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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智慧教学设计方案（Smart Design） 

1. 教学情况简介 

教学单元 

（说明：本方案要求为一个完整的单元。） 

《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 4》 

第三版 Unit 6 Gender Equality 

 

 

学时安排 4 

学情分析 

（说明：本部分可包含教学对象的认知水平、能力基础、对本课所讲内容的已知情况分析、

学习本课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 

教学对象：地方二本院校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 

 

能力基础：由于采用模块化教学，学生能力不均衡，大部分学生的

英语水平处于中等，听力、写作、翻译能力较欠缺。 

 

已知情况分析： 

⑴对于性别平等的话题学生应该有话可说，但英语的输出能力有待

提高，即汉语有想法但英语不知如何表达。 

⑵针对本单元的背景知识——美国两党制，学生可能知道主要的两

大政党但具体各个政党的主要主张可能缺乏全面了解和认识。 

⑶写作方面，使学生了解用个人经历和观察等细节性论据支撑论

点。 

 

可能遇到的问题： 

⑴口语表达能力的欠缺，缺乏英语词汇量导致无法用英语清晰地表

述个人对于性别平等的观点。 

⑵写作方面，学生可能知道用个人经历和观察等细节性论据支撑论

点但如何使细节性的描述生动、形象、令读者感同身受可能存在

难度。 

⑶在对论点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如何写出或者在演讲中如何运用有

力的排比句来支撑论点。 

教学目标 

（说明：本部分为本单元总体教学目标，可包含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等。） 

 

知识目标：掌握单词、短语和句式，并理解课文内容和结构 

技能目标：学会如何运用个人经历和观察支撑个人观点的写作技巧 

          能用自己的语言谈论性别平等和女权主义的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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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使学生思考导致性别歧视的原因并提出如何实现性别平

等的措施 

          使学生在生活中注意尊重别人（不论性别）、践行性别平

等的理念 
 

教学重点 

及难点 

（说明：本部分列出根据学情分析、教学目标分析而得出的本单元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 

⑴学会用个人经历和观察支撑论点的写作方法 

⑵用自己的语言谈论性别平等和女权主义的相关话题 

 

难点： 

⑴在用个人经历和观察支撑论点的写作过程中如何使自己的描述

生动、形象并令读者感同身受；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哪些方法来支

撑论点 

⑵学生很难将自己对性别平等的看法转换成英文表达出来 

2. 智慧教学设计方案 

（说明： 

1. 本部分为智慧教学设计方案，为“初赛”评选内容，同时也为复赛第一环节“智慧教学设计方案介绍（2 分

钟）”的评选内容。 

2. 教学内容与流程设计需体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慧教学设计思路。 

3. 需突出展示和阐述为实现教学目标，拟从教材或其他教学资源中选择、改编、整合和补充的教学材料及使用

依据。 

4. 教学材料首先应体现对教材的充分、合理利用，在教材内容无法满足某一教学目标的情况下，可以有依据地

选取其他教学材料。） 

 

一、拟用教学材料 

教学目标 拟用教学材料 拟用原因 

1. 掌握单词、短语和

句式，并理解课文内

容和结构 

1. （直接选用）教材 Text A, The weight 

men carry（P159-161） 

2. （直接选用）教材 P166 练习题 3 

3. （直接选用）教材 p169 练习题 7 

 

本段材料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实现教学目标： 

（1）议论文的一般结构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2）单词、短语和句式

在特定语境中的用法。 

 

2. 能用自己的语言谈

论性别平等和女权主

义的相关话题 

1.（节选选用）线上资源：2017.3.8 安

妮·海瑟薇在联合国国际妇女节活动上

的演讲——号召男性享受亲子假 

2. （节选选用）线上资源：艾玛·沃

特森 2014 年在联合国发表的 He for She

的演讲 

 

1. 使学生从海瑟薇的演

讲中学会在演讲中运用

个人经历支撑观点的方

法。 

2. 使学生在需要用自己

语言谈论性别平等和女

权主义相关话题（语言



3 
 

输出）前获得有效地输

入。 

 

3. 使学生思考导致性

别歧视的原因并提出

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的

措施 

（改编选用）教材 P166 练习题 2（5） 

原题为：What do you consider 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gender equality? 

改编为：What are the reasons leading to 

gender discrimination? How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选用本题的原因为： 

对学生就性别平等问题

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 

 

改编本题的原因为： 

基于已经学习的两篇演

讲，学生已经获得了有效

输入，应该在此基础上进

行批判性的总结。 

 

4. 学会用个人经历和

观察支撑论点的写作

方法 

整合教材内容，为了让学生了解运用

个人经历和观察支撑论点的写作方式，

先让学生学习教材 P170 关于这种写作

方法的介绍，然后再回到 Text A 的课文

中理解 Support an argument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s 的

具体运用和注意事项。 

 

学生在对方法了解之后

可以对此方法在课文中

的具体运用有更具针对

性的理解。 

 
二、教材中未使用的教学材料及未使用原因 

未使用材料 原因 

Text B: What does feminism really 

mean? (P175-177) 

受学时的限制，采取让学生课下自主阅读的方式，然后

让学生结合艾玛·沃特森演讲中的内容对 feminism 和

gender equality 进行比较，加深理解，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 

 

  

  

 

3. 课堂教学展示说明 

（Classroom Teaching） 

（说明：本部分为参赛教师拟在复赛现场进行课堂教学展示的部分，即复赛环节第二部分“课堂教学展示（7

分钟）”，参赛教师只需写明选取的教学节点即可。）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将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细节性的个人经历和观察的描写来支撑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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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评价设计 

（Teaching Assessment） 
（说明：1. 本部分将在复赛环节第三部分“教学评价展示（3 分钟）”进行。2. 参赛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展示环

节讲解的内容设计测评内容。为保证现场互动效果，测评题型设置为 2-3 个选择题。3. 请认真考虑测评题目的

有效性，将拟定测评题目写在本格中，组委会将把题目提前录入到复赛现场评测工具中供现场使用。） 

Q. 1. When selecting details com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you should make 

sure these details can create a       , powerful effect or a dominant impression on the reader.  

(choose single answer) 

A. general B. unified C. diversified D. unique 

Key: B 

Q. 2. While you are creating an outline of your argument, you ne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parts       : (choose multiple answers) 

A. Introduction and background  

B. Thesis statement  

C.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your thesis  

D. Refutation of opposing arguments  

E. Conclusion 

Key: ABCDE 

Q. 3.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what others can be employed to support 

an argument? (choose multiple answers) 

A. facts B. statistics C. quotes D. examples 

Key: ABCD 

 

 

 

注：请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本表填写完整并转为 PDF 格式，以“学校+姓名”

命名。院校选拔晋级复赛的教师发送至组委会；参加网络公开赛的教师上传至大

赛官网（star.unipus.cn）并同时上传一段 3-5 分钟的课堂教学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