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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改革缘起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由
两位作者（曹雪芹和高鹗）
完成，后40回的作者接着前
80回续写。

 王蒙认为：“续作者语言基
本上与前八十回风格一致，
情节大致上‘无一字无出处
无一字无来历’，续作者是
下了大功夫死功夫的。”
（《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三联书店，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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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后四十回
5

1. 若无前８０回供模仿协同，并在前人巨著的基础上续写，

便无后４０回的精彩；

2. 后40回是模仿与创造紧密结合、理解与产出紧密结合、

学习与应用紧密结合的典范;

3. 可否将这种母语使用和学习模式应用到外语学习中？



读后续写

 操作方法：挑选一篇内容有趣、语言难度适中的外语读物，

抹去结尾，然后让学生接着续写，补全内容。

 读后续写要求基于对原作的理解创造新内容，既以读促写，

又以写促读，以阅（回）读方式与原作互动协同，借用原

作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将续作与原作整合，由此产生

拉平效应（即学习效应）。 

 符合我国听说机会少而读写条件充分的外语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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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7

学术论文 56篇

Applied Linguistics、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TESOL 

Quarterly、System、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外

语界》、《中国外语》、《外语电化教学》等

学术专著

写作教材

3部

3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科研项目 28项

国家级项目：9项

教育部项目：4项

省级项目：15项



研究成果

在语言学类国际期刊当下排

名 第 一 的 A p p l i e d 

Linguistics（2015年第5

期）首篇位置发表论文，评

审人认为研究成果具有高度

原创性(highly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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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续写研究相关案例
9

对二语写
作语言发
展的作用

对二语词
汇学习的

作用

对二语学
习情感因
素的影响

对读后续
写过程的

研究

• Wang & 

Wang (2015)

• 姜琳、陈锦

（2015）

• 姜琳、涂孟玮

（2016）

• 洪炜、石薇

（2016）

• 翁美玲（2018）• 王初明（2015）
• 陈燕（2017）



研究结论
10

 无论是国人学外语还是外国人学汉语，无论是在外语环境

还是在第二语言环境里学习，语言学习任务只要含“续”，

促学效果均十分显著。

 在各类含“续”任务中，输入即示范，“续作”即使用；

示范与使用紧密结合，充分诠释了示以教之、用以学之

（Teaching by showing, learning by doing）这一广

为人知的教学原则。



续理论（王初明 2016）
11

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学习高效率是通过“续”实
现的。“续”指说话者在语言交际使用中理解并承接他人的
表述，阐述自己的思想，前后关联，推动交流。

ü有“续”就有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交集；

ü有“续”就有创造和模仿的有机结合；

ü有“续”就有理解和产出的互动；

ü有“续”就有语言水平的拉平；

ü有“续”就有几乎所有主要促学因素的激活。



从“续理论”到“续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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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作分类
13

续   说 续   写 续   译

• 听后续说

• 视听续说

• 读后续说

• 读后续写

• 听读续写

• 图文续写

• 读后续译

• 视听续译



优化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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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材

 记叙文、描写文、 论说文

 段落续写、篇章续写

 课堂练习、课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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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 Effect
16

For my birthday this month, my wife has offered to treat me to dinner at a 

restaurant of my choice. I think she expects me to ask for a meal at a classiest 

expensive restaurant in town. However, I’m going to eat my birthday dinner 

at McDonald’s. The reasons for eating at McDonald’s are clear. First, 

McDonald’s does not have a jacket-and-tie rule: I can feel comfortable 

wearing my jeans or warm-up suit. Second, McDonald’s does not require any 

reservations: I can leave my house whenever I’m ready.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17

As a creature, I eat; as a man, I read. Although one action is 
to meet the primary need of my body and the other is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y are 
in a way quite similar. For instance, we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without digesting and assimilating, nor should 
w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ile we are eating, we should leave out the rotten part of 
the food which will do harm to our health; and while we are 
reading, w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后续写与议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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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试（2015）
19

 在全球雅思A类考试平均成绩Top 40的排名中，德国再次以总成

绩7.3分蝉联第一名; 中国大陆以总成绩5.7分位居第33名;

 韩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平均成绩排名均比中国大陆平均成绩排

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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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1
21

Structure of the body 
paragraph

读后续写组 命题写作组

Topic sentence 80% 50%

Support 90% 100%

Wrap-up 90% 45%



Treatment 2
22

Structure of the body 
paragraph

读后续写组 命题写作组

Topic sentence 80% 25%

Support 100% 90%

Wrap-up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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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uation task group The topic writing group

 Frequency Keyness Keyword  Frequency Keyness Keyword
 

1 12 24.276 independence 1 102 5.987 I
2 10 20.23 success 2 41 3.325 my
3 55 15.758 their 3 119 2.184 we
4 6 12.138 over 4 37 2.138 can’t
5 6 12.138 strengthen 5 35 1.906 this
6 13 11.365 better 6 37 1.566 student
7 10 11.225 If 7 12 1.386 me
8 8 10.809 independent 8 162 1.24 job
9 11 10.417 build 9 17 1.221 something

10 5 10.115 major 10 48 1.171 some
11 5 10.115 resumes 11 12 1.161 opinion
12 93 10.057 students 12 10 1.116 spare
13 41 9.071 you 13 8 1.092 First
14 52 9.038 they 14 8 1.092 Secondly
15 47 8.27 jobs 15 13 1.087 free



写作教材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新交际英语 

写作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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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人才培养
25

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合格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全国 我院 全国 我院 全国 我院

专四（%） 40.5 97.7 49.9 97.7 48.5 96.7

专八（%） 39.9 88.4 40.6 92.9 37.7 88.8



优秀学子

张涵（2015届毕业生）

获得2014年“外研社
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广东赛区特等奖、全国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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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子

梅立楚（2017届毕业生）

在大三顺利通过外交部

2016年外交人才（英语、

翻译专业）选拔考试，经

过外交部定向培养及入部

考试合格，于2017年进

入外交部翻译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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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28

1. 阿衣尼柯孜·艾力肯. 读后续写法在高二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 2017.
2. 曹莉. 读后续写任务对写作流利度、准确度及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3. 曾莉云. 读后续写对汉语二语学习者空间短语结构习得的影响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4. 查秋云. 高中生思辨能力与英语读后续写的相关性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5. 陈君. 读后续写运用了哪些语言能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
6. 陈燕. 读后续写任务中母语思维探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7. 陈奕敏. 读后续写任务中范文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表现的作用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8. 杜慧. 学习者意识对读后续写任务中协同效果的影响.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9. 韩叶. 读后续写在对外汉语一对一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10. 洪世黄. “创造内容，模仿语言”理念下的初中英语写作教学效果研究. 广州大学, 2016.
11. 黄小株. 小学初级汉语课堂练习的设计与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12. 黎娅玲. 读后续写对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有效性研究. 湖南大学, 2015.
13. 李欢欢. 读后续写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14. 龙润萍. 二语写作中范文补写的协同效应.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15. 罗金. 汉语二语“读后续写”教学法探索. 暨南大学, 2015.
16. 庞颖欣. 读后续写任务中同伴互动模式对协同效果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17. 彭芬. 高中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的协同效应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18. 彭红英. 读后续写对二语写作连贯性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19. 彭进芳. 读后续写中语言难度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5.



硕士论文
29

20. 孙洁琼. 读后续写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天水师范学院, 2017.
21. 涂孟玮. 读写任务对二语词汇学习的影响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22. 王亚桥. 读后续写在汉语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23. 韦永智. “读后续写”对大学生英语句法复杂性的影响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24. 吴蝶. 互动协同视角下课堂对话教学在大学英语阅读中的运用探索. 西南大学, 2014.
25. 肖婷. 协同对提高二语写作准确性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
26. 徐欣. 合作写作对读后续写任务中文本衔接性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
27. 徐一丹. 基于不同任务下的高中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 渤海大学, 2014.
28. 许程敬. 课堂游戏在印尼小学华文教学中的运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
29. 薛慧航. 浅析“读后续写”中趣味性对协同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
30. 严茵妮. 同伴互动修改对协同效应影响的实验研究. 广州大学, 2017.
31. 杨媚. 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产出中的协同效应.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32. 张玲玲. 基于互动协同的读后续写法应用于英语写作教学的实证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33. 张强. 合作写作对高中生英语读后续写的影响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34. 张思濛. 读后续写对降低学生使用“在+处所”短语偏误率的研究. 中山大学, 2016.
35. 张晓芸. 协同视角下英语读后续写任务对高中生思辨能力发展的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36. 张秀萍. 基于“学伴用随”原则的对外汉语“一对一”教学实践个案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37. 朱李晨. 文章体裁对高中生读后续写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高端人才培养
30

据不完全统计，与“续论”相关的硕士论文有38

篇，期刊论文210篇。此外，德国Tübingen大

学、美国Nebraska州立大学、澳大利亚

Macquarie大学也有博士生开展相关研究。



主要贡献
31

 针对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影响力弱的问题，创建了反映外语

学习规律、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并已产生了国际影响的

外语教学理论，为改变我国外语教学和教材编写长期惯于

搬用国外理论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外语教和学低效问题，开发了高效实用、以“续”促

学的一套外语教学新方法，为破解外语教学和学习费时低

效的困境、提升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在“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推广汉语国际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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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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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论”助力我国高考

英语改革。“读后续写”

题型已被教育部考试中

心采纳，2016年开始在

高考改革试点省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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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刘

庆思、陈康老师在《中

小学外语教学》2016

年第1期发表文章指出，

“读后续写题是在世界范

围内首次应用于大规模

的利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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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续论是二语习得理论的系统性的概括和高度升华，

体现了中国二语习得理论的创新成果，会被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同和采纳。”

（秦秀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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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续论是理论研究与语言教

学的完美结合，令人惊叹”

（Martin Pickering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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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听群贤高论，收获良多。特别初明“续论”，

十年一剑，倾佩之极。”

（俞理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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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
48

“续理论为我国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的理论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备受鼓舞。”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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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活跃，辐射效应明显
50



全国性教学会议做大会发言20余次
51



全国性教学会议做大会发言20余次
52



王初明应邀于2018年8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第四届
“互动、语言与认知”大会作有关“续论”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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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省做讲座或培训外语教师
54

“浙派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
培训班

“国培计划2017”
福建培训班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讲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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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体会



教学与教研的关系
58

 教学与教研是相辅相承的。离开教学谈教研是纸

上谈兵；离开教研谈教学是盲人摸象，自以为是，

至多只能成为教书匠。

 教研水平体现为教学成果奖的培育。



什么是教学成果？
59

n 反映教育教学规律；

n 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

n 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

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



什么是教学成果？
60

 理论独创

 方法实用

 效果显著

 影响广泛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61

 包含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每四年评

选一次；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1989、1993、1997、

2001、2005、2009、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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