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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 2016—2017 第一学期

工作会议

10月 28日上午９时，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在行政第四会议室召开新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

研讨新学期督导工作计划。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王辉教授主持会议，本科教学部副主任葛

永海教授与会。

会议根据新学期教学工作会议“进一步优化和规范教学运行过程管理；在日常教学过程

中进一步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和“进一步做好学生实践环节各项工作，强化创新创

业教育”的精神，围绕“实践教学督查和实验教学督查”的议题研讨本学期工作计划。

会议认为，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督导，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

注重学生动手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培养，加强实践教学督查和实验教学督查，是强化创新创业

教育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摇篮，加强实践教

学和实验教学督查，具有一定意义。

王辉就如何充分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开展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督导，推进实践教学

和实验教学课程改革作部署。

葛永海通报了本科教学部近期工作，并就实验课的设计、操作、报告的规范性，以及实

验课应达到的基本水准提出加强督导的要求。（编辑部）

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期末工作总结会

6 月 23 日下午 2:30 时，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在行政第四会议室召开期末总结会，督导委

员就分管学院的督导工作情况作汇报并交流。本科教学部副主任傅克与会,校教学督导委员

会主任王辉主持会议并作总结。

傅克代表本科教学部通报了学期结束阶段本科教学部的重点工作，对教学督导委员的辛

勤工作表示感谢。

督委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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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就本学期随堂听课评议、教风学风、基层教研活动的督查等工作做总结。

王辉说，督导反映出来的课堂教学问题，很有价值。近几年，学校的教学工作虽然取得

了不小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不能小觑；“省重点建设高校工作”对于科研的强调与重视前

所未有，但对于本科教学的冲击须认真评估。新形势下如何协调科研与教学，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王辉说，教学与科研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教学与科研既不矛盾,

也不能相互代替。高校教师要把科学研究应用到教学中去,强化创新意识,注重科研在课堂教

学中的渗透,做到教研相长。王辉说，能否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是影响我校发展的重

要工作，教学督导在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善于发现教学管理和科研

管理中的矛盾，关注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关于下学期的督导工作，王辉说，要继续推进教学督导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未完成的

各项工作，诸如专业标准的学习与研究，出外学习考察交流，等等，都将与本科教学部工作

计划糅合、落实。

王辉表示，为进一步加强学习交流，推动学院督导工作，下学期有必要举行一至两场学

院教学督导工作现场会。（卜云成）

南京师范大学教学督导来我校传经送宝

校督委热诚欢迎南师大同行并与之切磋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一行 9 人，在组长左用

章教授率领下于 9 月 26 日来我校考察，校教学督导委员会

与本科教学部在学校行政中心第四会议室热忱接待了南师

大教学督导组全体人员，并与他们进行广泛交流。

校教学督导委员副主任陈淼森教授从我校教学督导的

历史沿革与建制、教学督导理念的基本内涵与教学督导的

实践活动，系统地向南师大同行介绍了我校本科教学督导

工作的开展情况；南师大左用章督导组长介绍了南师大本

科教学督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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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如何构建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教育督导体系以及本科教学督导制度的运

行和条件保障，尤其是教学运行状态实时数据监控可视化设计发挥的作用交流了各自体会。

其间，本科教学部教学研究科副科长张振良也与南师大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科长周

云老师交流各自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一些做法与体会。

交流结束，本科教学部陪同客人观赏了校景并参观了非洲博物馆。（卜云成）

践

作者介绍：金姗姗，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老师，副教授，博

士。多年承担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研究生教学任务。曾获浙江省微课大赛二

等奖，荣获浙江师范大学教学十佳，教坛新秀等称号。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

金一项；主持完成部级课题两项。在《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观念更新·课题带动·竞赛推进

——课堂创新与改革

法政学院 金姗姗

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理论性强,课程内

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程度紧密。但是，由于

本科生学习与实践脱节，对于社会缺乏客观

真实的了解，知识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书本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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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之中。因而，对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

的误解，学习效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在

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知名教学研

究型大学的目标下，专业教师不仅要坚持科

研成果紧密联系课堂教学，改革对课堂与教

学的观念与方法更是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

点与突破口。本人从教以来一直致力于课堂

教学方法改革，针对所授专业课程性质，积

极学习掌握并运用“案例教学”来进行课堂

创新与改革。

一、以观念更新推进课堂改革

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

以学生为主体，努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与

求知欲望。

达到以学生为本这一理念的落实。如在

管理心理学这门学科教学过程中，在进行基

础理论知识的讲解后，引导学生运用学到的

知识解释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学生在自主

学习中发现已学理论不能够完全解释面对

的现实后，会自发学习这一领域的相关的知

识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在此基础上进行后

续的知识讲解时，学生对于理论的认同感和

对于自身的认识得到了更加全面的提升。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普遍会拥

有更加积极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也更为令

人满意。期间教师在把握大方向不变的前提

下，将课堂交给学生，为学生提供自由的平

台。这种观念的更新拓宽了课堂形式，提高

了课堂效果,为推进课堂改革奠定了思想基

础。

二、以教改课题带动教学改革

教改课题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师可以借助教改课题深化对于课堂的

认识，提高对于课堂的理解，进而在教学中

运用教改课题的成果来进行教学改革。在校

级第四期青年教改项目《抛锚式教学在<西

方政治制度>案例教学中的应用》就将距离

学生生活有些距离的西方政治制度与当下

发生的西方政治事件相结合，使得学生对于

抽象的制度建设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而主

持的 2015 年度浙江省课堂教学改革项目中

的《案例教学在<行政伦理学>中的应用》就

将行政伦理的各个流派的观点碰撞具体到

每一个真实的案例中供大家进行探讨，在彼

此的讨论与辩驳中深入理解其中的差异与

内在的矛盾，为学生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此为契机，同时在

其他所教课程中，积极运用案例教学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并扩展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

教学形式和内容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还得到

了院校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2014 年 10 月，

进行了全院的案例教学经验介绍。2015 年 3

月，在学院选送参加了课堂教学内容创新全

员培训工作，主要介绍《基于案例教学的教

学内容创新》。在教改课题中获得的成果与

教学实际相结合，推动教学改革顺利转为实

实在在的教学成果。

三、以教学比赛推新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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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比赛作为教师间交流经验与感悟

的重要平台，是推新教育特色的重要形式。

积极参与教学比赛，推广自己的感想感悟，

并在与其他优秀教师的交流中推新教学特

色。在此期间笔者获得了浙江省第二届微课

大赛二等奖；浙江师范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

教学大教学十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第

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政治学理

论》课程入选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相

应课程“精彩一课”。通过这些比赛交流中

获得经验又为本人今后的教学改革提供了

新的见解和思路。在进行了整体系统的案例

教学方法的培训后，对案例教学前沿的理论

与实践有较高掌握的基础之上。所著的《库

珀伦理决策模型实训》入选全国第一届公共

管理教学案例库。在此基础上，以案例教学

等教学方法创新为依托，借由《案例教学在

<行政伦理学>中的应用》课题的开展与深

入，进行相应的案例开发。在案例教学实施

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启发式和互动式教学，

创设教学环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广案

例教学方法，创建跨学院的案例教学团队。

建构主义学者布鲁纳也表示：学生不是

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

者。诚然，教师只有在教学活动中更新教学

观念，以学生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建立更为健康的新型师生互动关系，提高教

学效果。将教改课题结果积极运用到课堂教

学中，使得理论充分联系实际，发挥科研的

实践作用。积极参与教学比赛，在与其他教

师的交流中推新教学特色，才能够做到与时

俱进，多元化深入教学改革。

新学期 新规划 新举措

行知学院 2016—2017 第一学期

教学督导计划

2016.9.20

按照院教务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第一学期工作要点》精神，本学期教学督导

工作思路：以院教学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架构，统领各项工作。

教学督导要进一步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指导思想，以实施应用型院校建设方案为重

信息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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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专业结构，推进教学资源建设，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推进课堂

教学创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有序开展以新进教师、年轻教师为主要对象的常规听课评议；

二、１0 月下旬：2015-2016 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调阅；

调阅重点：题型与认知维度分析；调阅课程：专业或专业基础课,实施方案另文下达；

三、11 月下旬各分院召开新生座谈会（内容：新生学习和生活状况）；

四、积极参与以课堂创新为核心的教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①教研活动重在专业目标与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设置。

②以课堂教学为育人主渠道，继续实施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完善课堂教学制度，严格课堂教学管理，改革完善教学评价，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实效。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推动专业建设，构建应用技术型培养模式。

五、加强实践课督导,规范实践过程管理,逐步建立实践督导流程；

六、完善“教学内参”采编流程，提高“教学内参”质量 。

引导新生为专业学习做好准备

国际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加强专业导论课

国际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做好新生始业教育，加强了专业导论课的细嚼度与力度，

以引导新生系统全面地认识所学专业，为接下去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专业导论第一讲，2016 级新生迎来了院长李贵苍教授的演讲。他以“‘容·和’理念与

‘6C’素养”为题，详细阐释了学院“包容理解、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以及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Chinese（汉语知识），Culture（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舆情知识），

Communication（跨文化沟通能力），Comparison（语言文化比较能力），Compassion（汉推

情怀），Community（天下一家意识）”综合素养。

专业导论第二讲由毛力群副院长主讲，内容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与师范技能训练。通过

这一讲，学生了解了本专业的特殊性，大学四年需要掌握的师范技能及其基本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点负责人、教学督导孙春颖副教授主讲的第三讲向新生介绍了学

科的发展、专业的知识结构、发展趋势等问题，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专业内涵特点以及专业



教学督导通讯６４期 2016.10.30

8

发展前景。

诸暨荣怀国际学校校长周徐行作为特邀的校外专家为新生主讲了第四讲。他从教育国际

化入手，分析了卓越国际人才必备的素养，并结合诸暨荣怀国际学校对师资的素质要求，告

诉大一新生国内国际学校需要怎样的教师。在讲座中，他明确地告诉大一新生“没有选错行”，

同时也提醒大家“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素养要求更高”，因此“大学四年没有时间玩”，必须加

倍努力。（国际学院教务办供稿）

特色教学常规化 优势科研砥砺行

人文学院举行教学重点工作推进会

10 月 12 日下午，人文学院教学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 24

幢四楼会议室顺利举行，校本科教学部主任赵雷洪出席会议

并讲话，人文学院班子成员、学科负责人、专业主任及教学

办公室成员与会，副院长陈青松主持会议。

陈青松副院长分析了当前形势，对推进教材改革、挖掘培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加强“十

三五”规划教材建设、推动建设在线精品课堂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鼓励各学科专业将人才培

养理念与实践特色联系起来，提升本科生深造率与学术研究水平，以期解决人文学院教学成

果与学术水平不相称的问题。据此提出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加强教育理念改革，积极

报道教改成果；二是修订和包装老教材，扩大新教材的影响力以及向职业院校推广应用性强

的教材；三是落实已立项的在线课程，建设由学术领军人物领头的课程；四是鼓励考研并指

导学术创新及论文发表。针对教学短板问题，人文学院领导积极反思，热烈商讨。

高玉教授总结指出，人文学院教师队伍需要转教学短板为学院优势，认真研究教育学以

期使科研反馈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改革的深度。张涌泉院长指出“要像抓科研一样去抓教学”，

并“制定详细工作规划”。

赵雷洪鼓励学院教师努力冲刺教学成果一等奖，还对人文学院提出了“不仅要使本科生

站稳讲台，提升师范技能，还要加强师范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争取在学术学理方面提升

竞争力”的恳切建议。（陈懿/文 周琳芝/图 人文学院教务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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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与瑞安中学开展语文学科教研活动

10 月 25 日，人文学院与瑞安中学语文组联合开展教研

活动，学院吴述桥副教授主持活动并作专题讲座。人文学院

2013 级赴瑞中实习生和瑞安中学语文组全体老师参与活动。

瑞安中学教研组组长黄华伟首先发言。他结合多年教学

经验指出，教课文就是教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从文本中发掘“不

同”，即学生没有的知识。教务主任邵华从专业成长的角度谈

青年语文教师备课的误区，结合实例剖析了当前备课中存在的

问题，即胸中无纲、心中无本、目中无人和手中无法。她还建

议青年教师在备课前应当熟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

验）》、《浙江省普通高中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等材料。特级教师金晓涛与到场老师同

学分享了 RAFT 作文教学模式，从话题（topic）、观众（audience）、角色（role）和格式

（format）来研究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下的作文教学。

吴述桥从理论前沿的高度，就

“品味语言”的知识和方法开展了

专题讲座。他认为品味语言是语文

教学的主要环节，学科素养说到底

是语言素养。吴老师指出，语言包

括声音和符号，它是一种思维和对

话。在新课标的大背景下，品味语

言有更多的解读空间。吴老师还撷

取《老王》、《想北平》、《荷塘

月色》等中学教材文本，从语言角度进行深入独到的解读。

本次教研活动是人文学院与瑞安中学共建教师发展学校的一项活动内容。人文学院一

向重视与基础教育学校共同开展教研活动，对中学一线教学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对高校

课堂对接基础教育也有促进作用。（周彬彬文，人文学院教务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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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论坛

陈

陈昌义

外语课堂教学的几个主要环节

——与年轻教师谈教学

自从担任教学督导工作以来，我陆陆续续听了几所学校部分外语老师的课，发现我们绝

大多数青年外语老师都怀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她 / 他们的外语基础都比较扎实，而

且富有探索精神，能积极运用西方先进的外语教学理论于教学实践，大胆改革，勇于创新。

新的教学理念、互联网和计算机辅助手段的广泛使用，使我们的外语课堂教学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外语课堂教学精彩纷呈，有力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但是，我们听课中也发现，

部分青年教师由于缺乏经验，刚毕业就走上讲台，加上没有经过应用语言学的系统训练，对

课堂教学中的几个主要环节不熟悉或者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质量。现随笔写

了点课堂观察（classroom observation)中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体会，提出来与我们的青年

教师共同商榷，以期达到改进课堂教学，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之目的。

⒈课前准备充分：走进教室前可以先问问自己，本堂课的教学任务是什么，哪些是重点

和难点，通过本课教学要达到什么目的；检查教案和 PPT 等课件是否齐备。带着微笑，满怀

信心地步入课堂。正如谚语所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⒉课堂导入(warm-up)：相当于一场戏剧的序幕或音乐会的前奏曲 (prelude)。课堂导

入大多使用趣味性、知识性和时新性的题材，形式多样，其功能是上课一开始就设法把学生

的注意力尽快地吸引到课堂教学中来。在这方面，我们老师中也不乏一些成功的例子。

例如有一位老师用最新网上录制的成龙表演中使用的 duang 这个词做导入，问学生这

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此词在一般词典里是找不到的）。出于明星效应和对该词使用的好奇，

结果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在此基础上她引导学生要注意收集和学习网络新词的英译，以

不断扩大词汇量；又如一位老师上课一开始让六位同学上讲台，集体朗诵课前准备好的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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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诗 I love you in the world，并配有音乐和图像，学生的学习兴趣顿时得到激发。还

有的老师以国内外刚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引子，结合讲课的内容播放一段录制好的录像，学生

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来。如在昆明火车站歹徒滥杀无故平民事件发生后，有一位老师录制

了一段美国银行职工与抢劫银行歹徒斗智斗勇的录像，引导学生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这些都

是课堂导入的很好题材和形式。但在设计课堂导入时，应注意两点：1）题材尽可能与本堂

课要讲解的内容相关。 2）所占时间不宜太长，最多不应超过 10 分钟，否则就会影响正课

教学任务的完成。

⒊提问与反馈 (feed-back)：教师要求学生回答的问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所学

内容提出的 Yes or No 的简单题，即 display questions, 这类问题适合对英语基础较差的

学生发问，因为答案课文上一般都有。对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要以鼓励为主，以帮助他们树

立学习的自信心。另一类是开放式和拓展性的问题，即 referential questions, 提问对象

适合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有研究表明，外籍教师往往喜欢提一些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提出问题后，要留出 1-2 秒钟时间让学生思考（wait time 等待时

间，参阅 Rowe 1978），使大多数学生集中注意力来思考，即 on-task，然后再挑几位学生来

回答。听课中我们发现有个别老师是先点某个学生起立，接着提出问题让他来回答。这样的

提问方式最大的缺陷是，只有点到回答问题的同学 on-task，其他同学都是 off-task（与己

无关）。要尽量避免类似的提问方式。学生回答问题后要给予恰当的反馈。反馈要以表扬为

主，同时也要指出不足。反馈语不应该千篇一律说 good，而应该根据实际和回答问题的对

象，分别用 perfect; good; quite good; not so bad; on the whole it’s alright,

but 等不同词语进行评价。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大量语料实例发现，教师第三话轮（反馈

话轮）重复语（teachers’ third-turn repeats)普遍存在于语言课堂互动中，对外语能力

发展起重要作用。第三话轮重复语多用在 post-reading，旨在拓展学生的思路, call for

further elaboration or account and help promote meaningful exchange, thus develop

student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这是一个有趣而且值得探讨的课题。

⒋课堂活动的组织：Pair-work or Group-work?课堂观察发现，一些老师课堂活动的组

织形式比较单一，较多地使用单打一回答问题的方式（answer questions individually)，

为数不多的老师采用 pair-work 或 group-work。

学习是一个过程，回答一般知识性的问题时，可以用 pair-work 的形式。这方面，外语

学院蔡晓斌老师运用得十分成功。就在母亲节的第二天，上课一开始她首先向学生发问: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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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was yesterday? (Mother’s Day) Did you call her? 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mother?

(很好的课堂导入）。然后，她打开 PPT，列出 9个美国节日的日子，让学生讨论每个日子

是什么节日。同学们两人或三人一组就热烈地讨论开了，并争先恐后抢着回答，课堂气氛十

分活跃，因而收到很好的效果。又比如我们让学生翻译一个句子，或探讨一个语言点，坐在

一起的两位同学完全可以先讨论，然后再后回答，最后教师进行讲评。

对于有些发散性的问题（divergent question) 不妨运用 group-work 的形式，小组一

起讨论，共同参与所得出的结果往往要比单个人回答的效果要好得多。

⒌英语词汇教学：虽然词汇学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作为一名外语教师应该熟悉、掌

握并学会运用英语构词法，联想法，语块法等分析和记忆词汇的方法。这些词汇教学法对帮

助学生掌握和扩大词汇量是十分重要的。听课中发现，有的老师对课文中出现的生词只是讲

解其读音和词汇的意义，没有从词汇的结构，它与以前所学的词汇的联系，没有注意该词的

搭配（collocation) 等。这些是英语词汇教学的基本方法，应该引起重视。另外，在做听

写练习中，应该尽量使用 phrases 或 lexical chunks（词块）的形式，少用孤立的一个个

单词进行听写。

⒍听力是学生最感头疼，也是学生考级失分最多的部分。没有大量的听，和坚持不懈的

练，听力成绩是很难提高的。因此，和阅读一样，听力也应布置课外作业。听音能力的提高

主要在学生课外的自主练习。上听力课时，尤其是考级前，教师应该着重介绍听力技巧。

有关听力方法和技巧的训练，我们于 2014 年编写出版的《英语听力---技巧、方法与策

略》一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可供参考。例如，汉英数字转换是一个听力的难点，我们可

以向学生介绍采取“结对子”的办法，即 AB 两人一组，A 说英语数字，要求 B 很快地说出

汉语对应的数字，然后两人角色互换着练。假以时日，对该技巧的掌握定能见效。

又如，学生做完听写试题练习后，发现有的老师就简单地把正确答案读一遍就算完事，

这样做的效果不好，以后学生碰到类似的习题还会出错。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录音再放一遍，

在填空处停下来，讲解为什么所填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填空处往往是一些要求学

生掌握的重要词组或短语，也有的是学生往往忽视或不熟悉的连读，如 remember it 这一短

语，r 结尾的词与下一个以元音开头的词往往要连颂。连读是学生听力的弱项，教师应该抽

一定的时间集中对此进行专门的介绍和训练。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涉及到听力技巧问题。有人

认为，听力不好主要是词汇量不足，但缺乏听力技巧的介绍和训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⒎写作训练我们常会运用好的 sample 进行分析和模仿，学习范文的构思，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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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discourse structure 和一些常用的习语。有位老师的一堂写作课讲得十分精彩。她

首先分析和讲解假日旅游这类题材写作的篇章结构和布局，然后要求学生将范文中精彩的短

语划出来，并进行即兴造句。如在范文中出现的 flocking to some scenic spots / Levies

should be placed on...等精彩有用的短语，她联系当前假日旅游高峰出现的情景用这些短

语进行即兴造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造句”被有人认为是 out 了，其实它是打好英语基

础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⒏ 翻译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模拟考试中，让学生当场完成翻译任务后，光是简单

地给出参考译文是远远不够的。通常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学生的译文，教师可选取其中的几

个容易译错的句子，让 2或 3位同学将其 version 写在黑板上，让全班来讨论，然后教师运

用一些翻译技巧进行讲评，找出较好的译法。这样做的效果远比简单给出参考译文的要好得

多。我认为，每月一次和考前几周的四级模拟考试练习是很必要的。模拟考试后的试题分析

应该侧重讲解考试的方法和技巧，并非简单地对答案。

⒐归纳和总结：每堂课结束前的 2-3 分钟，很有必要对本堂课所讲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让学生清楚本堂课的难点、重点和必须掌握的知识，然后再布置作业和要求预习的内容。听

课中发现，有部分老师下课时间一到，就宣布 Class is over，缺少归纳和总结。应该明白，

一堂课结束前的归纳和总结是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之一。

10.灵活使用课堂英语：众所周知，获得一种语言有两大途径：learning 和 cquisition，

即学得和习得。学得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需要有教学大纲、教材、教师和课堂等，同时还

有作业和考试的要求。英语作为一种外来语，在语言输入量十分匮乏的环境里，英语主要是

通过正规的课堂教学学得的。而习得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在日常交际过程中不经意地获得

语言，它没有课程的要求和考试的压力。小孩学会讲母语，中国小孩从小送 去美国或英国，

即使他不进学校，两三年后也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就是习得。我们说，中国人学英语主

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学得的，但并不是说英语课堂教学中没有习得。

其中灵活使用课堂英语，给学生提供大量听学英语的机会，就是英语教师应该而且可以

做到的一种帮助学生获得英语的有效“习得”手段。例如我们经常在使用的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Look at the last line but one（倒数第二行）这类课堂用语，

学生 听多了，在不经意中自然就习得了。

大家也知道，同一种语言功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例如“请安静，不要讲

话”就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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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在正式的场合下使用）

Be quiet. Listen to me, please!

Silence, please!

Calm down.

Ssshhh!

Stop chattering / talking now.

Please will you stop making a noise!

Don’t whisper to your neighbor.

Shut up, all of you. （在一个人表示生气或几经劝阻对方仍不听，表示恼怒时使用)

Put a sock in it, will you? （英俚）不要出声，好吗？

......

大凡小孩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听到或接触到这类话语的过程中习得母语的。我们是否

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这类英语“习得”的机会呢？

有学者认为，衡量一个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低要看其是否能够灵活地使用课堂英语，这

种说法可能有点过于绝对。但我认为，灵活使用课堂英语是一位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技

能之一。

11. 良好教学语言的养成：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一堂成功的英语课，对听课者来说

是一种享受。教师以其幽默诙谐的话语和优美动听的语言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将他们

的积极性激活起来，这就是上课的艺术。这也说明，一堂成功的英语课，教师光有扎实的语

言功底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和掌握一套语言艺术。如准确、流畅的语音语调，抑扬顿挫的

课堂话语；声音轻重分明，即该重的重，该轻的轻；难点和重点讲透，语速快慢恰当。上课

要富有激情，不分轻重的平淡话语（语调上的平调），只顾自己一味往下讲，往往会导致课

堂气氛沉闷，学生昏昏欲睡。另外，恰当地使用身势语（body language)也可以有效地活跃

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2. 学会课后反思。每一次上课结束以后，可否问问自己：这堂课预期的目标达到了吗？

哪部分讲得比较成功，哪部分效果不理想？比如，发现部分学生上课精力不集中，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下次该如何改进？等。只有对自己的课堂教学不断地进行反思，教师的

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才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以上所写只是观察部分青年教师上课后的一点体会和感想，仅供参考。(201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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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在行动

筑我师大梦 风好正扬帆

筑我师大梦 风好正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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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upervisor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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