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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needs to cultivate first-class talen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are increasingly urgent.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reason why we haven’t 

been abl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at we 

are teaching contemporary students with relatively outdated ideas and methods.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pressing to promote teaching informatization and reconstruct classroom teaching ecology, 

and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seems to be an effective way to help us out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dilemma. Taking the reform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in our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blended learning 

mode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eaching staff, curriculum system,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volutionary ideas for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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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对高等教育一流人才培养的需求愈发迫切，但一直以来我们之所

以没有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高质量人才，是因为我们还在用相对陈旧的理念和

方法教授新时期的学生。因此，推进教学信息化、重构课堂教学生态改革迫在眉睫，而混合

式学习模式似乎是帮助我们走出目前教学困境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我校大学英语混合式学习

模式改革为例，从师资队伍、课程体系、课程资源和学习环境四个方面，总结分析了构建混

合式学习模式的实践路径，以为其它院校提供一定的改革思路。 
 

1.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一直存在重读写轻听说的弊端，这种听说读写

能力的发展不均衡势必导致中国的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只会考试做题，而不会语用交际。根据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7 版）》，“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

展。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

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

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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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夯实语言基础是首要前提，强化听说能力、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是重要导向。但是，由

于国内缺乏英语的语用环境，所以仅通过短暂的课堂教学时间来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

不现实的，这就要求老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课下时间，同时辅以大量的原版英文材料作为

输入资源，尽量多地为学生创设浸入式英语学习环境，从而逐步提高他们的语言输出能力。 

作为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产物，混合式学习模式可谓是上述教学思路得以

实现的有效途径。混合式学习可以将线下课堂教学的优势和线上网络学习的优势有机结合起

来，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技能的培养从狭小的课堂无限大地延展到课堂外，“学生可以有

效利用各个知识来源渠道完成知识的整合和自我构建。 [1]” 

2. 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内涵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虽是近些年教育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但它的理念和思

想却已存在许久，用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的话说，它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新概念。何

教授(2004)说，“Blended Learning 的原有含义就是混合式学习或结合式学习，即各种学习方式

的结合。例如运用视听媒体（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的学习方式与运用粉笔黑板的传统学习

方式相结合；计算机辅助学习方式与传统学习方式相结合；自主学习方式与协作学习方式相

结合等等。 [2]”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 E-Learning 的发展，Blended Learning 在原有内涵

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 Curtis J. Bonk 教授在他编著的《混合学习

手册》中给出了非常清楚而又简洁的概述，即“面对面教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结合

（combining face-to face instruction with computer-mediated instruction）。[3]”何教授（2004）认

为，“所谓 Blended Learning 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 E-Learning(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

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

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2]” 

3. 以强化听说能力为主的大学英语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构建 

从混合式学习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混合式学习模式绝不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摒弃，也

不是将网络化学习与传统教学的简单叠加，它应该是二者的深层次交互融合。笔者认为混合

式学习是以信息化学习和联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传统教学为基点，依托网络平台，按照课

前、课中、课后时间顺序，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

模式，将教育的价值最大化，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3.1 混合式学习师资队伍的构建 

教育信息化时代为我们带来的最大益处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获取到所需要的知

识信息并进行泛在学习。但是，知识信息碎片化为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弊

端。尽管互联网上有大量免费开放的学习资源，但并不是所有学习者都懂得从碎片化信息中

筛选出自己想要的知识内容，也不是所有学习者都足够的自主独立，尤其是在校学生，他们

主动学习的内驱力相对不足，所以在对他们实施混合式学习的时候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对于已经将传统教学理念根植于心的一线教师来说，这一新兴理念的产生无疑是

对他们固有教学观念的冲击和挑战。一时之间，若想让教师从根本上接受混合式学习理念，

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混合式学习的改革中是有一定难度的。这就要求各教育教学部门对教师

进行思想动员，并组织混合式学习的相关培训。柯蒂斯·邦克教授（2009）认为，“混合式学习

最大的障碍是目前教师培训体系中针对将要实施混合式教学的教师培训做得还不够[4]”。混合

式学习培训不仅要让教师了解混合式学习理念的内涵和意义，还要向教师分享具体的课程设

计方法，展示成功的教学案例，并辅以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一只好的混合式学习师资队伍

可谓是混合式学习理念得以有效实施的大前提，再好的理念如果得不到内部执行者的主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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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积极推动，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从决定实施混合式学习改革开始，笔者任职的学校

就通过各种方式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思想观念动员和行动方针指导。同时，我们还从不同程

度上开展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师资培训活动，包括选派优秀骨干教师到他校参加研修培训，

邀请专家学者到校进行讲座研讨，以及组织全体教师参与线上学习培训等。这些师资培训活

动无疑对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实施起到了一定地推动促进作用。 

3.2 混合式学习课程体系的构建 

课程体系是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培养目标的载体，它规定了培养目标实施的具体方

案。它是由特定的课程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活动和课程评价组成的。 

笔者所任职学校的大学英语课程秉承以混合式学习理念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

为导向，以听说为主线，以一体化设计为核心，以资源为保障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上，我们

通过对教材的二次加工，围绕单元主题设计出以强化听说技能为主的单元项目，同时自行创

建了以强化记忆和理解能力为主的词汇和写作微课，以及以检验阶段性学习效果为目的的单

元习题库，供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后检验操练。在教学模式上，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一

体化的活动设计以及翻转课堂的实施，我们将传统教学模式的课上与课下教学过程相颠倒，

使得学生线上自主观看学习微课等资源并完成诊断性测试，线下与教师一起完成作业答疑、

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使教学各环节层层相扣，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我们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引导学

生充分利用课前和课后时间进行个性化自主学习。在教学评价上，我们以产出为导向，引入

多元化评价手段，通过诊断性测试、随堂验收、阶段性测试、单元任务等过程性评价和期末

终结性评价对学生预期学习目标的实现进行考核、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效果进行全面、

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并将测试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帮助学生分析结果，改进后续教学实践。

在学习支持上，教师通过在混合式学习平台、iTest 作业平台、FiF 口语训练系统、超星学习通

APP 及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各种基础学习资源和拓展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同

时通过 TA 和大学英语互助学习中心，辅助学生更好地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果。在持续

改进上，教师随时监控学生课前及课后线上学习情况，通过课前诊断性测验、课中自主学习

效果检验和单元后阶段性测试以及学习过程的数据分析，帮助学生找出薄弱环节，并通过知

识点讲解和答疑辅导等形式帮助学生持续改进学习。同时教师通过随堂测验、阶段性测试成

绩分析、师生座谈、教学反思等形式，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3 混合式学习课程资源的构建 

在线课程资源分为三类：指导性资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改措施等纲领性文件）、

内容性资源（多媒体课件、教学微视频、课程教学录像、拓展性资源等预设学习资源）、生成

性资源（课堂讨论、互动交流、完成任务、自我反思等动态生成性资源）[5]。 

如果将混合式学习资源的这三方面比作一个金字塔，指导性资源应该是处在塔尖的，对

整个课程的实施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在制定指导性资源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

研究路径，由团队领导组织全体课程组教师研讨，分析学生特征、学习需求、学习内容，从

而确定学习目标、重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流程、撰写教学纲领性文件。 

内容性资源处在金字塔中部，是基于资源的混合式学习的枢纽，是课程内容和知识的传

播载体，是影响混合式学习活动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所开发的内容性资源包括多媒体课件、

微课资源和拓展性资源。基于我们的课程目标，多媒体课件主要针对阅读部分内容，用于课

前学生对篇章内容和句式表达的自主学习，以便为课上知识的内化和语言的输出做好准备。

针对我校学生特点和语言水平，我们所开发的微课是对认知能力要求较低的词汇类和写作类

微课，其目的是为课堂教学省出更多时间进行更高级别的能力训练。拓展性资源是关注专项

语言技巧训练方面，资源主要来源于网络，经课程组教师甄选后，由平台统一推送给学生。 

生成性资源虽处在金字塔的最低端，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相比于前两种预设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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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表现形式为在线学习及诊断性测试记录、学生作业及

单元项目成果物、以及互动问题等。生成性资源可以说是最直接反映混合式学习效果的资源。 

3.4 混合式学习环境的构建 

混合式学习的实施离不开学校软硬件环境的支持。软件环境主要指学校的政策支持，包

括组织与管理政策、课程建设政策和良性激励政策等。笔者认为混合式学习改革首先应该是

自上而下的推动。只有校高层领导率先认识到混合式学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能组织建立

有效的混合式学习建设、管理与运行机制，并配置各部门合理的人力，搭建高性能和高可靠

性的网络教学环境。与此同时，学校还要考虑到作为混合式学习主要参与者的教师和学生在

整个改革过程中的主观意愿。如果教师主观不认同信息化改革，或者学生不主动参与实践，

那么改革势必不会起到任何成效。因此，“在教师支持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助奖励、提供实时

的技术支持、提升教师信息素养以及善用同伴的压力是激励教师的重要策略。在学生激励方

面，建立有效的宣传模式、提供实时的系统咨询渠道、提供免费的上机条件、善用课程助教

以及提供适当的网络社群功能是将网络学习方式推广给学生的重要策略。[6]”  

硬件环境主要指信息化教学环境，包括全方位覆盖的无线网络、网络教学平台、移动教

学软件、录播室、微课制作软件及信息技术支持团队等。混合式学习是具有技术依赖性的，

成熟而又稳定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混合式学习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当然搭建支持混合式学

习的硬件环境是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所以在实施混合式学习改革的初级阶

段，学校是可以使用市面上比较成熟的网络教学平台（如爱课程网、中国大学 MOOC、学堂

在线、智慧树、好大学在线、网易云课堂等）或使用开源的移动教学软件（如雨课堂、课堂

派、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等）。当进入到混合式学习改革的成熟阶段，学校可以出于对自

行创建的课程资源的版权保护或出于申报混合式学习教改立项的考虑，来选择自主研发自己

的网络教学平台或移动教学软件。在混合式学习的应用实践阶段，专业的信息技术团队对教

师整个教学过程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术业有专攻，外语类教师大多为文科专业出身，

所以技术层面应该是大多数教师实施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最大屏障。只有学校层面为一线教师

配备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技术团队作为后方支持，才能确保混合式学习改革平稳有序的开展。 

4. 结语  

混合式学习是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所在，但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改革亦是如此，它需要做好客观和主观各方面因素的统筹安

排。组建混合式学习的师资队伍，制定混合式学习课程体系，建设混合式学习课程资源和创

建混合式学习软硬件环境是实施混合式学习模式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构建混合式学习模式

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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