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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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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程（第三版）》读写教程 3 

Unit 2 Beat Your Fear 

 
 

学时安排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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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对象为正处于本科大一下学期英语学习阶段，基础较好的学生，他们拥有大约 4 千

至 5 千的词汇量，听、说、读、写能力尚可，但在输出方面仍局限于简单内容的表达, 无

法写出内容充实的故事或叙事性文本。 

本单元的两篇课文中，作者都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有铺垫，有引发事件，有

渐进，有高潮，有淡出，有结局，是这些元素让故事引人入胜，并最终达到作者的目的：

在不经意间，让故事自然流露出某种寓意，让故事本身传达自己的某种人生感悟或哲理。 

在本课学习中，学生有可能并不熟悉写故事的一般设计流程，因而教学重点就是对此下

功夫，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学会写故事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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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会创作故事的一般设计流程。 

2. 在编写故事的过程中，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力。 

3. 培养学生协作完成任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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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重点：学会写故事(Narration)过程中情节的一般设计步骤。 

本单元的难点：根据给定的立意，发挥想象力，编写出体现该立意的，且含有故事情节

各环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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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教学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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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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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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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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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创作故

事的一般流程 
线上+线下（直接选用）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3》 

 Unit 2 TEXT A 线上微课+线下课本文章 

用于课文学习。课文中的语言知识，学生已通过课前

阅读和微课自学完毕，上课主要解决一些长难句理

解，还有文章中叙事的寓意，以及文章的结构。由文

章结构的讲解引出下面故事情节构成要素的讲解。 
线下（直接选用） 

教材 P44 示例中的故事文本 
用于讲解故事情节的一般构成。 

线下（原题要求写作，课上采取其他练习

形式） 

教材 P45 故事文本 

本故事文本作为支架（Scaffolding），供学生练习之用，

以此使学生进一步熟悉情节设计中的各要素及其流

程。选择优秀学生进行练习，起到示范性作用。 
线上（阅读材料，稍作改编，因教学重点

为情节构成，所以排除文中词汇干扰，替

换生词，使文章简单易懂）文章来源于线

上。 

本材料拟作学生输出训练之用，在前面支架练习的基

础上，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先快速阅读该阅读材料，

获得其中立意（该立意明确无歧义），其后据此立意

创作一个涵盖情节各要素的小故事，要求能体现出该

文中的立意。注意：学生在课堂上只列出提纲

（outline）即可。 
线下在课上根据阅读材料所编故事框架的

基础上，课下独立进行充实完善，使其成

为完整的故事。 

进一步熟悉巩固故事的情节写作过程。 

2. 在编写故

事的过程中，

训练学生的发

散思维和创造

力。 

材料同上 各组学生根据同一篇线上阅读材料的明确立意，按照

所讲授的情节构成要素，发挥想象力，编出故事，最

终各组所编故事一般是不同的，但殊途同归，表现同

一寓意。在这个活动中，学生就像戴着镣铐跳舞，这

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他们利用发散思维进行创

造的过程。 
3. 培养学生

协作完成任务

的能力。 

材料同上 在根据阅读材料编写故事这一输出活动中，教师将为每个小

组（3-4 人）任命一个 group leader(较活跃，善于组织、协调、

沟通的组员)，且小组应由高中低不同水平的学生构成。Group 

leader 可组织成员进行 brainstorming,寻找创作的点子和素材

等，并负责 take notes; 另外，根据组员情况安排每个人的分

工，组员协调一致完成该活动。（jigsaw activity）该活动需要

组员集思广益，这也是解决前述教学难点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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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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B 中的故事情节结构与 TEXT A 的故事情节结

构类似，所以只探讨 TEXT A 足以学习故事情节的

设计，达到本单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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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arm-up 

2.故事示例讲解。借此讲解故事情节的各组成部分。 

3.支架练习（scaffolding）。在支架的帮助下，使学生进一步熟悉故事情节的构成要素。 

4.阅读线上材料，获得立意，按照上述情节构成创作故事；围绕该立意小组分工创作故事框架，最后小组成员

分别汇报各自分工部分，连成完整故事（jigsaw activity）。 

5.布置作业：课后独立充实故事框架，写出完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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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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Morton and the Students at Ericson 
Mr. Morton teaches English at Ericson School.One day, the President passe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called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ow,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Ericson have to get their test scores up, otherwise the 
school might get shut down. 
Mr. Morton tries his best to teach; however, some unruly students are always ruining his 
class so that he just can’t get the knowledge through to them. If he can’t, how will the 
students possibly raise their test scores? Much disappointed,he almost quits his job,but 
he decides to call his mother to talk about his problems. 
From his mother, Mr. Morton has a great idea. He looks to the misbehaving students’ 
parents for help, and asks them to ensure their children’s good behavior in classroom. 
All of a sudden, all the students just behave very well in class.And Mr. Morton begins to 
teach one successful lesson after the next.  
On the day of the test everyon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ents know almost all of the 
answers. The results come back and the students score excellently. Ericson is now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the city. 
(本文属线上资源，来源： 

http://msdaniels3.weebly.com/uploads/1/0/5/7/10578304/freytag_pyramid_example.pages.pdf因本课重点是故事情节要素的讲解，因而须要

排除文章理解因素对学生的干扰，为此，教师缩减了文章篇幅，替换了生词，以便学生的理解。)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passage above. For each question, 
only one choice is true. 
1.  What is the inciting incidentin the story?  C 
A.  Some students often make troubles in class. 
B.  Mr. Morton cannot teach his students well.  
C. The Ericson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help students to have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or else the school might be closed. 
D.  Mr. Morton is about to resign from his job as a teacher.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suggest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story?  D 
A.  Ericson is now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the city. 
B.  Much disappointed, he almost quits his job. 
C.  One day, the President passe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called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D. From his mother, Mr. Morton has a great idea. 
 

http://msdaniels3.weebly.com/uploads/1/0/5/7/10578304/freytag_pyramid_example.pages.pdf

	2017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