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