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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 

教学设计方案 

 

一、基本信息 

参赛院校  

团队成员  

二、参赛材料 

《新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 Unit 6 Passing the torch 

《新未来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Unit 5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1》 Unit 8 Communication at your fingertips 

《演讲的艺术（第十三版）（中国版）》 Chapter 6 Supporting your ideas 

三、学情分析 

我校是一所以航空宇航为特色，以工为主，包含工、理、文、经、管等多科性高等院校。学校

以“立足航空、明德育人、求实拓新、志在卓越”为办学宗旨，凝炼了“德能并进、勇毅翔远”的校训，

形成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 

本课程教学对象是大学一年级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来自 52 个专业），共 1200 余人，根据《中

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大部分学生英语水平接近或达到量表 5 级，他们具备较好的阅读能力，但

听说能力和写作能力中等，尤其口语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四、教学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 

本单元教学设计体现了语言目标和育人目标的自然、巧妙结合： 

1.1 语言目标 

（1）学习和掌握教材中的词汇、短语、句型等表达，并能够在语言输出环节学以致用； 

（2）掌握和运用比较和对比观点的方法，描述和分析自己同代人的重要特征（喜好、性格、习

惯等），并写出自己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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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在讨论或谈话过程中，邀请别人加入谈话、发表意见的方法； 

（4） 完成一篇作文 Different generations, different dreams，谈论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对未来不同

的希望； 

（5）熟练掌握、灵活运用概括文章的技巧和方法； 

（6）掌握用时间轴分析事件的方法，列出课文主要事件，合作建构“问题库”，培养逻辑思考能

力； 

（7）掌握整合、简化句子，丰富表达的技巧和方法； 

（8）归纳、总结其他国家英雄的特点； 

（9）反思中国几代人的特色（价值观、追求、社会环境等）。 

1.2 育人目标 

（1）反思中国几代人的不同特色，以兼容并蓄的态度看待代沟，尊重、理解、包容不同年代人

的差异； 

（2）志存高远，拓宽视野，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世界梦想的结合； 

（3）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学习南仁东的优秀品质，为成为铸造“国之重器”的科学家、工程师打

下基础； 

（4）培养人文情怀、爱国主义思想，增加民族自豪感，讲好中国故事，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者； 

（5）锻炼自学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 

 

2、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2.1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的选取依据 

本参赛课程设计选取的是《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Unit 6 Passing the Torch 中的

Text A Sky-high ambition to fulfill an “unreachable” dream，课文讲述的是我国天文学家南仁东

不懈奋斗二十多年，终于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建造世界最大的 500 米口径天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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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的故事。选取这个部分作为本次参赛课程原因有以下几点： 

（1）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本单元 Section 1 的 Episode 1 和 Episode 2，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完成练习、采访等一系

列任务，学习了对比和比较等技巧，完成写作输出任务——描写不同年代的人所怀有的不

同的梦想和希望，为 Text A 讨论不懈奋斗、实现“遥不可及”梦想的话题，做了很好的铺

垫；而 Text A 所学的概括技巧，为 Text B 概括不同年代人的特征做好准备。 

（2）目标学生必备技能 

本环节的概要技巧看似简单，实则对目标学生来讲，具有挑战性和必要性；熟练掌握

概括文章技巧，是目标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有助于学生提升对输入材料的提炼、总结能

力，能够优化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服务于学生未来潜在的交际任务。 

（3）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结合 

本环节体现本单元的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自然、巧妙结合——通过讨论南仁东如何不

懈努力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拥有更高尚

的情怀、更远大的抱负，将自己的个人梦想与家国梦想相融合。 

整个教学设计紧贴教材，深入挖掘，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

思考能力和人文素养，体现教材编写的理念——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用一体

的真实交际情景，多元能力发展观，实现外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融合。 

2.2 教学目标 

  2.2.1 语言目标 

（1）熟练掌握教材中的词汇、短语、句型等表达，完成教材巩固练习题，并能够在语言输出环

节学以致用； 

（2）掌握用时间轴分析事件的方法，并根据文章主要事件，完成“问题库”； 

（3）熟练掌握、灵活运用概括文章的技巧和方法； 

  （4）掌握整合、简化句子，丰富表达的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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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育人目标 

（1）通过分析南仁东在建设 FAST 过程中的艰难，概括南仁东如何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的故

事，学习他身上那些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坚强执着、自律严谨和刻苦钻研等精神，培养

为理想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为成为铸造“国之重器”的科学家、工程师打下基础； 

  （2）志存高远，有更广阔的视角，更宽广的格局，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世界梦想的结合； 

（3）培养人文情怀、爱国主义思想，增加民族自豪感，讲好中国故事，做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的传播者； 

（4）锻炼自学能力（外研随身学 APP 预习词汇和课文，完成 U 校园练习题）、团队合作能力、

逻辑思考能力（THINK-PAIR-SHARE 环节，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成果分享）。 

 

3、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 

3.1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设计理念与思路、选取的教材内容及依据 

3.1.1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主要内容 

本参赛课程主要内容是《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 Unit 6 Passing the torch 中 Section 2 

Text A Sky-high ambition to fulfill an “unreachable” dream。课文讲述的是我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为实

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建造大口径天文望远镜，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二十多年，终于实现梦想

的故事。本环节主要讲的是概括文章的技巧，从内容、语言和结构方面帮助学生完善和修改产

出作业，并将语言和育人目标自然融合。 

3.1.2 设计理念与思路 

本单元课程秉承“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以下简称 POA 教学法），遵

循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思路，其中，促成环节充分体现其设计的精准性、渐进性和多样性：  

（1）精准性：有的放矢，围绕产出任务，精准设计教学活动，所有教学活动，不管是课

前、课中、课后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产出任务而设计和安排； 

（2）渐进性：遵循教学和学习规律，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教师适时给予指导、启发和

评价，配合选择性输入材料，有效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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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样性：任务式、探究式和启发式的活动设计激发学生兴趣和情感投入，鼓励学生

积极、主动参与。 

教学思路如下图所示： 

 

图 1-教学思路示意图 

课前，教师设置潜在可能的真实场景、布置任务，学生完成“尝试性产出”； 

课中，教师邀请学生一起对教师挑选的典型产出作业进行点评，学生意识到作业有改进空

间，进而激发学习热情和兴趣；教师给学生指导和帮助，配合选择性语言输入，促进学生学习

和掌握概括文章的方法和技巧，以便在课后完成对“尝试性产出”作业的修改和完善； 

课后，学生完成作业修改和教材上的巩固性练习题，并完成评价表——评价环节是学生对

自我的反思、总结，以评促学；对教师来说也是宝贵的反馈，教学相长，以评促教。 

3.1.3 所选取的教材内容及其选取依据 

本参赛课程选择的是《新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Unit 6 Passing the torch，Section 2 Text A 

Sky-high ambition to full an “unreachable” dream, 对应教材 178-183 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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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教材 内容 选取依据 

 

 

 

课前 

 

189-190 页

178-179 页 

Text A 词汇表 

Text A 课文 

预习词汇和课文 

182 页第 1、2 题  词汇练习题 加深和巩固对词汇理解 

180 页第 2 题 

180 页第 3 题 

判断对错 

小组讨论 

检验和加深对课文理解 

 

181 页第 4 题  根据时间线列出

Text A 主要事实 

从内容上，为完成“尝试性产出”作业（文章概要）

做好准备 

 

 

课中 

178-179 页 Text A 课文 概括文章，讨论相关话题，融入思政 

180 页第 1 题 Summarizing  

a text 

从文章“六要素”入手，循序渐进，筛选必要细节，

完善语言和结构，启发和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灵活

运用概括文章的方法和技巧 

180 页第 3 题（4） 话题讨论 分享观点，主题升华：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结合 

 

 

课后 

182 页第 3 题，183

页第 4、5 题 

词汇练习、整合

句子练习 

复习性作业：巩固词汇和课堂学习的整合句子技

巧； 

183 页第 6 题 翻译练习 迁移性作业：对能力较高同学提出更高要求，从所

学课文相关词汇及表达，迁移到相关话题翻译。 

181 页第 5 题 写一篇描述外国

英雄特征的文章 

学生完成“尝试性产出”，为下一环节提供分析样本，

开始下一个“驱动-促成-评价”的新循环 

                                 表 1-教材内容及选取依据 

3.2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 

 

（1）预习课文，完成练习 

学生在外研随身学 APP 上，自主学习 Text A 的单词、听课文音频，预习课文内容，利用

U 校园平台，完成教材练习题（182 页第 1、2 题，180 页第 2 题）和词汇预习测试，检验学生

对词汇和课文理解，为课堂深度阅读和思维训练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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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U 校园词汇测试 1（填空题）            图 3-U 校园词汇测试 1（选择题） 

（2）THINK，独立思考 

学生预习词汇和课文后，完成教材 181 页第 4 题 Critical thinking：根据 Text A 的时间线，

列出课文中的主要事实；  

 

图 4-教材 181 页展示 

（3）PAIR，小组合作 

本课程设计的亮点之一，是紧贴教材，深挖教材：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按照课文的

时间线，选出最重要的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提出问题，完成本小组的“问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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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教材 181 页展示                     图 6-U 校园布置“问题库”作业截图 

  （4）SHARE，成果分享 

学生小组将完成的“问题库”录制成视频，在 U 校园与班级同学分享，学生投票选举“朗读

之星”；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探索、主动发现，锻炼了逆向思维；

教师将“朗读之星”同学朗读的“问题库”视频整理，以备课堂播放，以此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和

对文章内容继续探索的欲望。 

 

图 7-学生录制“问题库”视频截图展示 

（5）尝试产出，挑选样例 

学生在完成“问题库”、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完成“尝试性产出”——在 U 校园提交 Text 

A 的内容概要，教师从学生的作业中，挑选有代表性的作业作为课堂分析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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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U 校园布置 Text A 概要作业截图 

 

    图 9-U 校园学生完成 Text A 概要作业成绩截图 

 

 

（1）介绍场景，说明任务 

教师具体说明本课的任务——学习概括文章的技巧和方法，完善自己的“尝试性产出”

作业；教师提供一个有潜在交际价值的场景：在国际教育学院主办的创新科技节上，中外

学生介绍各国科学家，中方学生负责介绍天文学家南仁东和他主持建造世界最大口径的天

文望远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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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教师设置潜在交际场景“Ustar 创新科技节”海报 

（2）分享作业，点评反馈 

教师与学生分享两篇代表性的作业，邀请学生做出评价后，教师做出即时评价：其中

一篇过于冗长，而且大部分文字为课文原文；另一篇太简短，并且里面包含了作者对课文

的个人观点和评价。通过分析“尝试性产出”作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完善自己作业的欲望。 

    

     图 11-授课课件展示（分析学生“尝试性产出”作业） 

（3）播放视频，情感驱动 

教师播放关于介绍课文主人公南仁东的英语视频，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也是课文

内容的适当补充，扩大学生视野，并从情感驱动学生，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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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课堂播放介绍南仁东的视频截图展示 

（4）利用“要素”，具体问题 

引导学生总结“六要素”（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鉴于学生已经对课文主

题有所了解，启发学生根据文章主题将上述“六要素”转变为具体的问题，这样让学生对文章

内容，有了更加清楚、具体的认识，为接下来从“问题库”中筛选事实做好准备。 

      

图 13-教材 180 页展示                图 14-授课课件展示（“六要素”转为具体问题） 

（5）巧用“题库”，引发思考 

学生总结 “六要素”所涉及的问题和答案后，已经可以概括整个文章的中心思想（main 

idea），接下来教师引导学生从“问题库”中做出挑选和投票，选出与课文中心思想关系最密

切的必要细节（necessary details），根据学生投票结果，教师做出即时评价，对得票最高的

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在内容上，促成学生更好地完成产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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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授课课件展示（筛选必要细节） 

（6）句子整合，凝练简洁 

          教师引导学生，概括文章的时候，语言要凝练，必要时需要做出整合，从而在语言上，

帮助学生完善“尝试性产出”作业。 

   

图 16-授课课件展示（概括中心思想）                 图 17-授课课件展示（句子整合） 

（7）总结技巧，画龙点睛 

         教师结合学生“尝试性产出”作业，提醒学生概括文章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例如，要遵循

原文的写作顺序，不能重新整合内容，从结构上帮助学生更好地修改和完善概要。 

      

图 18-授课课件展示（注意事项）                       图 19-授课课件展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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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堂讨论，主题升华 

          与学生讨论教材 180 页的讨论题：如何理解南仁东的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联系？教师

引导学生从南仁东实现个人梦想的初衷出发——从儿时对宇宙的好奇，到长大后探索太空的

渴望，南仁东决心建设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为此不懈奋斗二十多年，

最终实现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为国“开天眼”，使中国天文界领先于世。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梦

想，更是一个国家的梦想——无数人追逐梦想的脚步推动着“中国梦”的实现，引导学生志存高

远，实现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统一。  

 

图 20-教材 180 页讨论题展示 

（9）融入思政，润物无声 

         教师与学生讨论上述问题之后，回到整个单元的题目 Passing the torch, 并启发学生思

考，标题中的“torch”指的应该是什么？火炬是梦想，是激情，是精神，也是希望。教师进而鼓

励学生像南仁东一样敢于“做梦”， 为了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不懈追求、勇于探索，实现

个人梦想和中国梦的统一；至此，教师将育人目标与语言目标自然结合，润物无声。 

 

图 21-授课课件展示（思政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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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技巧，完善概要 

学生运用课堂学习的概括文章技巧和方法，完善和修改自己的“尝试性产出”作业，并在

U 校园再次提交。 

（2）完成评价，以评促学 

学生完成自我评价表（Self-assessment），通过语言、内容和结构三个方面，完成对自

我的评价；同时，教师完成对学生的评价表格。 

（3）完成练习，复习巩固 

学生完成巩固性练习题，以巩固 Text A 词汇（教材 182 页第 3 题，183 页第 4 题）和巩

固整合句子的方法（教材 183 页第 5 题，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整合句子）。 

（4）尝试产出，新的循环 

学生完成 181 页第 5 题的“尝试性产出”——写一篇描述外国英雄特征的文章，为下一环

节提供分析样本，开启下一个“驱动-促成-评价”的新循环，以完成交际情境中跨文化分享

的任务。 

 

        图 22-教材 181 页跨文化写作任务展示 

3.3 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1）课前让学生在外研随身学 APP 预习词汇和课文，完成教材时间线的练习题，培养自学能力；

根据文章内容出题，完成 “ 问题库 ”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逻辑思考能力

（THINK-PAIR-SHARE 环节，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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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设定的场景（scenario）是在国际教育学院主办的创新科技节上，中外学生介绍各国科

学家，中方学生负责介绍天文学家南仁东和他主持建造世界最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的故事。

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爱国主义思想，增加民族自豪感，讲好中国故事，做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者。 

 

图 23-中国学生与在校留学生交流场景 

（3）启发学生从课文中找出能够表现南仁东克服重重困难，勇于探索、不断拼搏努力等优秀思想

品质的事实，引导学生向南仁东学习——培养坚忍不拔、执着追求梦想的优秀思想品格。 

 

图 24-授课课件展示（筛选必要细节） 

（4）与学生讨论教材 180 页第 3 题的第 4 小题，南仁东如何实现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梦想结合，以

及对整个单元主题 Passing the torch 寓意的分析：传递火炬代表了对梦想、希望、激情和精神的

传承，激发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志存高远，敢于做梦，勇于追梦，

勤于筑梦，满怀希望，饱含激情，传承精神，心怀梦想，实现个人梦想与家国梦想，甚至人类

梦想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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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授课课件展示（讨论话题） 

 

4、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评价 

本参赛课程展示环节的教学评价秉承“产出导向法”的理念，特别重视对学生产出结果的有效

评价，采用 “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简称 TSCA）——教师

评价、学生评价、学生互评、计算机辅助评价等多元评价手段，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强调

师生共同参与，“边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与评的界限，有效评价学生的表现和产出作业, 努

力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良性循环。 

 

图 26-多元评价方式示意图 

 

 

（1）教师评价——发现问题，有的放矢 

教师通过对学生“尝试性产出”作业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学生完成的文章概要主要问题是对概

要内容的选择和语言简洁性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教师有的放矢地设计教学活动，从而促成

学生更好完成产出任务。 

（2）学生互评——取长补短，激发热情 

课前要求学生自主预习 Text A 课文，针对课文主要内容进行提问，以小组讨论方式完成本

小组的“问题库”，并将问题录制成视频。本课中展示的学生优秀视频作业是由学生在 U 校园投

票选举“朗读之星”产生，这样生生互评的方式，对学生来说是很好的互相学习的方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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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增强自信，从而促进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 

 

图 27-U 校园评选“朗读之星”投票截图 

 

（3）学生自评&计算机辅助评价——显性评价，检验预习 

课前学生预习课文和词汇后，需要完成教材 182 页第 1 题和第 2 题，以及词汇测试 1，教师

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评价得到反馈，及时了解学生预习词汇的情况。 

 

图 28-U 校园布置单词测试 1 的设置情况截图 

 

 

 

（1）教师评价——即时&隐性，启发引导 

教师从学生的“尝试性产出”中选取两个典型作业进行展示，启发和引导学生讨论和评价，进

而发现两个作业中的问题，这种隐性评价方式，使学生意识到自己“尝试性产出”任务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激发学生继续深入学习概括文章方法的欲望；同时这样选择性评价，有助于保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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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教师在引导学生概括“六要素”和选取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必要细节时，适时给出即时评价，学

生在教师引领下讨论、思考和学习，教师从内容、语言和结构上促成学生完成产出；这样的形

成性评价有助于学生师生通过沟通和互动，在思维碰撞中，教学相长。 

（2）计算机辅助评价——即时评价，有效反馈 

学生根据老师的引导，选择文章必要细节时，计算机辅助评价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

以便教师掌握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筛选情况，促进学生选取概括文章的内容。 

 

图 29-学生选出课文必要细节的投票截图 

 

 

（1）教师评价—— 结合 iWrite，评价产出， 

        教师根据本课教学目标设计对学生的评价表，并结合 U 校园平台内嵌的 iWrite 对学生概要

评分，有效评价学生产出任务完成情况；同时，教师可以从 U 校园“课后作业库”中，挑选优

秀的概要作品推荐给学生，以便学生扬长避短，互相学习。 

   

图 30-教师评价表                         图 31-U 校园布置修改文章概要作业截图         

（2）学生自评——对照目标，精准评价 

教师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结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表 1 “语言能力总表”对 CSE5

级和 6 级的描述，设计学生自评表，以便有效检验本课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和评估班级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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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生通过完成自评表，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反思和总结，以评促学。 

        

图 32-学生自评表                                  图 33-本课教学目标      

（3）计算机辅助评价——有效辅助，及时反馈 

课后的计算机辅助评价有两方面： 

* U校园词汇测试——教师挑选Text A中的重点，设计本课的终结性评价之一，词汇测试，其中

包括选择题和填空题，不同题型有效检验学生词汇理解和掌握情况，检测学习效果，以测促

学。 

   

   图 34-U 校园词汇测试 2（选择题） 

 

图 35-U 校园词汇测试 2（填空题）    

* U校园平台iWrite作文打分——学生用课堂学习的概括文章方法，修改自己的“尝试性产出”

作业，并将修改后的summary作业重新提交到U校园平台，其内嵌的iWrite打分功能，对教师

及时了解学生对写作技巧的掌握情况是有益的辅助和补充，也便于学生掌握自己的写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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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U 校园 iWrite 对学生修改概要的评分截图 

（4）学生互评——各有千秋，择善而从 

学生在 U 校园提交修改后的文章概要之后，可以互相评价打分。文章的概要并不是只有

一种固定的模式，学生的作业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学生互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互相监督、

互相学习的机会，以便切磋琢磨，择善而从，也是另一种“以评促学”的有效方式。 

 

5. 设计特色总结 

 （1）充分利用，深入挖掘 

本课程设计紧贴教材、充分利用教材的线上资源和纸质资源，并做了深入挖掘。例如，

181 页第 4 题 Critical thinking 要求：根据 Text A 的时间线，列出课文中的主要事实；在本课

程设计中，学生根据时间线列出课文主要事实，以此为基础，根据这些主要事实提出问题，

并完成“问题库”，这样的过程既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主动发现问题，又锻炼了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同时为筛选概要应该包含的必要细节，做好了准备。 

         

图 37-教材 181 展示              图 38-教材 181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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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生利用外研随身学 APP 完成对词汇和课文的预习，通过 U 校园平台完成教材上的练习

题并提交答案，教师可以通过平台数据掌握学生完成练习题情况；学生在 U 校园提交“尝试

性产出”作业，教师可以利用 U 校园内嵌的 iWrite 评分功能，作为辅助评分手段；学生在课

堂投票选出“问题库”应该包括在文章概要里的主要问题；这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便捷的教

学工具，既提高了效率，又激发学生兴趣，有效促进学生完成产出任务。 

      

                                 图 39-教学课件展示（学生投票选出必要细节） 

（3）融入思政，润物无声 

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和内容，例如，与学生讨论教材 180 页的

讨论题：如何理解南仁东的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联系，教师引导学生向南仁东学习——

为了实现个人梦想，不懈奋斗二十多年，最终实现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为国“开天眼”，使

中国天文界领先于世，这是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结合；教师带领学生回顾整个单元的主

题 Passing the torch, 并启发学生思考，标题中的“torch”指的应该是什么？传递火炬代表了

对梦想、希望、激情和精神的传承，教师进而鼓励学生志存高远，敢于做梦，勇于追梦，

勤于筑梦，满怀希望，饱含激情，传承精神，心怀梦想，学习南仁东为了实现“遥不可及”

的梦想，不懈追求、勇于探索，实现个人梦想和中国梦的统一；至此，教师将育人目标与

语言目标自然结合，润物无声。   

       

                              图 40-教学课件展示（思政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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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照目标，有效评价 

本课程设计的亮点之一，是结合教学目标设计评价表，以便有效检验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包含显性与隐性维度，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体现

对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的综合考查，使得评价更加科学和标准，能真正起到有效评价和及时反

馈的作用。评价并不意味着课程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效的评价，能够促进教师及

时调整教学设计、安排教学活动，同时，对学生来说也是宝贵的互相学习、自我反思的机会。 

        

图 41-学生自评表                                  图 42-本课教学目标      

 

Reference 

1.文秋芳 , 孙曙光. “产出导向法”驱动场景设计要素案例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 

2020(2):4-11. 

2.文秋芳.“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J]. 现代外语, 2017(3)：348-358. 

3.文秋芳. “师生合作评价”：“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J]. 外语界, 2016(5):37-43. 

4.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4)：547-558. 

5.孙曙光. “师生合作评价”的辩证研究[J]. 现代外语, 2019(3):419-430. 

6.孙曙光. “师生合作评价”课堂反思性实践研究[J]. 现代外语, 2017(3):397-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