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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age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s given great emphasis to, CBI teaching concept is in line with the 

need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with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ow level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low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weakness in practical language 

us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ince it enables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the language through 

exploring contents of of different subjects or themes. Based on the 6-T's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CBI theme-based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of this model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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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BI 教学理念符合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对国际化人才知识、能力和素养的培养需求，能够帮助语言学习者在学

习学科知识或主题内容的同时掌握语言知识、提升语言技能，为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学习主体意识差，

兴趣不高，语言实用能力较弱等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本文基于 6-T’s 法建构 CBI 主题模式大学英语教学

框架，对比分析该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及效果，并探索了未来研究与实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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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BI 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语言教育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它的本质特

征，即工具性，决定了语言教育必须紧跟时代的要

求，以适应时代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在当今新文科

建设背景下，英语教学应根据国际化人才所必备的

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进行设计，为学生提供综合

性的跨学科学习，以实现知识扩展、语言能力提升

和创新思维的培养。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是

一种通过内容教学达到外语习得目的的教学理念。
【1】它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符合新文科人才培

养需求。 

CBI 理念认为当语言教学与学科教学或特定主

题相结合时，当语言作为学习知识的媒介时便产生

了最理想的外语、二语学习条件。
【2】在以 CBI 理念

为指导的语言教学中，教学的重点不是孤立地学习

一门语言，而是通过对主题或学科内容的研究来学

习语言。CBI 课程以内容为核心，使用真实的语言

和文本，以学习者的需求为指导，帮助学习者掌握

语言知识，提升语言技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学

习理念，与自下而上的学习理念不同，学习者首先

关注文本的整体意义，然后关注语言特征。 

CBI 理念有四种常用教学模式：主题模式、课程

模式、辅助模式以及专门用途模式。这四种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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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模式的课堂主讲教师是语言教师，教学目的和

重点是语言教学，其宗旨是围绕某个特定主题及像

关话题组织教学，其运行机理是设法让学生积极主

动地参与各种主题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使用

语言，实现语言教学的目的，最适合基础阶段大学

英语课堂教学实践。 

 

 

2. CBI 主题模式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2.1 6-T’s法 CBI 主题模式大学英语教学框
架 

本文基于 Stoller（1997）提出的 6-T’s法即主题

(themes)，文本(texts)，话题(topics)，线索(threads)，

任务(tasks)，过渡(transitions)建构了 CBI 主题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框架。 

 

图 1：6-T’s法 CBI 主题模式大学英语教学框架 

主题划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确认学生

感兴趣的话题，采取就近原则，选用与教材课文内

容接近并能激发学生兴趣的主题设计教学流程。 

文本选择：从英语权威媒体上选择与课文相关

的百科知识性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真实语

言材料，使学生暴露于略高于自身现有语言水平的

可理解性输入，从而在获取百科知识的同时提高语

言能力。 

话题控制：话题是基于主题的进一步细化，也

是对主题更深层次的探索，话题控制遵循重要性、

争议性、可发掘性和兴趣性原则。 

线索构建：线索是可以把各个主题有机串联起

来的抽象概念或视角，它是增强教学的整体性和相

关性的关键。 

任务设计：任务是实现 CBI 主题模式教学的主

要途径。教学任务形式多样，其中包括词汇、语

法、课文结构、文章背景知识和相关知识的预习任

务、为更好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的总结、分析、讨

论任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出任务，话题内容决

定任务形式。 

任务过渡：实现单元主题内各话题之间自然转

换的过渡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学习内容安排上

环环相扣，一是在学习任务设计上层层递进。 

在 6-T’s CBI 主题模式教学中，教师承担了多重

角色。首先，教师整合现有教材主题和学生需求及

兴趣，选定教学主题和话题，补充学习资源，设计

教学活动及流程，是教学活动的策划者。其次，教

师引导学生完成相关话题的预习和拓展，积累语言

知识、语言技能和话题要点信息，为学生展示活动

的观点提炼和表达以及后续的自主学习提供脚手

架，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在学生展示产出任务阶

段，教师认真聆听学习，并组织师生、生生间展开

交流互动，是教学活动的合作者。在学生在自主学

习的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即时或延时反馈和帮

助，是教学活动的辅助者。 

2.2 CBI 主题模式解决的教学问题 

第一，CBI 主题模式教学实现了从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教

师基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整合学习资源，采取小组

合作、任务型、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等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式，有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进行有意义的语言运用活

动搭建脚手架，实现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

体”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第二，CBI 主题模式教学实现了学生学习动机由

外因向内因的转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主题

模式以内容为驱动的教学理念，体现了英语教学知

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过

程，学生逐渐意识到英语是学习新知识的有力工

具，他们可以借助这一工具接收理解更多元化的信

息、并将自己的观点传达出去，因此学生愿意利用

这一工具来学习探索新知识。事实上，在学生以内

容为基础了解课文相关主题知识和进行问题分析与

讨论的过程中，内容的学习带动了语言的学习，诱

发性、被动性的学习动机转换为了自发性、自主性

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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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CBI 主题模式教学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英语

实用能力。主题模式下的课内外活动形式多样，有

以总结、归纳、论述等为任务特点的写作形式，有

表演、采访、展示等娱乐形式，也有辩论、竞赛等

对抗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其内容都是

针对学生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可能会面临的真

实情境所设计，学生在分析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

运用目标语，潜移默化的提高了语言实用能力。 

3. CBI 主题模式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效

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采用 CBI 主题模式

教学的班级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了显著提高。 

1）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有所提高。在完成超越

语言文本本身的学习任务时，语言学习已经不再局

限于对文本中的单词和句子的理解，和对该文本中

心的概括，而是扩展到使用概括、分类、比较、表

述，推理和预测等技能，分析、评价和解决主题相

关问题。学生的认知能力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得到有

效训练，英语阅读能力也得到相应提升。 

2）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根据

课堂观察，学生参与课堂活动更积极主动，在小组

活动和讨论中更具有合作意识，课堂专注度更高并

且乐于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根据问卷调查，学

生对英语国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英

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言规则，还要了解英语国家

的文化和英语在其文化中的使用。学生的学习动机

从外部课程考试压力转换为了借助语言工具了解他

国文化和百科知识的渴望。 

3）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更加频繁。学生在完成

各种任务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发现来学习语言，学生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对学习进行计划、监控和评

估，因此，他们使用元认知策略更加频繁。在问卷

调查中发现学生有明确的想要提高英语水平的目标

并且会对自身的英语学习做出规划，同时会想方设

法找到更好的英语学习途径，积极将所学语言应用

于真实交际中。在大量的交际任务中，学生同时提

升了社交策略和补偿策略的使用。 

4）学生课堂参度和表现力有明显提升。将百科

知识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入到教学活动中时，学

生更愿意主动分享已知信息、讨论未知问题。学生

从参与简短、直接、不需要再加工的低难度话题任

务转变为参与需要分析、思考、评价的高难度话题

任务。在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中，学生在小组内各

展所长，分工合作，互相学习，共同展示，降低了

以个体为单位学习及展示的焦虑度。经过长期积

累、讨论、互动活动，学生的思路更加开阔，思维

更加活跃，更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见解，在准备时

间不是很充分、需要即兴发挥的情况下课堂参与度

也有所提升。 

4. 未来研究重点 

第一，语言学习材料的选择与使用还需要深入

研究。在补充教学资源的选择上，笔者主要依靠多

年的教学经验来判断难度是否合适，没有科学化标

准，主观性较强。在语言材料的编排上，为了保证

内容表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语言的真实情境，

所有语料都没有进行后期的删减或改编，导致有些

话题语料的难度偏高。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对难度

较高的文本材料做了生词注释和背景知识注解，但

在音频和视频材料的处理上，还有待技术的进一步

完善。另外补充教学资源的使用没有量化的统筹标

准，只是根据可以找到的资源，随机加入到各个话

题中，各主题语料资源还存在不平衡现象。 

第二，如何采取多元评价体系，对教学过程进

行全方位立体化评估，有效地为教学提供反馈信

息，以评促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目前的

评价主体虽然包含了学生自评，生生互评和教师评

价，但生生互评的辐射面还比较小，还需要给予更

多的学生引导和激励，帮助他们学会分析评价他人

的表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反思自己的表现。其

次，评价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意识还有待激励。未来

会考虑更多地让学生参与到评价标准的制定中去，

从而增强学生学习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

反思的能力。最后，针对自主学习情况、学习策略

使用、品德和价值观、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

思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隐

性知识”的评价还缺乏科学高效的的评价体系，应

成为进一步实践研究的重点。 

5.结语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外外语界的各

种 CBI 教学案例给 CBI 研究者们展示了广大的思考

和探索空间，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着重思考近年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混合式教学的广泛应用给大学

英语教学带来的巨变，结合教学实际，构建出顺应

新趋势的 CBI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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