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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融合式思辨英语教学探索
—以《综合英语》4 单元教学为例 1

◎殷  鸯

近年来，随着思辨英语教学理念在高校英语教师中的普及，英语界对融合培养语言

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形成了日益广泛的共识。（孙有中，2019：826）无

论是以“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为标准打造金课，（吴岩，2018）还

是新文科建设以“科学性”和“价值性”为学科建设的双重标准，无论《英语类国标》

（2018）提出的核心能力培养，还是《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2020）

倡导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都对外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做了明确要求。

1  思辨能力研究述评

关于思辨能力的研究，国外起步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对思辨能力模型

的构建、对测量思辨能力量具的研究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教学研究。（文秋芳等，2009）

国内真正围绕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研究从近 10 年开始涌现。（张虹，2019：57）

有的从宏观层面进行探讨，指出思辨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指明了方向；（文秋芳，周燕，2006；孙有中，2011，2015，2017，2019）有的从中

观层面展开论述，构建了思辨能力量具和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为开展思辨教学提

供了工具支持和实施框架；（文秋芳 2009，2010a，2010b；阮全友，2012；刘晓民，

2013）还有的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在课程教学中探讨思辨能力培养的具体路径，为思

辨教学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李莉文，2011；杨莉芳，2015；蓝纯，2017；伊

蕊，2020）这些前期研究将思辨能力培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该理念在外语课堂中

的实际运用及其有效性给出了参考意见。而在思辨教学方面，我国好多高校目前仍处于

起步阶段，对如何教和学探讨不足，（阮全友，2012；刘晓民，2013；Dong，2015；

张虹，2019）特别是对教学具有实际参考意义的微观实证研究尚不多，鲜有研究结合现

代信息技术开展思辨教学。当务之急是探索思辨英语教学的有效课堂操作方法。（孙有

1　基金项目：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多模态环境下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综

合英语》为例，（Y201839447）；2020 年度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思辨驱动的线

上线下融合式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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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19：826）鉴于此，本文聚焦《综合英语》课程，通过分析该课程教学现状，借

助现代网络教学平台的优势，尝试探索思辨英语教学在该课程中的有效课堂操作方法。

2  《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综合英语》是本科英语专业核心课程中的一门语言技能课程，贯穿本科基础阶段

四个学期，在所有语言技能课程中，所占课时最多，学分比重最大。《指南》对《综合

英语》的“教学内容”描述为“充分体现课程的‘综合’特色，融语言、文学、翻译和

文化知识于一体……同时融合语言与知识教学，强调整体系统性；文学与文化知识教学

凸显学科的人文特色”。（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15）在“教学目标”的最

后提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或热点话

题展开讨论，表达观点，培养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15）笔

者在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发现，目前的《综合英语》教学有两大突出问题与《指南》背道

而驰。一是语言教学的“去语境化”现象严重。传统的课堂教学没有体现整体教学观，

忽视语境的重要性，未能将语言与知识在具体语境中有机融合，而是以应试为导向，把

语言知识点从篇章中剥离出来进行讲解，聚焦点是孤立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未能体

现整体系统性。二是课堂时间有限，不能同步兼顾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尽管一线

教师意识到了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也有涉及思辨英语教学，但未能将思辨的元素显

性化和可视化，大多隐含在语言技能的培养中。再加上学生基础薄弱，课前准备不足，

教师引导不力等多方面原因，使思辨能力培养最多只是间接的、偶然的和随机的。

3  线上线下融合式思辨英语教学设计与实施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线上线下融合式思辨英语教学模式”。“线上线下”能

拓展课堂时间和空间，有效解决传统课堂时间有限不能兼顾思辨能力培养的问题。“融

合”包括教学内容（语言与知识教学）的融合，教学方法（CBL，PBL，HIBL）的融合、

教学方式（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的融合、教学手段（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解

决“去语境化”问题的同时促进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的融合发展。

接下来笔者通过《综合英语（4）》具体一个单元的案例研究探索该教学模式在具

体单元教学中的实施。《综合英语（4）》在英语专业第四学期开设，经过前三个学期

的学习，学生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第四学期的教学目的是

在加强和巩固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向专业课程过渡。因此，在这学期开展思辨英语教学

能充分利用学生的语言优势，使语言教学由显入隐，而思辨教学由隐入显，增加课程

的思辨性、专业性和人文通识性，实现技能课程和专业课程之间的无缝对接。在具体

实施的过程中，以“思辨英语教学”为核心理念，以孙有中（2019）提出的 TERR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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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目标、Evaluate 评价、Routinize 操练、Reflect 反思、Inquire 探究、Fulfill 实现、

Integrate 融合、Content 内容）思辨英语教学原则为指导，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手

段，同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以期为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技能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参考。

3.1  教学对象

本研究实施于 2020 年春季学期，研究对象为普通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的两个班，

共 63 人，为期 18 周。

3.2  教学方案

整体教学实施方案如下：①学期第一周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开展自我评价调查，量表

根据课程目标编制而成。②第二周至第十七周，实施思辨英语课程教学，同时采用思辨

标准（Paul	and	Elder，2016a）对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评价，融合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和语言能力，促成其思辨品质的养成。③第十八周，对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和个案访

谈。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与前测的思辨能力自我评价量表一致，主要是了解学生一

学期后自我感知的思辨能力变化；问卷的第二部分是调查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及

该教学模式对其课内、课外学习行为的影响，同时选取个别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其

具体的想法，与问卷调查形成互证。

3.3  教学示例

笔者以“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综合教程（4）》（第 2 版）

第三单元 Alienation	and	 the	 Internet”为例进行教学示例说明。该文是一篇结构严谨的

议论文。文章作者首先提出自己的论点：互联网一方面能够使人们自由交流从而促进全

球化，另一方面又会使人际关系疏远。之后作者通过实例论证了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

最后作者提出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联网的潜力而不失

去我们的存在感。文章结构清晰，论述准确而有条理，是进行思辨教学的适切素材。首

先，对互联网正反两方面影响的探讨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使学生看问题更加全面；

其次，论证部分“证据”和“说理”两种方式相结合，相辅相成，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

能力的典型范例；再次，文中涉及“社会关系的疏远”和“社区意识的培养”等方面的

问题，有助于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批判性地看待相关社会问题。

一个单元的课堂教学时间共 8 课时，分四个教学环节：①驱动环节：任务式驱动

（1 课时）；②整体阅读环节：“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合作建构（2 课时）；③仔

细阅读环节：“以活动为中心”的融合式操练（4课时）；④巩固环节：“以评价为手段”

的巩固反思（1 课时）。

3.3.1  驱动环节：任务式驱动

这一环节以任务为驱动（表 1），学生通过完成线上线下一系列任务，明确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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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内容和思维方面的缺口，从而激发学习欲望。教师在此过程中进行监督和诊断，

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材料，调整教学内容。然后，师生合作共建单元教学目标，根

据目标原则，思辨英语教学应将思辨能力培养纳入教学目标。（孙有中，2019：827）

表 1  任务式驱动

任务 1
观看线上微视频

学习线上拓展资源

微视频 1 ：What	is	the	Internet?

微视频 2 ：Internet	Addiction

资源 1 ：课前阅读 Origins	of	the	Internet

任务 2 完成线上头脑风暴
讨论 1 ：How	does	the	internet	impact	our	society?

讨论 2 ：Can	we	live	without	the	internet?

任务 3
完成线上测试

和线上作业

测试 ：单元相关词汇语法测试 20 题

作业 ：如何说服你的朋友摆脱“因特网上瘾”？

任务 4 线下讨论

小组呈现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n	our	society

组间辩论 ：pros	and	cons	of	the	internet

班级讨论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internet	addiction

引入课文 ：What	would	b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任务 5 线下课后反思
学生反思语言和认知方面的不足，找到缺口，激发学习欲望

教师诊断学生的学习障碍和需求，调整教学内容

任务 6 线下师生合作共建本单元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首先，学生通过在线观看教学微视频和学习相关资源进行线上头脑风暴，完成相应

的测试和作业，达到对本单元话题的整体把握和了解。

其次，线下针对重点和难点，学生进行深入讨论和探索，结合单元主题和生活实

际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建构的过程中，教师在语言、内容和思维方面为学生搭建支

架，帮助学生完成任务。根据反思原则（孙有中，2019），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反思自身

在语言和认知方面的不足，找到“缺口”，激发学习欲望；教师诊断学习障碍和需求，

调整教学内容。

再次，结合学习中的困惑和教材中的单元学习目标，师生合作共建本单元的教学目

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能力目标中凸显思辨能力的培养，素质目标

中体现思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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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教学目标具化为产出目标，并在每一个教学环节细分为具体的子目标，并

确保子目标之间具有承接性和逻辑性。

3.3.2	 整体阅读：“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合作建构

根据探究原则，思辨英语教学提倡探究式学习，而探究型教学以问题为导向。（孙

有中，2019：831）整体阅读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合作建构的过程（表 2），

教师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Paul	and	Elder，2016b）引导学生一步步探索作者的写作

思路，师生合作建构篇章框架结构。

表 2  “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合作建构

学生课前线上观看微视频和学习资源 ：

微视频 1 ：段落写作之对比关系（为课内分析课文段落做准备）

微视频 2 ：作者介绍（了解作者写作风格和写作背景）

资源 1 ：课中阅读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Alienation	（了解 internet 相关背景信息）

课内线下探究和合作建构 ：

问题 1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author?	（了解作者）

问题 2 ：What	is	social	alienation	according	to	your	knowledge?	（背景信息）

问题 3 ：What	is	the	genre	of	the	text?	（文章体裁）

问题 4 ：	According	to	the	genre,	how	many	parts	can	the	text	be	divided	into?	（框架结构）小组讨论，

并派其中一组的代表上台写出课文提纲。

第一部分

（para1-2）

问题 5 ：How	does	the	author	start	his	argument?	(para1-2)（若该问题学生回答不全，

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6、7 两个问题进行追问。）

问题 6 ：What’s	the	author’s	viewpoint	about	the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para	1)

问题 7 ：Does	the	author	see	any	negative	side	of	the	internet?	What	is	it?	(para	2)

问题 8 ：By	now,	do	you	know	how	the	author	start	his	argument?(para1-2)	( 在 6、7 两

个问题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回答问题 5，一般迎刃而解了。)

第二部分

（para3-6）

问题 9 ：How	does	the	author	support	his	point	in	the	body	of	argumentation?	(para3-6)	

（若该问题学生未能作答或回答不全，进一步追问。）

问题10：What	is	the	author’s	purpose	of	citing	the	example	of	his	friend	in	paragraph	3?	

How	is	the	example	related	to	his	argument?	(para	3)

问题 11 ：How	do	children	nowadays	play	for	games?	(para	5)

问题 12 ：When	you	were	a	kid,	what	were	your	favorite	games?	(para	5)

问题 13 ：Why	does	the	author	narrate	his	own	story	in	paragraph	5?	(para	5)	（该问题

以 11、12 两个问题为基础）

问题 14 ：What’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xamples	in	para	3	and	para	5?	（让学生

通过探究自己去发现这两个段落之间的相似点，同属于支撑观点的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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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para3-6）

问题 15 ：When	and	how	did	the	fragment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begin?	(para	4)

问题 16：What	alienated	society	members	before	the	internet	gained	popularity?	(para	4)

问题 17 ：What	is	the	“cruel	irony”	concerning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mentioned	at	the	

end	of	para	4?	 (para	4)	（15、16、17 这三个问题层层深入，作者采用说理的方法来

支撑观点，属于 reasons）

问题 18 ：What	is	another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net?	(para	6)

问题 19 ：How	doe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is	consequence?	(para	6)	（18、19 两个问

题也是紧密相关的，在该段作者也以说理的方法来支撑观点，也属于 reasons）

问 题 20 ：So,	how	does	 the	author	 support	his	point	 in	 the	body	of	 argumentation?	

(para3-6)	（再回到问题 9，通过 10-19 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发现作者论证所采用的

两种方法“evidence”和“reasons”，并让学生自己来总结。）

第三部分

（para	7）

问题21：According	to	the	author,	how	can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be	realized?	(para	

7)

问题 22 ：Does	the	author	believe	it	is	within	human	capacity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without	being	penalized?	Why?	(para	7)

问题 23 ：What	is	the	concluding	statement	in	this	paragraph?	(para	7)

问题 24 ：What	is	the	author’s	purpose	in	writing	this	text?	(para	7)

问题 25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s	opinion?	Why?	（先小组讨论，接着邀请同

学陈述小组内同学的观点，然后全班讨论，总结观点。）

苏格拉底式提问是指通过一系列的追问，帮助学生厘清思路，基于自己的推理做出

判断并引发思考。（Paul	and	Elder，2016b）这种提问方式把课堂教学变成一个探索的

过程，而非简单的知识传授和接受的过程。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思辨技能去分析、推理，

拆解课文文本，然后建构自己的篇章框架体系。学生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回答，一步步探

索作者如何提出观点，怎样采用“证据”和“说理”两种方式进行论证，最后如何总结

重申观点，点明主题。最后，教师要求学生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评价，提出自己的观点，

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激发创造力。因此，苏格拉底式提问能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

去挖掘作者的写作思路，教师的作用是搭建支架，引导学生逐步找寻问题的答案，从而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3.3.3  仔细阅读：“以活动为中心”的融合式操练

根据融合原则，思辨学习和语言学习应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孙有

中，2019：834）仔细阅读是“以活动为中心”的融合式操练的过程（表 3），教师通

过设计一系列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围绕“关键概念”把课文中分散的语言点和知识点

串联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从而达到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的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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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合。

表 3  “以活动为中心”的融合式操练

课前学生线上观看微视频和学习资源 ：

资源 1 ：学习 Unit	3	PPT	（学习课文中涉及的语言点）

微视频 1 ：词汇的反义关系（学习课文相关修辞技巧）

微视频 2 ：倒装（inversion）（学习课文相关语法点）

微视频 4 ：翻译中的正说反译技巧	（学习课文相关翻译技巧）

课内线下融合式教学和操练 ：

活动 1 ：

第一部分（para	1-2）

围绕两个关键概念	“globalization”	和	“alienation”，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从课文中把所有和这两个词相关联的词汇、短语都挑出来，对他们

进行分类并填空，然后分享。

活动 2 ：

第二部分（para	3-6）

作者采用	“evidence”	和	“reasons”	两种方式来进行论证，支撑自己的

观点。这部分围绕	“evidence”	和	“reasons”	两个关键概念，把全班同

学分成两组，一组找“evidence”，另一组找“reasons”，然后进行小

组讨论、填表并分享。

活动 3 ：

第三部分（para	7）

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重申篇章主题。这一部分让学生对作者的观点

进行评价，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学生中开展辩论，同意的一组，不

同意的另一组，然后进行填表分享。

活动 1 的设计是对词汇进行分类，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深度理解课文内容之后的一

个操练。该活动本身既是语言练习又需高阶思维能力参与其中，目的是让学生在寻找、

分类和归纳的过程中深化对	“globalization”	和	“alienation”	这一对反义词的理解，做

到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避免传统教学把语言剥离出来讲解的弊端。

活动 2 的设计让学生在阅读和讨论的基础上全班一起合作共建。在探究	“evidence”

和	“reasons”	的过程中，课文中的生词、语法和重点句子，经过课前线上学习和课内来

回活动的设计，学生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多次有意义的学习。针对其中的重难点词汇和复

杂句型，教师再挑出来作重点讲解，实现“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活动 3 的设计是让学生对作者的观点进行挑战。思辨英语阅读要求学生对课文

内容，基于理解，再来评价。课上的即兴评价，如果学生没有时间准备，通常是感性

的、浅显的、碎片化的，对语言水平和思辨能力的提高比较有限。因此，在本次课

前，教师把其作为一个作业布置下去让学生查资料、找证据，借助专业知识的框架

来激发思维、拓宽视角，然后回到课堂上再来评价，那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理

解—评价—产出”的过程是思维发展层层递进的过程，有利于渐进式地培养学生的思

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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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巩固环节：“以评价为手段”的巩固反思

巩固环节是单元教学的最后环节，以评价为手段让学生对本单元所学进行回顾、总

结和反思（表 4）。根据评价原则，教师应运用思辨标准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和作业进行

评价。（孙有中，2019：828）笔者采用Paul	and	Elder（2016a）	思辨标准中的“清晰度、

精确性和准确性”来评价语言（30 分），采用“重要性、相关性和完整性”来评价内

容（30 分），采用“逻辑性、公平性、深度和广度”来评价思维（40 分）。评价方式

以“师生合作评价”为主，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机器评价为辅。通过评价，使学生明

确自己在语言、内容和思维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而反思并撰写反思报告，有选择性地查

漏补缺，提高自身的元思辨能力，以评为学。

表 4  以“评价为手段”的巩固反思

课前线上总结和反思 ：

课后阅读 ：Is	the	Internet	Hurting	Humanity?

总结 ：在线完成三篇课外阅读的总结报告，线上提交，同伴互评

总结 ：独立完成课文 summary，线上提交，同伴互评

反思 ：查漏补缺，根据自身情况在网络平台有选择性进行学习巩固

课中线下总结、评价和实现 ：

同桌之间就线上提交的总结进行分享，相互倾听切磋，合作改进 ；然后教师邀请同学在班上进

行分享，依据“思辨标准”开展师生合作评价。

学生分组讲解课后主要练习题，并在讲解的过程中，在教师引领下依据“思辨标准”进行同伴

互评和自评。

课后线下反思 ：

请基于本单元的学习进行反思

我查找了哪些资料，进行了哪些探索？

我掌握了哪些词汇、语法知识？

我获得了哪些写作技能和翻译技能？

我运用哪些思辨技能解决了哪些问题？

我还有哪些学习中的困惑或难点尚未解决？

巩固反思环节，学生先独立思考完成在线任务，并尝试依据“思辨标准”通过在线

打分进行同伴互评并由系统算出平均分。独立思考之后进行同伴分享，学生学会相互倾

听，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拓展思路。然后，	教师邀请学生代表组织语言概括自己

和他人的观点在班上进行分享，教师依据“思辨标准”从语言、内容和思维三个维度对

学生的产出进行师生合作评价。师生合作评价主张学生每次自评或互评都是教师专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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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在先，领着全体学生一起合作评价。（文秋芳，2016：42）学生在评价过程中，掌握

和内化“思辨标准”，并将这一标准迁移运用到课后练习的自评和互评中。单元结束之

后的反思也是培养独立思考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学生通过撰写单元反思报告对自身

知识、能力和思维品质进行自我评价，提高元思辨能力；教师对学生的反思报告进行书

面文字反馈，促进学生良好思辨品质的养成。

4  教学反馈及反思

4.1  问卷调查反馈

第 18 周，笔者对两个班的 63 名学生在教室里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

63 份。通过对答卷结果的统计分析，78% 的学生（选 4 通常符合和 5 完全符合的同学，

下同）认为自己比以前更具有探究精神，喜欢对问题进行进一步追问，且对新事物有强

烈的学习愿望；90.9% 的学生认为自己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增加了，并乐于接受他人的

建议；75.8% 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自己在思辨技能，特别是分析、推理、评

价等思维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另有 87.8% 的学生认为课堂思辨活动有助于其思辨

品质的养成，认为自己比以前更具有锲而不舍、不怕挫折、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这些结

果充分表明，思辨英语课堂对学生的思维品质产生了积极影响。

4.2  访谈反馈

第 18 周，笔者从 63 名学生中随机选取 6 名同学（学习成绩分布在上、中、下的各

两位）进行深入访谈。访谈结果分析如下：

（1）学生普遍表示“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比传统课堂对其思维能力的训练和语

言点的掌握更有帮助。线上的头脑风暴能使他们不受时空限制，在深入思考之后畅所欲

言，同时其他同学对问题的看法也使他们开阔了思路，对拓展自己的思维很有帮助。学

生均认为通过线上单元作业和测试，明确了自己的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

习，在课堂上通过问答和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语言知识点的了解和掌握，觉得这种线上

线下融合的方式比传统课堂更有助于语言学习。

（2）有 2 位学生提到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篇章阅读方式使他们对篇章的主题

有了更加深刻的领会，通过自己的探究把握篇章的逻辑结构，从而体味作者的匠心独运

和谋篇布局。

（3）有 1 位同学对“文章结束后对作者观点的评价”这一点比较认可。认为这种

方式能够引发他们各自的观点，从多方面来看待问题，阅读主题由此得以升华。

（4）有 3 位同学觉得“以活动为中心进行仔细阅读”对他们很有启发。有一位同

学表示这样有利于他们运用预测、推理、分析、概括等思维方法深层次理解课文；另

一位表示有意识、有选择地在篇章中寻找信息资源，能帮助其汲取关键信息，并勇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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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探索和发现。还有一位指出这对帮助他理清文章背后的逻辑顺序很有帮助，有利于

他按照范文进行仿写。

（5）学生对单元之后的反思环节表示普遍认同。认为这有利于自我诊断语言学习

中的强项和弱项；也可以监控和评价自己的学习表现，明确如何能更有效地学习；同时

能将成功的学习策略运用于新的学习任务。

4.3  教学督导反馈

除问卷调查和访谈外，笔者还邀请了同行专家督导观摩了课堂，并提出了反馈意

见。专家在整体上予以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改进建议。

（1）线上教学思辨元素体现不强。目前线上环节主要是一些语言知识点的微视

频、在线头脑风暴、在线作业和在线测试，督导建议增加在线小组教学，增加同伴之间

的互评和反馈。同时，还需增添更多的单元主题相关的思辨性内容作为课外扩充阅读，

增强课程的学科知识性。

（2）提问应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有些难度稍大的问题应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

间，班上优秀的学生的回答并不代表全体学生的水平，其实大部分学生还是不清楚的。

建议先给学生一些问题，让他们课前独立思考，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出问题的答案，然

后在课堂上同桌之间先切磋讨论，再进行分享。

（3）课后应增加思维案例训练。督导对课后反思环节比较认可，但觉得这样还不

够。具体建议是篇章学完之后，可以针对课文中所学的框架结构、主题句的写作和重点

词组的用法等进行仿写。写前进行头脑风暴，教师可参与其中，引导学生更好地展开思

辨，同时对自己的大纲进行整理。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大纲，按照课文的句式进行句

子仿写，并在平台进行提交。写后，教师对典型样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并引导同

学们进行互评，同时教师随时监督和管理并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4.4  教师反思

从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以及督导的反馈来看，该思辨英语教学设计整体方案是可

行的。该教学设计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基本实现了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机

融合，对学生思辨技能的训练以及思辨品质的养成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在各类思辨活动

中促进语言知识点的吸收和内化，做到了思辨显性化和语言教学隐性化。但是，在具体

操作层面还需进一步改进，如线上教学环节如何更好地体现思辨性；线下课堂环节如何

体现全员参与性；课后环节如何让学生把所学的思辨技能更好地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从

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提升。这些都将在下一轮教学中进行优化改进。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综合英语（4）》具体一个单元的课例研究，本文探讨了线上线下融合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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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英语教学，教学活动设计以 TERRIFIC 思辨英语教学原则为指导，具体实施分四个教

学环节：任务式驱动、“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合作建构、“以活动为中心”的融

合式操练、“以评价为手段”的反思巩固。根据学生和督导的反馈，思辨英语教学的整

体设计从中观层面来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对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思辨技能的训

练和思辨品质的养成有较好的引导作用，基本做到了语言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机融

合，对语言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从微观操作层面来看，线上教学平台思辨元

素的设计、线下课堂的思辨活动方式的探索和学生思辨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等细节问题

尚有许多改进之处，有待下一轮教学中进行完善。

本研究对语言教学的启示是，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课程不仅仅是语言技能课程，

教师应该让学生通过单元学习探讨单元主题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考虑怎么样让教学更

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怎么样让课堂变得更加有思辨含量，让语言的课堂不仅是语言的

学习，还是学生在文、史、哲、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研究等领域拓展知识、边界，

然后积累最基本的人文素养和学科知识的一个过程。后期的研究可以横向探索，怎样使

《综合英语》课程与基础阶段的其他技能课程如《英语视听说》《英语口语》《英语阅读》

《英语写作》《英语语法》等课程相衔接，所有基础阶段的技能课程能否进行配套教学，

从而使思辨能力的培养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可以进行纵向研究，如《综合英语》课

程第一册到第四册，各自思辨能力培养的侧重点有何区别，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特点

在不同阶段有何不同，从而采取不同的思辨教学策略、安排有针对性的思辨活动，使思

辨教学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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