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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pedagogical reform.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dea of teaching reform and teaching conception, due to
which flipped teaching are adopted and gradually popularized. In practice, we found both flipped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 have their virtues and faults by comparing them in teaching
construction,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fficiency. As a result, not only can we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udy independently,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ooperation of students, but also we can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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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推行教学改革以来，我国英语教学取得了长足、稳定的发展。但目前的英语教学依
然存在教师“一言堂”、学生缺乏学习热情、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鉴于此，翻转课堂在我国
教学中得以采用并逐渐推广。在实践中，笔者通过教学实例拟将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分别从
教学结构、教学流程和教学效果方面加以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各有利弊。因此，如果将两种
模式有机结合，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课后独立学习和创新思维、实施小
组合作探究的能力，而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加速推进我国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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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翻转课堂具有新型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率
先在美国，并迅速在世界多国都得以采用和推广。我国正处于教学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了提
高教学效率，不少学校开始尝试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1]。然而，翻转课堂在我国究竟会洋
为中用，还是会水土不服呢？在本文中，笔者会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2.

翻转课堂的内涵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一般被称为“反转课堂式教学模
式”，是指重新调整课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传统的教学模式是
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家练习[2]。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同，在“翻
转课堂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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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3]。互联网的
普及和计算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使“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变得可行和现实。学生可
以通过互联网去使用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再单纯地依赖授课老师去教授知识。而课堂和老师
的角色则发生了变化。老师更多的责任是去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问题和引导学生去运用知识。
在课后，学生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集自主性学习、探究式学习为一体，让学生成
为教学的主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4]。
3. 在英语课堂中实施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教学对比
为检验翻转课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笔者大胆实践，从所在单位选取两个教学班（这两个班
英语期末均分差距仅为 0.5 分）分别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简称实验班）和“传统课堂
教学模式”（简称对照班）。
3.1. 教学结构对比[2]
表 1 教学结构对比
传统课堂
翻转课堂
时间安排
课中
课后
课前
课中+课后
课堂目的
学习知识
内化知识
学习知识
内化知识
教师
教学主体的
任务
学生

新课导入，知识讲
解，布置作业

批改并讲评
学生作业

听讲、笔记、交流、 完成作业
巩固
（含复习）

制定学案、
制作微课

课堂巡视、
一对一答疑

自主学习、自定
进度、整理知
识、
提出问题

展示交流、
合作探究

3.2. 教学流程对比[3]
在“虚拟语气”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在对照班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如下图(图 1)所示。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笔者认真备课后，首先在课堂上呈现出虚拟语气的若干实例，然后让学
生分组讨论，并归纳总结虚拟语气的用法规则，然后在系统全面地介绍虚拟语气的定义、用
法、特殊句式等，通过循循善诱让学生逐渐掌握虚拟语气的用法。笔者发现，在教学过程中，
一定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来分组讨论并归纳总结虚拟语气的用法，并且通过随堂练习及时为
学生查漏补缺。但难点在于，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而课堂容量大，相当一部分学生，尤其是
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会感到“消化”困难，加上特殊句式的出现，学习难度倍增，让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大打折扣，直接影响了本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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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照班采取传统教学模式

图 2 实验班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笔者在实验班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图 2），主要包括课前学习和课堂知识内化两个部分。
在备课时，笔者设计了一套详尽的学案，让学生明确本课的学习内容、目标，并为其提供相
应的学习资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学习进度，充分咀嚼并消化每个知识点，
最大程度地汲取微课视频的营养。对于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及时标记，在课堂环节，
通过小组合作，师生合作的形式进行解决。这样，每一个学生都能摘到树上的苹果，并且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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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苹果的甜美的滋味。
笔者发现，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将课前的微课学习作为铺垫，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
最大程度地解决难点和易错点，使得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3.3. 教学效果利弊的对比
在讲授虚拟语气时，采用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各有利弊。
3.3.1 翻转课堂教学的优点
第一，翻转课堂能够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虚拟语气的教学中，时态的正确使用一直是其瓶颈。学习基础差，领悟能力弱的学生更难
在短短四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内完全掌握该语法点。然而，在翻转课堂中，这部分学生就可以
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实时暂停或回放视频，反复学习知识点、听取老师的讲解，通过重复
多次的学习逐渐掌握其重难点。同时，老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自学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学生
进行个别辅导答疑，做到个性化教学。
第二，翻转课堂解决了传统课堂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即“学生自主选择所学内容”[5]。
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的微课通常包含必学内容和选学内容。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学习内容。虚拟语气的内容繁杂，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选择容易的板块
学习；而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尝试继续学习混合时态板块的内容，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
习惯和能力。
第三，翻转课堂使得“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成为可能”[6]。
经过课前微课学习环节，学生对于所学内容已经明确了重难点；在课堂巡视过程中，教师就
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实施“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做到有的放矢。
3.3.2 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
第一，传统课堂在探究课型上较翻转课堂有优势，能够让学生亲身体会真实的探究过程，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开拓和团结协作的能力[7]。例如，在英语写作课“在学校是
否应该禁用手机”的传统教学中，通常让学生事先就题目完成作文初稿，然后在课堂上采用
小组互评机制，分组讨论作文的优点和不足，并经过集体修改后，再到班级讲评。在课程中，
学生通过自我创作、小组互评、集体修改、归纳总结的步骤，体会到每一个环节的有效性、
创造性和成就感。同时，更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
思维层次，同时让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激发起高昂的学习热情和动力。
然而，在该写作课的翻转课堂中，尽管在学案中已提供了与话题相关的词汇、搭配和句型，
让学生能够在课前学习。但是在课堂中，老师主要进行个别辅导与答疑，课堂上没有充足的
时间让学生协作探究，循序渐进，从而不能达到探究型教学的效果。鉴于此，笔者认为，将
写作课的传统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机融合，相互取长补短，教学效果会得到明显
改善。
第二，传统课堂在隐性知识的传授上比翻转课堂更有优势[8]。
在翻转课堂中，教师的微课视频是提前学习的，尽管在授课过程中有时间停顿，但是学生与
老师缺乏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在课堂答疑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一对一”
辅导上，从而在课堂节奏的把握上往往缺乏宏观性和全局性。
再者，在听说课型中，教师传授的不仅仅是显性知识，还有教师个人的隐形知识蕴含其中，
这种隐性知识既包含教师的思维方式，对知识的态度，对学生的情感，而且还包括教师的一
个动作，一个微笑，甚至是教师的人格魅力[9,10]。在翻转课堂中，这些隐性知识的传播渠
道被截断，学生在学习中的情感参与缺失了载体，课堂教学在这方面的功能被削弱了。
4.

教学反思与建议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各有优势，也存在自
身的不足。倘若在教学中，合理有效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势必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语法课中，由于传授的知识容量大，且抽象不易理解。对此，教师可以利用微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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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事先熟悉要学习的新知识，比如定义、用法、实例等等；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学习的次数；在课堂环节，有了课前的铺垫，教师可以针对学生
的难点部分重点讲解，并通过随堂练习让学生不断巩固强化。在 “活动与探究”与”观察与
思考”的过程中，将“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巧妙结合起来，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5.

结论

其实，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教无定法。作为一线的教育者，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的教情与学
情，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期形成更高
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尽情体验学习的乐趣，实现“要我学”到“我要
学”以至“我爱学”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推动英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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