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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Pneumonia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are stepping into the Online Teaching 

era, which altered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online teaching is faced with and explores the path and experiences of college English onlin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design, teaching resources production, extracurricular self-autonomous 

learning activities design, assessment (mainly formative assessment), classroom management. It may provide 

College English educators with referen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nd collection of 

pedagog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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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有的线下教学节奏，使中国乃至全世界“不得不”进入在线教学时代。本文

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背景，分析了在线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课堂活动设计、教学资源制

作、课外自主学习活动设计、课程考核、课堂管理五个维度探索了大学英语课程线上教学的路径和经

验。通过对于线上教学平台的探索，以及线上教学经验的总结，希望为英语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大学英语，停课不停学 

 

1.研究背景 

2019 年 12 月开始，中国开始流行一场大规模传染

病——新型冠状肺炎（Coronavirus Pneumonia）。2020

年 2 月末，全国大中小学寒假结束后，教育部宣布应对

新冠肺炎“停课不停学”方案。由此，全国大中小学不

得不进入“网络教学”时代。 

每次应对“灾难”都拉动了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跨越式发展，2003 年“抗击非典”催化了网上购物

等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催化

了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20 年这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必将催化 5G 深刻改变社会。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要思考 5G、智能化、云化将催生和加速教育的创新

变革，线上工作教学、在线学习成为趋势，新科技应用

将让个人和社会组织减少对时间依赖、空间限制、工作

方式限定。 

2019 年 9 月，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开始

推行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经过了第一

学期的教学，师生们渐渐适应混合式教学与学习模式。

2020 年 3 月开学初，因疫情，师生们开始居家办公、学

习，将混合式教学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中。本研究旨在探

索疫情期间大学英语课程在线教学的方式和经验，期望

为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提供一个范本。 

2.在线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教师来说，在线教学意味着必须要熟悉新工具

和新手段，离开了传统的黑板、粉笔和讲台，开始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知识的传授与讲解，如何熟练应用网络授

课平台，比如钉钉、腾讯会议、雨课堂，对于大学英语

教师，尤其是对老教师来说，是第一个挑战。第二，由

于大学英语课程属于语言类课程，如何开展线上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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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进行有效的课堂互动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三，

采用何种授课方法，是传统的讲授法、语法翻译法[1]，

还是现代的交际教学法[2]、任务型教学法[3]等进行线

上教学，在线下教学过程中如何指导学生，是老师们需

要探索和总结的。虽然遇到了诸多挑战，但是疫情期间

不得不居家授课，对于广大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将混合式

教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一个好机会。 

对于学生来说，进行线上学习需要具备一定的硬件

和软件环境。硬件上，包括居家时是否有电脑，手机，

PAD,或者家里的网速，手机流量等因素。软件上，学生

能否从思想上接受在线授课，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课前

及课后的自主学习与复习，是课上有效学习的必要条件。

[4]线上教学的第三周结束后，公共英语教学部对大连

东软信息学院 2018级和 2019级学生开展了在线教学第

三周“学生学习状态、学习体验”调查，通过问卷星，

共收到有效问卷 4206 份。其中，31.41%的学生反映能

够自我调整并迅速恢复学习状态；53.66%的学生反映在

逐渐适应线上学习，逐渐恢复学习状态；但还有 15.65%

的学生反映在线学习环境复杂，导致学习状态不理想或

者无法投入学习。总体来说，大部分学生（84.35%）进

入到了网络学习状态。 

3.大学英语在线教学经验 

 开展在线教学五周后，公共外语教学部组织教师填

写了在线教学经验分享调查问卷，从课堂活动设计、教

学资源制作、课外自主学习活动设计、课程考核（含形

成性考核）、课堂管理，共五个维度，收集老师们的线上

教学经验。 

3.1.课堂活动设计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支持者[5]，在线教学

对于语言口语类或者写作类任务的讲评，教师可以通过

课前选取具有典型问题的任务样例，在课前推送进班级

学习群，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前进行讨论，课中通过

学生互评的形式，排查样例中存在的相关发音、语法等

问题，并对样例如何进一步改善给出意见。最后由教师

进行总结点评，学生展示与学生互评的形式加强了学生

对于课堂活动的参与，使学生在审视别人存在问题的过

程中提高自身语言能力，小组讨论的形式也增强了学习

中的朋辈互助。 

在课堂活动设计方面，由于在线教学互动受到限制，

设计的活动要比课堂教学略微容易一些，让学生积极参

与，获得成就感。同时，在讨论类题目设计的时候，为

了使更多的学生课上参与进来，可以将题目课前布置给

学生，并将题目要求细化。 

 在线上讲授时，为了使学生注意力集中，讲授时间

要比课堂教学简短一些。可以安排小组讨论活动，但不

宜过多，尤其是大班英语教学。 

3.2.教学资源制作 

因为学生缺少纸质教材，授课过程中学生也无法看

到教师的动作，所以语言类课程课件的制作必须更加详

细、图文并茂，才能让学生快速找到教师讲授的重点，

也便于学生的理解。通过在 PPT 中插入视频、音频、设

置动画效果等，强化授课效果，让学生的思路跟教师保

持一致。此外，每讲授完一个知识点就穿插一些习题，

通过钉钉群的投票功能、课堂派的课堂互动功能辅助完

成。 

针对学生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学习内容，可以制作

课程学习手册，学生通过阅读学习手册了解本科重难点，

同时配以课前习题，学习过程习题，以及课后测验等部

分内容，做到一册多用，避免学生因资源过于分散而不

能有效利用的问题。该手册学生可以留存作为后续复习

使用，用途丰富，且电子版便于留存。大连东软信息学

院公共英语教学部为学习《大学英语听说强化》课程的

同学制作了课程导学（单元主题导入视频）、单元学习指

南（电子手册）、教学微视频（词汇与语法自学微课）、

教学课件（课文自学版本）等课程资源资源。（表一） 

 

表 1  《大学英语听说强化》课程资源 

课前 
学习通（单元主题导入视频、词汇微

课、自学课件） 

课后 iTest 系统（听力、阅读、翻译） 

Fif 口语训练系统（口语） 

批改网（写作） 

3.3.课外自主学习活动设置 

课外学生的自主学习直接影响在线课堂的学习效

果，自主学习任务要适量，不要过多，应与课堂的教学

知识点紧密相关，并且有及时的反馈，最好在课堂上利

用一下时间反馈，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此，大连

东软信息学院公共英语教学部利用学习通平台（图一）

为学生上传课前学习资料，包括课程相关词汇微课、教

学课件等，让学生自主预习，课中对学生课前学习内容

及时检测、对课后在作业反馈，课后通过 iTest 系统布

置听力与阅读作业，Fif 口语训练系统布置口语练习，

批改网布置写作作业。在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习活动时，

老师们也会根据学生的课上学习状态和授课进度适时

地调整自主学习内容，比如提出 iTest 系统中的阅读选

词填空题可以不做，从而给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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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习通平台 

当课程内容为能力考试辅导教学内容时，为了培养

学生应考时的时间观念，难免需要边练边讲、甚至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整套习题的做法。考虑到课上时间有限，

有的老师会规定学生在课下自行完成习题，课上以讲题

为主。线上教学期间，学生在家里学习，干扰因素较多，

很难保证能够在 1 个半小时到 2 小时内心无旁骛，一

鼓作气完成一套习题。鉴于此，可以在讲每套习题的前

一晚，召集班内同学集体进行线上晚自习，规定时间、

规定做题内容，要求学生统一打开视频，在任课教师的

监督下完成一整套试题。教师在“监考”的同时，可以

同时完成备课，也不觉得浪费了课外时间。这样，第二

天课上讲题的时候，学生对考题内容记忆深刻，同时也

锻炼了做题速度和专注力。另外，如果有教师认为，组

织全班同学自习难度较大，可以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

并指派小组长，在组长的带领下，组员自行商量自习做

题时间，相约线上共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套习题。 

3.4.课程考核 

考核环节是线上授课最难控制的环节，如何尽量为

学生创造一个公平的测试环境成了在线考核的关键。在

考查学生对于单词的理解和应用时，可以利用课堂派，

以课文中的句子为载体，在句子中把想要考的单词空出

来，同时给出单词的首字母，让学生把单词填写完整。

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学生在考核期间查阅资料，在正式

发布考试之前，让个别学生试做，计算出不查阅参考资

料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最短时间，设置答题时间。这样考

核出来的结果基本符合学生平时的状态和老师的预期。 

在线直播教学过程中课堂测验如何避免学生作弊，

考查出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是保障在线课堂教学效果

的重要环节。 《商务英语视听说(二)》课程的做法是所

有的课堂测验内容全部是教材外的素材，学生无处可以

抄袭，同时采用问卷星用手机微信扫码答题，规定提交

时间，屏蔽搜索引擎，同时要求学生摄像头对对准个人

答题角度，这样全方位无死角的杜绝作弊。 

形成性考核的设计上，重视学生在线学习课堂表现

的考核，《大学英语听说强化(二)》课程是将 60 分的形

成性考核分为口语作业（10 分），随堂验收（10 分），阶

段性检查（30 分）与能力测试（10 分）。口语考核是根

据学生在 Fif口语训练系统句子、段落的朗读完成情况，

和口语考试模拟题完成情况，参考系统自动评分，教师

抽查，复听，按照学生的发音、语音、语调以及口语作

业完成的态度等维度进行打分。随堂验收注重学生自主

学习效果检测，教师根据各自班级实际教学及学习任务

安排，针对每次课前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随堂进行检查、

验收，内容可以是单词听写、词汇练习、口语对话展示、

听力练习、句子翻译等。阶段性检查分为三次：1.第一

次检查是课前在线学习情况，课中在线学习效果和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的考核（10 分）；2.检查二是以音频和视

频形式提交的口语会话或单元口语项目成果物，教师根

据学生提交的成果物，检查学生口语项目的完成情况

（10 分）；3.阶段性检查三是 iTest 测试，对教材所学

的内容进行检验，检查听力、词汇、阅读和翻译等内容，

教师随堂举行。最后的 10分能力测试是凯思能力测试，

考核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3.5.课程管理 

对于口语课程的线上教学，尤其是大班授课，课堂

管理是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授课班型较大，主动回

答问题的学生总是那些，而其他大部分学生，在线上授

课的情形下，教师无法得知他们是否在听讲，所以可以

采用提问的方式“无规律”变化的方式，比如抢答加分，

随机点名提问，按顺序提问，或同学推荐。这样可以营

造一定的课堂紧张度，帮助学生保持注意力和良好的听

课状态。 

 在大班口语课授课前，可以将课上需要讨论的口语

题目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课前查阅资料。学生课堂

分组讨论，教师可以加入个讨论组，可以作为“观察

员”，观察学生小组讨论，也扮演“讨论者”，加入学

生的讨论。在线教学教师加入讨论组就像是真是课堂中

教师在学生小组讨论的时候在课堂中来回走，“巡视”。 

一方面监控学生的讨论进度，另一方面可以为有问题的

小组答疑解惑。 

课堂管理中的课堂互动设计，可以要求学生在在线

平台组群内，通过打字完成与老师的课堂互动。教师端

通过手机打字进行互动，电脑端保持屏幕分享，平台远

程讲解，互不影响。此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使尽量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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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课堂，也避免了在线教学只能单名同学逐一发

言的限制，课堂气氛会比较活跃。另外，为了鼓励学生

多多互动，可以对群内发言次数进行统计，并给与相应

次数对应的加分到学生的平时成绩考核中去。 

4.结语与展望 

混合式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的体验感。但是，如果教师没有

做好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设计、准备与检测工作，很难

保证在线教学会有传统教学的教学效果[4]。此外，疫情

结束后，高校外语工作者还应思考：如何将课堂教学与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教学衔接，提升混合式教学效果。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了迅速推广，

疫情后线上课程建设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如何建设高

校大学英语课程，使其课程体系与传统教学有效衔接。

如何建设国家级-省级-校级的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微课等丰富的线上课程资源。如何建设和完

善混合式教学平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线上线下教学，

以及如何提升和改善教学工具的使用，提升教师的教学

效果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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