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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faced with new challeng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n alternative model and
platform of teaching is made possible. That is on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ully harnes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implementing online-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online-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in the author’s ow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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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言：“如果我们用昨天的方式教今天的孩子，我们将
毁掉他们的明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
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互联网+的碎片化学习方式因其灵活性、针对性、个性
化的优势而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欢迎。面对互联网原住民 10 后学生群体，教
师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只有三尺讲台的授课方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教育功能，
构建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体系。
2017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教师利
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
种方式用好优质数字资源。深入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形成线上线下有
机结合的网络泛在学习新模式。”2018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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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构
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最新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 (以下简称“2020 版《指南》”)也倡导高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创建
多元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

2.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目标的制定
教学要想取得预期效果，首先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2020 版《指南》将
大学英语定位为核心通识课程，同时强调大学英语要促进大学生“能力、素
质与素养”的协调发展[1]。培养目标不再提及知识这一维度，为的是更加突
出能力与素质素养的培养，因为知识是不断在迭代的，而且知识的学习也是
为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服务的，需要内化为能力与素质。“素质中包含有知识
的成分，素质作为遗传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之后，
才能获得提高”[2]。
正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对于知识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
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构建有意义的知识体系。比如在讲授“The world is your
oyster”(世界任你驰骋)这一表达的时候，就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其具体来源，
即莎士比亚戏剧《温莎的风流娘们》。这些课上偶尔的“跑题”将会给学生
们打开一扇窗户，了解到语言发展的历史，激发他们课后继续深入学习的兴
趣。
2009 年，美国出台的《21 世纪学习框架》提出了 5C 能力，即：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能力)，communication (交际能力)，collaboration (团队
合作能力)，creativity (创新能力)和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跨文化能力)。
显然，成为终身学习者和创新公民是在瞬息万变与日益互联的世界中最有价
值的技能[1]。
基于此，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就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认识世界、了解社
会、发现自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四个自信”；了解中西方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提高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用英
语讲好中国故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
思维能力及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从语言、文化、思维三个层面，“润物细
无声”地开展课程思政教学。针对语篇中的语言知识，达成思政语境下的语
言教学目标。具体而言，大学英语的教学要培养学生的以下能力和素养。

2.1. 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英语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学生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
语进行有效的沟通。要求学生能听懂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主题广泛、题材较
为熟悉、语速正常的谈话；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就熟悉的话
题使用英语进行较为独立的交流；能够较好地理解语言难度中等、内容熟悉
或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书面材料、英语报刊文章和其他英语材料；能掌握
研究论文的基本规范和应用文的写作，以书面形式比较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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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满足学生学业或未来工作的需要；能运用较常用的翻译技巧、适当借
助工具对题材熟悉、结构清晰、语言难度中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译文达
意。
同时，学生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
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比如教材第二单元的第一篇文章当
中有用到马掌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化当中马掌这一意象并无特殊含义。然而，
在英美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当中，马掌是有着丰富的文化意涵的，它在基
督教文化当中被视为一种能够辟邪的吉祥物。所以在授课的过程中，课题组
的老师们也将加强对西方文化知识的补充，这样学生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
对西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重
要的国际交流工具，承担着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双重任务。如果我们的先辈在
国际交流中的主要任务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师夷长技”的话，今天的
学生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更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西方世界全面了解
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降低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和敌对情绪，减少贸易
摩擦和国际冲突。只有我们主动地向世界展示和介绍中国，才能有效预防和
抵制西方不良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和妖魔化。

2.2. 批判性思维能力
2020 版《指南》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课程定位与性质”部分明确提
出：大学英语教学应主动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无疑也是课程思
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在需要时跟西方文化进行近距离接触的大学英语
课堂当中。而且，大学英语在课程思政方面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优势，
在进行中外文化对比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从而也更容易对其产生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也会油然而生。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频繁，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乃至冲突也在增多。学生学
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被西
方文化“洗脑”。为了保证英语的“原汁原味”，大学英语教材里面的阅读
材料基本上都是选择本土英语作者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在涉及到意识形
态和价值取向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有时可能会跟我们的立场不一致。大部分
的教材对于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特别的说明，所以，教师对于这些文章当中可
能存在的“文化渗透”问题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敏感。
大学英语课堂当中的深度阅读就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很好的训
练，深度阅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读懂文章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章的表面信息。在与学生的课堂互动当中，教师发现学
生的深度阅读能力普遍较弱。比如，他们无法把握文章的结构，难以用自己
的语言对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复述，更无法对文章作者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进
行分析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搭的脚手架台阶要尽可能地小，要设计
大量的由浅入深的问题来帮助学生梳理文章内容，从而使学生最终能用自己
的语言来阐述对于文章内容、结构、观点的理解和思考。通过反复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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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天学生不需要教师的脚手架帮助也能独立完成文章的深度阅读，提
高英语使用能力，并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大学英语教材的阅读材料题材广泛，每个单元设置了不同的话题，这些
主题的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时代特点，符合
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情感需求，是非常好的开展通识教育的材料。常见的话题
有科技对生活的影响、电子书的流行、高等教育、留学生活、领导能力、艺
术、文学、抑郁症、志愿者和城市化等等。通过这些不同单元主题文章的阅
读和学习，学生将会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对相关的话题进行思考以及反观自省：手
机的过度使用带来的低头族的问题、通识教育的意义、个人成长和领导力发
展的挑战、文学对人性的关怀、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志愿者的精神和对于
城市化的思考。
这些问题的提出、文章作者提供的思考角度以及最后学生联系到自身进
行反思的整个过程将有助于其思辨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增进
学生对社会和自己的了解。比如课本第五单元的第一篇文章选的是美国著名
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一位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
欧·亨利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幽默犀利的语言的三
大特色，故事梗概即一位忙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这件事情。
这是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良好契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的盛行，
从而导致了人的异化以至使人变成了赚钱机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2.3. 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
学习英语的终极目的是交流，交流的目标是为了合作，从而协同完成各
项任务。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没有哪项任务是能够个人独立完成的，
与他人协作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线上线下各类小组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能
够让同学们真正理解并实践团队协作，学会如何分解分配任务，认清自己和
他人的优势。每次的小组活动还要求有小组组长，这也有利于发挥和培养部
分同学的领导能力。
以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谁都无法预料将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学生
们今后将要面对的社会、工作和人生困惑也许是我们这些老师们从来都不曾
预料到的，我们不可能教给学生们任何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从来就没有
什么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教师需要教给学生的是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因为永远都会有新的问题，老的办法也许不管用，但是学生学到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创新的能力就是学生未来面对千变万化的世
界的最宝贵的武器。能够更好地进行探索式学习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对于
学生们的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多样的学习方式造就多样的学生，而多
样性是面对未知的利器[3]，不同学生多种多样的能力互相碰撞，激发彼此的
创造力，也为不可预知的未来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
创造力培养的关键是感觉与思维的互动，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思想的碰
撞。好的老师能够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过
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老师就应该多问学生开放性的问题，获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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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多设计合作性的项目，帮助学生找到看待问题和世界的不同视角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4]。这些能够鼓励学生发现并培养自己创新能力的活动
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实践，而有了网上学习这个平台的帮助这些活动能够
更加充分地开展。

2.4. 综合文化素养
大学英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2020 版《指南》丰富了教学目标对
社会能力维度的描述，拓展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内涵，增加了“人文精神”，
以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大学英语作为典型的通识课程，处处闪耀
着人性的光辉，体现出人文关怀。大学英语重视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
文学经典历来是大学英语教材重要的选材来源，文学审美能力不仅对语言学
习具有重要意义，它更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那些经过时间考
验而历久弥新的文学名著充满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对于历史人生的思考，是他
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实际上是在跟
历史上最睿智的头脑对话。文学史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
事情节，作家洞悉人性的深刻观察、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悲天悯人的人性
关怀，将深深滋养学生们的心灵，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即使遇到困惑
和逆境也不至于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教学中贯穿执行。要全面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以及综合
文化素养，光靠每星期几节的大学英语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需要充分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以及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混
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成功的关键就在教学设计环节，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
后，部分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移植到了线上，似乎教师的作用有所削弱，这
其实是对混合式教学当中教师角色转变的误解。诚然，教师不再需要像过去
一样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生怕自己讲得不够详细，学生没有听懂。然而教师
角色的转变绝不意味着其功能的弱化。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中，教师更
发挥着更为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要承担其课程的设计者、实施者、
组织者、监督者和的多重角色。2020 版《指南》高度关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
代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教学资源建设的影响，但同时要求处理好传统课
堂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避免教学手段“唯技术化、唯网络化”。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绝不是简单得将课堂教学的部分内容搬到网络上
去，混合式教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单纯的课堂教学已经无法满足信息化时代
发展的需要。它要求教师对课程进行科学的设计，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最
大程度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真正做
到以学生为中心。
混合式教学的线上学习更不是学生的盲目的自学，而是在教师指导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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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有效的自主学习。而对学生的有效指导，就有赖于教师科学的教学设计，
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厘清学习内容、掌握学习方法，免去完全靠自我摸
索的自学而要走的很多弯路。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整个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线上学习和线下的课堂学习是双向
交互的。在学生进行线上学习之前，教师要做好整体的教学规划，挑选整合
教学资源，合理分配线上和课堂的学习内容，设计学习任务和课堂活动。在
学生线上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平台发布学习资源、布置学习任务、设置
讨论话题、监督学习进程并进行线上的作业批改和辅导答疑。对于学生在线
下课堂没有听懂或存在问题的部分，学生可以课后利用微课进行线上反复学
习，这也是线上微课具有可回溯性的优势所在。对于网络视频资源，教师将
根据其与教材及课堂教学的关系灵活选择，既可以用作课堂教学的导入，也
可以作为翻转课堂的材料，或者是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拓展。文化背景、单
词学习和翻译一般采取翻转课堂的形式由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老师录制好的微
课，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任务、做学习笔记并记录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学生亦可以直接在线上的答疑讨论板块发表自己的疑问并与其他同
学进行讨论。老师也会定期对答疑讨论板块当中的问题进行线上解答。线下
课堂进行检查和答疑。
翻转课程彻底颠覆了教室的功能，学生对学习有了更大的掌控权，是学
生主动的学习，因而学习效果也是最好的[5]。在翻转课堂中，教师将根据学
生网上学习的情况，进行学情分析，从而设计出更为合理的课堂活动。进一
步检验学生的线上自主学习情况，解决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疑惑。学生
在课堂上参与课堂活动、讨论、互动即是运用线上学习成的过程。这将进一
步加深拓展学生的线上学习，引发学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从而真正实现深度
学习。课堂仍保留部分传统授课方式，充分发挥传统课堂教学交互性、情景
性、涌现性、系统性和合作性的优势，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每个单元安排
一至两次的翻转课堂，对线上的学习任务进行检查和反馈。课堂阶段主要采
取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由小组成员先就线上自主学习碰到的问题进行自主
交流、寻求解决方案，以帮助学生深化学习、运用技能，达到深度学习的目
的，同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必要的时候老师也可以参与到小组讨论当中，
给出适时的指导和帮助。最后，老师进行总结和必要的补充。线下的作业力
求多元化，比如教材的第四单元的课文是对梵高《星夜》这幅画的介绍，在
进行该篇文章授课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学生对于画作以及文章的理解，给学
生布置的作业是将课文里面提到的画作的具体内容以及作者的解读在梵高的
画作上标注出来。
根据每个单元的特点，教师也将安排学生作业的呈现和展示，将一部分
的课堂时间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育理念。比如教材第五单元的课文是一篇短篇小说，教师将在讲解完小说的
人物、环境和情节三大要素之后，让学生根据情节和人物对话将小说改编成
小短剧在课堂上进行表演。小短剧的呈现不仅能考查和加深学生对于课文的
理解，也能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表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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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线上的作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线上讨论、问卷调查、PPT 制作
等等，不一而足。例如教材第四单元的主题是艺术，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罗
丹的名言“生活中不缺乏美，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要求学生寻找并拍
摄自己身边的艺术并做简单的英文说明，然后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分享。
这样一个作业不仅练习了英文写作，也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了审美
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人文素质的培养。在所有的学生作品批阅完毕以后，
教师选取了其中的优秀作品跟全班同学进行分享，使得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
有了极大的成就感。
通过学生的线上自主学习、讨论、任务的完成以及教师的线下授课、作
业、反馈，学生拥有了大量的知识输入和足够的思考、理解、吸收、消化的
过程。线上教学能够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
而线下的集中授课又能保证相应知识内容的讲授和传递。这种线下+线上的授
课模式能够互相补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大学英语课程培养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意识、创新精神和综合人文素养
的教学目标。

4. 课程考核方式及评价
4.1. 考核方式
考核是课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一学期学习成果的检验，也
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总结。有效的考核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并帮助老师进行
教学反思，从而更好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课程评价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对
教学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课程评价有自我评价、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三种形式，每次的自主学习
学生教师都要求学生做一定的反思，对自己的学习简单的自我评价，即时掌
握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监督；开展小组活动时要求在组长的带领下进
行成员间的同伴互评；每次的线上线下作业完成以后，教师将对每位同学作
业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自我评价、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三种形式的评价互
为补充，成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评价体系。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以及
教师评价的结果将纳入到线下作业、线上作业、线上讨论和学习笔记等项目
的分值当中，具体详见 4.2 评价标准。
大学英语课程的考核方式包括形成线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终结性评估采
取的是期末考试的方式，形成性评估既包括平时线下的作业和课堂表现，也
包括在线动态评估。在线动态评估即对学生在线学习、作业和参与讨论等完
成情况的即时反馈。

4.2. 评价标准
大学英语的评价分为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终结性评估即期末考试，
形成性评估包括线下考核和线上考核两部分，对信息技术手段的合理运用实
现了学生学习状况的过程性监控，是评价更加科学与合理[6]。具体考核的项
目和分值占比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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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评估项目和分值占比.

5. 结语
线上 + 线下的教学改革对教师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促进个人职业发展的
机遇。教学相长，学生和时代的发展给教师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们应该
克服困难，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在进一步完善线下授课的同时，创建线上
微课体系，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发挥彼此的优势，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真正做到 1 + 1 > 2。
“混合式教学细化了学习时间，拓展了学习空间，打破了学校和地域的
限制，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又能使大学英语教学打破封闭状态，满
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契合人才培养的需要。”[7]混合式教学能够很
好地解决大学英语课时不足的问题，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延伸到课外，从而更
加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养。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亦是对传统课
堂教学的创新与改革，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必然，有利于教育资源共享、实
现教育公平。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已经是未来大学英语课程教育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研究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例如线上教学平台的完善、
评价标准的细化以及混合式教学的理论研究，希望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
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思考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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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学英语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线
上教学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和平台。本文论证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建多
元教学环境，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必要性，阐述了笔者在大学英语课
程中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的成果。
关键词：大学英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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