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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Pass旗舰版检测报告
简明打印版
比对结果(相似度):
总 体：94%
本地库：94%
期刊库：77%
学位库：66%
会议库：10%
图书库：40%
互联网：58%

(总体相似度是指本地库、互联网的综合对比结果)
(本地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书数据库的对比结果)
(期刊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术期刊库的比对结果)
(学位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位论文库的比对结果)
(会议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会议论文库的比对结果)
(图书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图书库的比对结果)
(互联网相似度是指论文与互联网资源的比对结果)

编 号：59AE46E263196OW0I
版 本：旗舰版
标 题：我国高等学校教材升级变革方法研究
作 者：演示
长 度：7456字符(不计空格)
句子数：214 句
时 间：2017-9-5 14:40:34
比对库：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书籍数据、互联网资源
查真伪：http://www.paperpass.com/check

句子相似度分布图:

本地库相似资源列表(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书籍数据):
1.相似度：61% 篇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变革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2.相似度：19% 篇名：《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结构变迁》
来源：学术期刊 《法制与社会》 2012年29期
3.相似度：16% 篇名：《高中政治教材的优化、内化和深化——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教学为
例》
来源：学术期刊 《教学月刊（中学版）》 2012年11期
4.相似度：15% 篇名：《素质教育大参考 2012年第5A期（总第189期）》
来源：书籍数据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05-01
5.相似度：13% 篇名：《浅谈中职政治课教学优化的方法》
来源：学术期刊 《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 2013年32期
6.相似度： 9% 篇名：《高中政治创新思维教学略谈》
来源：学术期刊 《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 2013年34期
7.相似度： 7% 篇名：《高中政治教学改革探微》
来源：学术期刊 《试题与研究(教学论坛)》 2013年34期
8.相似度： 6% 篇名：《从大纲的新变化看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转变》
来源：学术期刊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6期
9.相似度： 5%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来源：书籍数据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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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相似度： 5% 篇名：《共和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1949—2007）》
来源：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11.相似度： 5%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分析及对策》
来源：学术期刊 《科技信息(学术版)》 2008年24期
12.相似度： 5% 篇名：《浅谈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来源：学术期刊 《科教文汇》 2007年22期
13.相似度： 5% 篇名：《浅谈大学英语改革》
来源：学术期刊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 2013年10期
14.相似度： 4%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浅析》
来源：学术期刊 《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5年7期
15.相似度： 4% 篇名：《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
来源：学术期刊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年11期
16.相似度： 4% 篇名：《职业类院校英语教学改革浅析》
来源：学术期刊 《科技风》 2013年4期
17.相似度： 4% 篇名：《《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浅析》
来源：学术期刊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z1期
18.相似度： 4%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来源：学术期刊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8年3期
19.相似度： 4% 篇名：《浅析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来源：学术期刊 《成才之路》 2009年2期
20.相似度： 4% 篇名：《英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来源：书籍数据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09-01
21.相似度： 3% 篇名：《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来源：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22.相似度： 3% 篇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研究》
来源：书籍数据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06-01
23.相似度： 3%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网络手段》
来源：学术期刊 《数字化用户》 2013年33期
24.相似度： 3% 篇名：《大学英语听力教材二次开发的思考--以《大学英语听说》第三版
为例》
来源：学术期刊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5年5期
25.相似度： 3% 篇名：《四、六级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6.相似度： 2% 篇名：《大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改革——第五代教材研发构想》
来源：学术期刊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年5期
27.相似度： 2%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二》
来源：书籍数据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01-01
28.相似度： 2% 篇名：《学生与教师对比视角下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研究——基于H大
学英语教学情况调查》
来源：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29.相似度： 2%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来源：学术期刊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期
30.相似度： 2%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回顾、反思和研究》
来源：书籍数据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3-1
31.相似度： 2% 篇名：《公共英语改革之我见》
来源：学术期刊 《校园英语(下旬）》 2015年9期
32.相似度： 2% 篇名：《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原则》
来源：学术期刊 《中国大学教学》 2008年4期
33.相似度： 2% 篇名：《计算机多媒体辅助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探索——淮阴工学院的个
案》
来源：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34.相似度： 2% 篇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历程》
来源：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2008
35.相似度： 2% 篇名：《通识教育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来源：学术期刊 《山东青年》 2014年7期
36.相似度： 2% 篇名：《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来源：学术期刊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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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相似度： 2% 篇名：《浅谈普通高校英语教学存在问题对策研究》
来源：学术期刊 《管理学家》 2013年10期
38.相似度： 2% 篇名：《论高中政治教学中教材结构的优化方法》
来源：学术期刊 《考试周刊》 2013年35期
39.相似度： 2%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方法改革之战略研究--简析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山
译外语模式”实施战略》
来源：学术期刊 《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 2013年14期
40.相似度： 2% 篇名：《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中的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南开大学 2010
41.相似度： 2% 篇名：《高职会计电算化课程体系改革初探》
来源：学术期刊 《东方教育》 2013年3期
42.相似度： 2% 篇名：《浅谈大学英语教育的现状和对策》
来源：学术期刊 《才智》 2014年29期
43.相似度： 2% 篇名：《实现成功教育减少两极分化——浅谈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
来源：学术期刊 《科教文汇》 2009年18期
44.相似度： 2% 篇名：《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内容呈现优化方式的策略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2014
45.相似度： 2% 篇名：《从军校英语教学改革特点谈军事英语教材的开发》
来源：学术期刊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
46.相似度： 1%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来源：学位论文 湖北大学 2007
47.相似度： 1%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50年回顾》
来源：学术期刊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1年12期
48.相似度： 1% 篇名：《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来源：学术期刊 《校园英语》 2012年10期
49.相似度： 1% 篇名：《对本科公共英语教改的理解和建议》
来源：学术期刊 《黑龙江史志》 2005年3期
50.相似度： 1% 篇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与应对措施》
来源：学术期刊 《科技信息（学术版）》 2007年13期

互联网相似资源列表：
1.相似度：20% 标题：《试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结构变迁51》
http://3y.uu456.com/bp_6e4754lnuh6trx1166al_1.html
2.相似度：15% 标题：《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
http://www.docin.com/p-749198560.html
3.相似度：13% 标题：《中职政治课教学优化方法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f1a1107375a417876f8f01.html
4.相似度：12% 标题：《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结构变迁》
http://www.docin.com/p-1452869254.html
5.相似度：10% 标题：《试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养老结构变迁_文档库》
http://www.wendangku.net/doc/a3d2c175eff9aef8951e065d.html
6.相似度： 5% 标题：《论文: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浅析-中大网校论文网》
http://www.wangxiao.cn/lunwen/92371025540.html
7.相似度： 5% 标题：《96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
http://3y.uu456.com/bp_9gbmp6ryv96zh7s4fk55_1.html
8.相似度： 5% 标题：《浅谈大学英语改革》
http://www.xzbu.com/9/view-5483892.htm
9.相似度： 4% 标题：《胡壮麟_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
http://www.docin.com/p-118495454.html
10.相似度： 3% 标题：《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析论_文档下载》
http://www.wendangxiazai.com/b-9301eed89ec3d5bbfd0a7427.html
11.相似度： 3% 标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a30842a5294ac850ad02de80d4d8d15abe230082.html
12.相似度： 2% 标题：《例文1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0c5f4133687e21af45a94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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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相似度： 2% 标题：《试析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要求[英语论文]-...》
http://www.waiyulw.com/13/71857.html
14.相似度： 2% 标题：《四、六级改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pdf...》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5/0928/26315293.shtm
15.相似度： 2% 标题：《浅谈大学英语改革_文库下载》
http://www.wenkuxiazai.com/doc/a744a72801f69e3143329499.html
16.相似度： 2% 标题：《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2012年第0...》
http://www.jinyueya.com/magazine/10926/2012_06/
17.相似度： 2% 标题：《英语课改天津五校提前进“角色”-课改-北方网-新...》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4/02/20/000736230.shtml
18.相似度： 2% 标题：《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_甜梦文库》
http://m.9512.net/read/a6bcebbc8631d68be7194433.html
19.相似度： 1% 标题：《论英语教学改革的尝试》
http://www.docin.com/p-1700118715.html
20.相似度： 1% 标题：《 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529/20/5423794_120336982.shtml
21.相似度： 1% 标题：《中国养老研究报告-专题调查分析-地产文库 - 房...》
http://fdc.fang.com/wenku/353789.html
22.相似度： 1% 标题：《乡村养老困境与养老模式选择的调查报告76》
http://3y.uu456.com/bp_43w001l80h1is530736c_1.html
23.相似度： 1% 标题：《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3717字 投...》
http://www.wenku1.com/news/C03BDA572F8B1BF7.html
24.相似度： 1% 标题：《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_胡壮麟》
http://www.doc88.com/p-9049470974405.html
25.相似度： 1% 标题：《关于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考- 维普网 -仓储...》
http://www.cqvip.com/QK/89165X/200801/1003797554.html

全文简明报告:
{100%：众所周知，为了辅助学习者实现预期的学习目标，教材内容应在语言项目、技巧
和交际策略等方面去适应学习者的需求，} {100%：同时教材应能帮助学习者达到一定程度
的自主学习。} {100%：而这一代教材通过提供真实的语料，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活动，帮
助他们发展交际技巧和策略。} {100%：这些教材还提供多种学习方法和策略，所设计的各
种练习和活动促进了学习者的语言使用的流利性，并帮助他们了解语言的工作机制。}
{100%：1985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颁布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
要表现在} {100%：英语教学改革引起重视、教学设施得到了改善、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在逐
年提高。} {100%：大学英语教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培养了大批既
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 {100%：然而与此同时，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多年来存在的一些老问题也依旧存在。} {100%：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
国家，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大学生入学英语基础相差较大。}
{94%：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高校的扩招使大批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涌入高校。}
{100%：很多学生的语言知识还不系统，甚至连语法和语音还没有过关。}
{100%：因此，学校和教师在外语教学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学生
的语言技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00%：尤其是听、说两方面的技能急
需提高。} {100%：旧的英语教学大纲过度强调阅读，忽略了听说能力的培养。} {100%：
也就是说，把英语当作一门知识来教，而不是作为一种能力来培养。}
{100%：由于过分突出强调正确的语音、扎实的语法、一定的词汇量，从而造成了课堂上
老师讲，} {100%：学生听的情形，学生没有真正的语言体验、训练和实践的机会。} {98%：
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未能有效达到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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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目的。} {100%：教学大纲规定大学英语教学分为基础和应用提高两
个阶段。} {100%：基础阶段的教学要求分为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两种。} {95%：应用提高
阶段包括专业英语和高级英语两部分。}
{100%：专业英语课程的设置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地
保证学生完成从学习阶段向使用阶段的过渡，} 并明确规定专业英语是必修课程。 {100%：
我国高校在英语课程的设置上，一般仅限于基础阶段。} {100%：应用提高阶段的高级英语、
专业英语基本上是空白。} {95%：这就是说，从课程设置上，大学英语教学不能按照《大纲》
要求，保证英语学习4年不断线。}
{100%：而基础阶段的课程只设一门精读课和一门听力课，听、说、读、} {100%：写、
译基本功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基本上是围绕精读课进行的。} {100%：由于是“精读课”，
不少教师唯恐学生不懂，讲解占去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学生没有机会实践，抑制了学习的积
极性。} {96%：在教学手段上，虽然大部分学校都配备有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备，但由于缺
少对教师使用教学技术的培训，} {45%：使许多教师不能熟练地掌握电化教学、投影教学、
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仍然是一本书、一根粉笔，一个黑板。 {86%：这样，容易使学生感到学习枯燥单调无
味，缺乏学习的兴趣。} {100%：时代的发展，己对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英
语教师也学习了以学生为主体组织教学的理论。} {100%：但在教学实践中，传统的语法一
翻译的教学法对课堂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100%：这种传统的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中心，
侧重于传统授语言知识，深入讲解单词、句子，仔细分析语法结构，然后逐句翻译课文的方法。
}
{100%：讲解占去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缺少学生的参与。} {100%：其结果是，一节课
下来，教师讲得疲惫不堪，学生听得厌倦无奈，大学英语成了研究语言课。} {96%：这种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既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不能达到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能力的
目的。} {100%：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1994年7月，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大学英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大学英语外语教学研讨会，}
{100%：在大庆召开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 {100%：当年12月，又在桂林组织召
开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上新台阶座谈会。} {83%：两次会议，肯定了《大学英语教学大
纲》(理工科本科用)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100%：(文理科本科用)颁布以来大学英语教
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100%：总结了十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经验，提出了到2000年使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上一个
新台阶的奋斗目标。} {100%：这标志着我国大学英语教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00%：
自那时起，原国家教委高教司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大学英语教改的措施。}
{100%：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于1996年5月成立了《面向21世纪的大学英语课程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组。} {100%：项目组成立后，着手开展了多层
次的社会需求调查、学生英语水平和词汇量调查。} {100%：在立足于二十一世纪人才规格
的培养上，确立了大学英语的培养目标。}
{100%：1996年12月，新一届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把《大学英语教
学大纲》的修订作为了首要任务。} {100%：二十一世纪的来临标志着人类跨入了以知识经
济为标志的崭新时代。} {96%：网络逐渐普及，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日益加剧。}
{100%：随着加入
WTO，中国与其他各国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合作越来越广泛，社会对外
语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100%：要求也越来越高，培养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也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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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为当今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100%：这就给中国现行的外语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和压力。} {100%：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教育国际化成为最主
要的发展趋势。} {9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虽成绩显着，但大学英语教学的
现状和效果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深入的实际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差距，}
{100%：还远远不能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态势的需要。} {100%：为了满足入世后社会各
界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较高要求，为了跟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 {100%：2003年3月，教育部部长专题会议讨论通过了启动} {90%：“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基本思路。} {100%：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 {100%：重要内容之一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100%：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事关如何培养新一代高素质创新型专门人才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大局，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 {100%：最有可能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改进传统教学模式、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97%：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以
“教师为中心”教学模式。} {100%：老师在讲台上面讲，学生在课堂上记笔记；}
{100%：老师是讲课的主体，学生是课堂上的听众，学生很少有真正的语言体验、训练和
实践机会；} {100%：学习内容与成绩与四、六级考试挂钩，侧重阅读，忽视口语；}
{100%：将语言拆分成零散的语法、词汇、惯用语等语言点，进行分析、对比；}
课外学习内容和活动的安排；

忽视

教师与学生交流比较少。 {95%：这种教学模式很难达到提高语言能力的目的。}
{100%：现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普遍存在} {94%：“费时较多，收效较低，所花时间和代价
与教学效果不相适应的”} 问题。 正如李岚清曾指出的那样： {100%：“很多学生经过
了4年的外语学习，然而大多数学生都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
难以与外国人进行交流。} {100%：’’所以，进一步提高高校英语教学质量的呼声日益高
涨，深化外语教学改革已刻不容缓。} {100%：近些年来，网络的飞速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
中的应用，给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100%：从培养目标到学习内容、从教学方法到组
织形式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7%：网络环境下的学习与教学是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的网络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 {100%：它对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产生
了革命性的冲击，为以“学”} {100%：为中心的教学系统设计和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创造基
础。} {100%：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教学代表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
{98%：利用网络丰富的信息资源、时空开放性和广泛的交互性等特点，能够彻底打破以往人
们交往的时空晃限，} {100%：提高了沟通的效率，使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学习者可以互
相交流，能实现范围更广和质量更高的学习过程。} {100%：这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
有利于2l世纪新型人才的培养。}
{100%：多媒体教学手段是借助不同的画面(静态和动态)、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方式(文字、}
{100%：图片、动画、音像、影视资料等)创造出图文并茂、动静结合、声情融会的形象化教学
环境。} {100%：它能将枯燥的单词、语法、短语转化成生动活泼的图像、视频，使学生的
视、听觉器官同时受到刺激，} {100%：使教材和媒体间优势互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98%：为了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教
育部在2003年并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 {100%：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开发设计网络教学系统。} {100%：2004年1月，教育部高教司印发了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教学要求》)。} {96%：《教学要求》被很多
人理解为大学英语的新教学大纲。} {100%：1999年的大纲把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规定为：}
{100%：“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而在《教学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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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这一目标变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 {100%：第二、
教学要求的变化
g两个大纲．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基本相同，但《教学要求》特别提
出，}
{100%：各校在教学中应安排一定的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的内容。} 第三、课程设置
的变化： {92%：原有的大纲把重点放在打好语言基础上，因此传授语言知识和培养语言应
用能力的课程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100%：而《教学要求》更强调英语应用能力，特
别是听说能力的训练和提高。} {100%：所以，在突出语言应用类课程的同时也注意将综合
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等必修课和选修课有机结合。}
第四、教学模式的变化： {100%：1999年的大纲注重的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而《
课程要求》明确指出：} {98%：“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采
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二课堂教学模式。} {100%：新的教学模式
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特别是网络技术，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
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 {95%：¨憎可以看出，《教学要求》在充分考虑和合理
继承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优秀部分的基础上，} {100%：确立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体现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式学习的新模
式。} {100%：因此，《教学要求》不仅是对旧的教学模式的挑战也是对广大大学英语教师
的传统教师观、教学观的一次挑战。}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00%：第四代教材已
经完成从纸质平面教材到多媒体立体式教材的过渡，有进步，但“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
模式并未被打破。 {100%：虽然教材载体多样，但教材资源未被充分地利用。} {100%：其
主要原因是教材的本质仍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主，教材的网络版是纸质教材的翻版，而非延伸。
} {100%：计算机只是被看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没能与课程完全整合，没有真正成为生态
化外语教学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00%：有鉴于此，目前的教材很难达到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的要求。} 因此，第五代教材的开发和编写刻不容缓。
{100%：《教学要求》颁布后，教育部紧接着在2004年2月18日召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
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100%：吴启迪副部长指出，我国已提出和研制出一些教学系统和教
材，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100%：“大学体验英语’’教学系统、清华大学的“新时代
交互英语’’教学系统、外语教学与} {98%：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系统、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新理念大学英语”} 教学系统。 {100%：这些系统已通过教育部
组织专家验收，得到肯定和赞赏。} {100%：今天，在我们讨论大学英语教材时，不能停留
在纸质教材的传统概念上，而应该看到大学英语改革，必然导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改革。}
{100%：新的大学英语教材，应包括配套的电子或网络教学系统。}
{100%：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教学系统，再好的大学英语教材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100%：因此，编写适合21世纪的立体化精品教材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100%：高中思
想政治必修课新教材主要按照生活逻辑，并辅之以学习心理逻辑和学科逻辑，分别以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为主题，} {100%：以相应的学科知识为支撑，结合社会生活和学生生
活所遇到的问题，按照感受生活、} {100%：理解生活、适应生活、反思生活、创新生活的
逻辑顺序和学生的认知顺序建构的。} {100%：这一教材建构方法较好地实现了理论逻辑与
生活逻辑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新教材特有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结构。}
{100%：但教材内容不等于教学内容，教材的逻辑结构不等于教学过程的逻辑程序。}
{100%：因为教材有普适性的特点，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位学生的学和每位教师的教，有必要
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适度调整重组教材，从而优化教材结构。} 具体要做到：
{100%：根据教与学的需要，在教材的基本框架内，对教材的逻辑结构、内容的前后程序
作一定的调整重组，} {97%：形成合理、清晰、流畅的教学结构，将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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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认知结构。} 教材的调整重组包括： {100%：某一框题内部内容的调整重组；}
{100%：同一课内不同框题内容的重新布局；} {100%：相关内容归类合并或不同程度的重复。
}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例，其逻辑结构是： {78%：合理配置资源的必要性 资源配置
的两种基本手段 市场经济的含义 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 规范市场
秩序 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 教学中笔者把这一逻辑结构调整为： 具体有两处调整：
一是调整为 {89%：“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 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 规范市场秩序”}
教学逻辑结构。 {97%：这样调整有助于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市场调节，更深刻、全面地理
解市场经济；} {97%：突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秩序，强调规范市场秩序的
必要性；}
{100%：教学思路更加清晰，教学逻辑更为严密。} {100%：二是将规范市场秩序、加强
宏观调控联系起来，都作为弥补市场调节局限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100%：这样有利于引导学生注意前后知识的关联性，拓宽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建构相对完
整的知识体系。} {91%：但是，调整也要有所侧重，本课时着重教学“规范市场秩序”这一
内容，“加强宏观调控”只是提一下，放在下一课时重点学习。} {100%：二、促进意义建
构，内化教材内容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课堂的，他们已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积累了不少或
直接或间接的知识经验。} {100%：因此，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
构者，他们往往基于相关的经验，依靠推理和判断能力，通过} {100%：“新旧经验之间的
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 {100%：，形成对新知的某种理解，建构意义。} 因此，教学
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
{100%：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另起炉灶，从外部装进新知识，而要把学生
已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 {100%：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
新的知识经验。}
{100%：当然，教师应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新的知识目标之间找到相互作用的方式，
通过恰当的情境探究活动促成这种相互作用的发生。} 设置情境探究活动应做到： {100%：
首先，传统家庭结构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00%：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家庭户规模从} 1982的4.57人/户下降到2003年的3.60人/户；
{100%：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家庭结构的简化
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 {100%：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
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 {100%：同时，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100%：父权制逐渐衰落，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家
庭伦理重心转移，老年人传统权威丧失，年轻人赡养意识淡化。} {100%：作为传统家庭下
自然选择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式微，现代家庭结构侵入、接替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
冲击和影响。} {100%：家庭养老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
困难，养老问题日渐突出，} {100%：由此，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消解，} {100%：家庭养老支持
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 {100%：在父权制衰落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代际
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问题。} {100%：例如，有研究尖锐指出，目前城乡家庭存在}
“尊老不足，爱幼有余” 的社会问题。 {100%：有学者通过对华北部分的实地研究后指出，
代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转移，}
{100%：但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社会舆论明显减弱，老人已经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
甚至外面。} {100%：另有研究在分析过资源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比例以后发现，随着社会
的发展，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代子女，而非自己的父母。} {100%：同时，老年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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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照料资源不足，子女不在身边的问题。} {100%：这就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危机。} {100%：他们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欢愉，甚至面临无人赡养的危机。} {100%：
而老年人无论在生活支持还是精神支持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资源。} {100%：一要按密切联系
社会生活、用现实生活呈现问题、把理论观点融入鲜活的社会生活题材之中的思路设置有意义
的生活情境，} 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和需要。 {100%：二要考虑问题设置的思考价值，使
其具有开放性、探究性，能引发学生思维，诱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100%：同时，问题的设置还应具有梯度性、启发性，能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循阶
而上，不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 {100%：这样的情境探究活动，能让师生围绕情境
共同探索，相互交流、质疑，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建构意义，} 达成
内化教材知识的目的。 在教学
“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优点及弊端” {95%：这部分内容时，笔者先设置如下问题情
境。} 材料一： {100%：家庭养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养老的一种方式，
包括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交流3个方面。} {100%：在养老的3项内容中，
收入保障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是其他两个方面的经济基础。} {100%：中国传统家庭
类型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这样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国历
史长期遗留下的产物。} {100%：费孝通曾经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养老模式，即父
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 {100%：而子女长大成人后也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
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 {100%：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熟知和实践的“多子多
福”、“养儿防老”应运而生。}
{100%：而在这一养老模式的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组织运行机制和社会文化
的强大支持。} {100%：家庭养老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宗
法家庭与宗法政治所具有的同一性，} {100%：家庭养老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运行逻辑
也因与国家体制相联通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规范，} {100%：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宗法
制度、孝道文化、家庭模式等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 {100%：家
庭养老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要求，成为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100%：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深
刻的改变，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100%：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00%：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加
速了社会流动，人们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现代性价值体系受到冲击，} {100%：都使传
统的赡养规范和孝亲观念发生着变化，致使老人的赡养呈现为问题化的趋势。} {96%：那么，
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家庭养老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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