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 卷 第 3 期
2019 年 6 月

Vol. 21, No. 3
June, 2019

基础外语教育
Basi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63

阅读圈在高中《21 世纪学生英文报》泛读 

课中的实践探索 *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外国语学校  周  霜

摘 要：本文结合课例聚焦阅读圈在高中英语报纸泛读课中的实践探索。课例以《21世纪学生英文

报》时事版块新闻为资源，设计了具体的阅读任务和评价表。学生通过担任阅读圈中的不

同角色，完成时事新闻的多角度深度阅读，在小组讨论和成果展示之后，通过自我评价和

同伴评价提升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实践证明，阅读圈活动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

能力；同时，该活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报纸泛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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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国英语阅读教育研究院“十三五”规划第一期一般课题“英文阅读材料选择对英语阅读水平

的影响”（课题编号：CERA1352172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根据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

版）》（以下简称《课标》）对选择性必修课

程的要求， 高中生的课外阅读量至少要达到

10 万词， 同时要求掌握新闻报道的语篇结构

（教育部， 2018）。笔者所在的外国语学校高中

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均由学校统一订购了 《21

世纪学生英文报》 作为泛读课和课外阅读的

主要材料。《21世纪学生英文报》为周报，每

期由封面文章和 10 个版块构成， 无论是校园

生活、 时事新闻， 还是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

均有涉及。 但是高中学生在繁忙的学习日程

中难以有效地阅读报纸， 完全没有达到 《课

标》 对高中课外阅读的要求。

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 （教育部，

2018）。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活动观主要

指以学生为主体的常态化活动 （梅德明、 王

蔷，2018）。为了让学生认真高效地阅读《21

世纪学生英文报》，达到提升语感和英语阅读

水平的目的， 本文旨在探索适合的校本报纸

阅读模式。 笔者所在学校为省会城市外国语

学校， 教师教学风格灵活， 学生英语基础较

好， 比较适合探索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丰富

多彩的教学活动。 因此，本文就《21 世纪学

生英文报》 的时事版块进行一次阅读圈的教

学实践探索。

二、理论背景
《课标》提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

括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 思维品质和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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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育部，2018）。而阅读圈阅读模式综合

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

合作学习理论， 是当前较为流行的阅读类教

学设计基础方法。 该模式强调在个人持续默

读、 阅读小组讨论和自我及同伴评价方面培

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从而提高报纸

泛读的有效性。

（一）阅读圈

阅读圈 （reading circles） 又称为 “文学

圈” （literature circles），是一种由学生自主

阅读、 自主讨论与分享的阅读活动 （Furr, 

2007）。

阅读圈将学生分成 4—6 人的小组， 每

人承担一个角色， 有目的地阅读并完成自

己负责的任务 （陈则航，2016）。 阅读组长

（Discussion Leader） 负责任务分配及提问；

单词大师（Word Master） 负责解决生词及短

语搭配； 篇章解读者（Passage Reader）负责

解释文中的重要语句和段落； 实际生活联系

者 （Life Connector） 负责探寻与实际生活或

学生自身有关的现象； 文化联系者 （Culture 

Collector）负责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之处； 总

结者（Summarizer） 负责总结阅读材料内容。

学生在独立完成持续默读后， 通过小组讨论

加深对同一语篇的多角度解读， 进而将阅读

成果制作为PowerPoint课件在全班进行展示。

展示活动后，学生间依据“读后活动评价表”

进行同伴评价及自我评价， 旨在对活动进行

反思。 学生通过在阅读圈扮演不同角色进行

报纸泛读，有目标可寻，有标准可依， 再通

过不断交换阅读角色， 能够掌握多项语言、

阅读和思维技能， 真正成长为合格的读者。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认为， 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吸

收外部信息的过程， 而是学习者借助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 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主动构

建意义的过程 （周军平，2006）。 阅读教学

不应该孤立地教授语言片段， 而应该使学生

融入文章， 理解文本的完整意义， 与文本进

行对话， 从而构建意义。 学生阅读英文报纸

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英语单词，提升语言水平，

了解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 构建跨文化交际

能力。 阅读圈模式在认同构建主义 “主动构

建” 的核心观点的基础上， 提供了具体的阅

读任务和要求， 引导学生发展批判性的阅读

方式， 吸收内化报纸的内容， 使学生能有效

地与报纸语篇互动， 进而体会语言学习的真

实性和实用性。

（三）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提倡以学生为中心、 以发展学生

的自我潜能和价值为目标。 学生是学习活动

的主体， 必须重视学生的兴趣， 在活动中培

养学生的学习策略， 相信学生自我监督、 自

我评价的能力。教师以“平等中的首席”（多

尔，2000），参与阅读圈活动，指导阅读圈活

动的进程，引导学生做出合理的反思和评价。

阅读圈模式认为， “主动构建” 的核心在于

“主动”。学生作为阅读的主体，其自身的潜

能和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 所以人本主义理

念也不可或缺。 在阅读圈活动中， 学生需要

在阅读讨论阶段完成阅读报告， 在读后活动

中进行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 教师仅提供流

程指导和帮助。 在表格的引领下， 学生及时

记录阅读成果，使学习和思维的过程可视化；

了解并内化各项评价标准， 同时完成对阅读

活动的反思， 增强自我监督意识， 培养自主

学习能力。

（四）合作学习理论

该理论认为， 合作与竞争是研究和吸收

新信息的有效途径（刘淼、金艳峰，200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的 “21

世纪的核心素养”概念，要求学生学会合作，

通过小组竞争，提升学生的课堂活动参与度，

并且在交互的过程中， 学生能够用他们所学

的语言或随意吸收的语言进行真实的生活交

际 （梅德明、王蔷，2018）。 阅读圈模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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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阅读的目的是掌握语言， 而语言是沟通

的工具， 是多人参与的行为而非割裂的个体

行为， 所以阅读的过程应该是自主学习和合

作探究的自然整合。 学生需要在阅读圈中就

语篇分析进行英文的小组讨论和 PPT 制作及

展示， 在真实的交际意义中使用目标语言并

通过合作完成任务。 在读后展示阶段， 基于

同伴评价的得分制度加剧了小组竞争， 从而

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学生产出属于自

己的文字报告及 PPT， 构建学习文件夹， 关

注自我成长， 逐步成为一名具有合作能力和

语言运用能力的学习者。

综上所述，阅读圈模式在综合建构主义、

人本主义、合作学习等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强

调主动、高效、相互反馈的阅读模式，使学生

在角色任务的驱使下深入阅读，不断建构新的

语言知识和文化意识，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自主

学习能力，形成合作能力，体悟英语学习的价

值。 在教学实践中， 高中生因为课业压力较

大， 课余时间较少， 泛读的量与质都难以保

证。从理论上讲，阅读圈模式在提升学生有限

时间内报纸泛读的质量方面，能产生积极的作

用，对落实《课标》对英语教学的要求具有推

广意义。本文通过教学实践提出对阅读圈模式

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思考。

三、课堂实践
本次英语报纸泛读课阅读圈活动在高一

年级新生中开展，为期一个月，每周一节课，

40 分钟。 授课教师通过调查学生的报纸阅读

兴趣选取合适的语篇， 介绍阅读圈并分配小

组角色， 由学生进行持续默读， 然后在阅读

圈中交流讨论， 并在全班展示阅读成果， 最

后学生完成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活动。

（一）阅读兴趣调查

在活动的第一周，教师首先分发报纸并引

导学生列出 《21 世纪学生英文报》 的主要版

块。随后，教师介绍报纸泛读的方式，即SSR

（Sustainable Silent Reading）。持续默读于20世

纪 60 年代由美国佛蒙特大学的教员亨特所提

出， 指让学生能够定期进行安静的阅读活动

（刘涵，2016）。学生在本节课花30分钟自主

阅读一份周报，熟悉版块内容。最后，在本节

课预留 5 分钟， 由学生完成 《21 世纪学生英

文报》版块阅读兴趣调查（如图 1）和学生泛

读兴趣调查 （如图 2）， 结果如下：

图 1 《21 世纪学生英文报》版块阅读兴趣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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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显示，全班学生中，“环球视野”

最受男生喜欢，“校园生活”“科技新知”和

“青春随笔”位列第二，“时事之窗”和“星

光物语” 排行第三，而 “测试天地、学习工

具箱” 在泛读活动中最不受欢迎。 最受女生

喜欢的版块为“时事之窗”，其次是“环球视

野”，然后是“科技新知”和“星光物语”，

“校园生活”“青春随笔”和“测试天地、学

习工具箱” 部分屈居最末。

图 2 泛读兴趣调查表

由图 2 可知， 男女生对于题材有不同的

偏好， 但总体来看， 高中生对科普类和时事

类的文章非常感兴趣。 图 1 和图 2 表明， 全

班学生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于环球时事类新

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因此， 教师在选

择阅读活动材料时， 尽量选择贴近学生生

活， 能引起学生兴趣， 让学生有话可说的题

材。 本次活动选择的是 《21 世纪学生英文

报》 高一年级 2018—2019 学年第一期的文章

Gaming addiction becomes a problem （世界卫

生组织将游戏成瘾正式列为精神疾病）。

（二）阅读圈介绍及启动

第二周，教师在课上用 10 分钟时间，借

助教学课件向学生介绍阅读圈的概念、 角色

任务与分配及其具体应用。 然后给学生 6 分

钟时间默读既定文章。教师结合《课标》，以

核心素养培养为目标， 在阅读圈的角色任务

基础上设置了以下具体要求。

1. 阅读组长

1) assign different roles to different group members;

2) organize discussion and help other students;

3) ask questions of 3 levels about the reading material.

(Level I should be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the material; 

Level II should be inferential questions based on the 

material without direct answer; Level III should be 

critically-thinking questions about evaluation/attitude/

possible solution/debate and so on)

设计意图：《课标》 倡导指向学科核心

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和合作学习方式

（教育部，2018）。作为阅读圈小组的组长，

首先， 该学生需要恰当使用交际策略， 根据

组员能力合理分配角色， 组织讨论， 并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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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帮助。其次，组长需要监督活动进度，

组织有效交流， 渗透并训练学生的元认知策

略。 同时， 组长需要就文章本身提出三个层

次的问题， 分别属于展示型问题、 参阅型问

题和评价型问题， 从而使学生逐渐发展成批

判性读者。

2. 单词大师

1) Find out new words or phras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students;

2) Look them up in the dictionary;

3) Explain to group members in English;

4) Create exercise to consolidate new expressions.

(E.g. Match; Fill in the blanks of sentences; Dictation; 

Sentence making and so on).

设计意图：《课标》提出，学生在选择性

必修阶段要学习使用 1000—1100 个左右的

新单词和一定数量的短语， 累计掌握 3000—

3200个单词（教育部，2018）。学生通过大量

泛读， 可以在语境中通过上下文或非语言线

索推断词语意义， 习得新单词。 负责该任务

的学生需要选择适合的参考书和词典等工具

查阅单词和短语， 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小组成

员讲解， 让小组成员核实、猜测， 最后出题

巩固记忆。 学生在听取同学讲解时思维会更

为活跃， 有助于在活动中收集话题词汇， 提

高词汇学习的意识和效率。

3. 篇章解读者

1) Analyze the sentence constituents and structures of 

long sentences;

2) Summarize the main idea of each paragraph and 

then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whole reading 

material;

3) Appreciate good sentences and give reasons. Share 

your findings with other students.

设计意图：《课标》 要求学生掌握新闻

报道的常见语篇结构、 标题特征和语言特点

（教育部，2018）。通过语篇分析，培养学生

的语篇意识， 引导学生将教学中学会的主旨

大意提取法 （寻找关键词和主题句） 运用到

泛读语篇中， 反复操练巩固。 篇章解读者还

需要重点关注长难句， 正确分析句子成分，

为小组成员讲解和测试。 同时， 找出美文佳

句并给出理由， 供同学欣赏。

4. 实际生活联系者

1) Relate the topic of the reading material to your real 

life and describe it;

2) Share opinions, experience or suggestions from the 

material and your discussion. (at least 3)

设计意图： 英语学科具有工具性和人文

性。 时事报纸阅读为学生提供了探讨人与自

我的主题语境。学生在提升语言水平的同时，

可以通过英语了解全世界学生的共同问题和

困扰， 减少自身焦虑感， 养成积极的生活态

度。 在新闻内容的基础上， 学生首先对自身

实际和学校同学的情况进行描述， 然后提出

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在获得的信息与个人

经历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5. 文化联系者

Compare phenomenon (现象)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Describe different policies, 

behaviors and solutions. (100 words)

设计意图： 文化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

方面。 学生在活动中应理解文化内涵， 比较

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教育部，2018）。

学生通过阅读能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

对比分析不同政府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的解决

政策，总结优劣，提高鉴别与评判能力； 学

会正确对待不同文化， 防止盲目效仿， 结合

中国国情提出自身的看法， 真正成为一名具

有多元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生。

6. 总结者

1) Gather different products from members and fill in 

the report table;

2) Make a PowerPoint to share your achievements 

with other classmates;

3) Write down reflection and summary of the reading 

circle.

设计意图： 由于小组组员各有分工，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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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总结者来汇总组员的阅读成果， 并制作

活动产品，例如阅读报告、PPT、建议清单以

及演讲等， 用于活动展示。 在活动的最后阶

段， 总结者组织同学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评

价， 进行统分工作， 协助教师建立组员的学

习文件夹， 以便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变化

进行追踪记录， 鼓励学生养成反思、 分析的

习惯。

（三）阅读圈交流活动及成果

学生在报纸泛读课结束后的一周内完成

自己的角色任务， 并于第三周的泛读课上进

行小组讨论与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 组员需

要回答问题， 讲解单词， 讲述中西方文化或

社会差异， 联系实际生活介绍本校学生在游

戏成瘾方面的情况等， 在活动中不断基于交

际意义来复现话题的词汇与表达。 然后由每

个小组的总结者完成活动报告并准备 PPT，

于第四周进行班级分享。 每次对于不同阅读

材料的阅读圈活动， 组员的角色需要进行轮

换，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生通过不同

的表格完成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

1. 阅读报告

以下是本次活动中学生的阅读报告 （原

文未做修改） （见表 1）。

表 1  学生的阅读报告

Discussion 

Leader

1)why does gaming addiction become a mental problem?
2) Please summarize th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3)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laying games?

Word 

Master

glue: n. a kind of sticky water v. to join two things together using glue: ~A to/onto B; be ~ed to sth (be 
crazy about sth)
request: v. ask sb to do sth in a polite way: ~sb to do sth  n. the action of asking for sth politely

Passage 

Reader

If-clause: If you’re a gamer who’s constantly glued to your phone, it could be time to ask for medical 
help.
Present perfect: Other countries have also taken action.
Structure: 1) introduction; 2) the reasons of gaming addiction; 3) a typical example; 4) different 
solu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Life 

Connector

Everyone in my class plays games in the summer or at weekend. I play games too. Now the popular 
games are Honor of Kings and Identity V. They are interesting and attractive. And I feel happy when I 
play them. Mayb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a lot of people like playing games.
But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timetable to divide the time, such as when we should study and when we 
can play games. And you can find another hobby to replace your game, like the newspaper says. At 
last, you and your friends can make the table together to supervise each other.

Culture 

Collector

1) WHO, whose headquarter is in Switzerland, is the largest inter-govern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2) Solu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hina: Parents usually confiscated their children’s phones;
    South Korea: Pass a “shutdown” law. Don’t play games between midnight and 6 am;
    America: Put age restriction on games;
    Japan: A mode that lets parents control the game that children play.
2) Games in ancient China: 
Kite, ancient soccer and so on. They are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When smartphones appear, too 
many games disappear. Not every game is harmful to our body, so you have to control yourself.
3) Plato’s game definition: The game is a conscious simulation of all young children (animal and 
human) who need to jump in life.
As for us teenagers, online games give us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joy.
If we don’t play games for a long time, we’ll fell sick, that’s why we look on games as an integral part. 



69

2. 展示活动

第三周泛读课后， 四个小组完成准备工

作， 课上直接进行阅读成果展示活动。 四个

小组都借助演示文稿总结小组任务。 每组派

出一名学生（spokesman）进行演示和介绍，

同时， 由其他小组同学进行打分。 最后根据

最高平均分选出最优秀的小组， 全员平时成

绩加分。 因为有加分所带来的竞争， 小组组

员通力合作， 课堂参与度较高。

在本次阅读活动中， 学生认真填写了读

书报告。在展示过程中，分析了游戏的定义，

列举了中国传统游戏来论证， 初步发展了批

判性思维能力； 学会了根据学习目的和需要选

择合适的资源，拓展学习渠道； 锻炼了演示文

稿制作能力和演讲能力； 训练了多模态语篇的

编码和解码能力； 提升了学习自信心。

本次活动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学生

对于单词的讲解较为单一； 其次，语篇分析没

有涉及新闻结构介绍； 再次，学生在演讲之前

没有提前演练，导致过程中停顿较多； 最后，

缺乏长难句分析， 由教师补充讲解等。

3. 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应以形成性评

价为主并辅以终结性评价， 定量评价与定性

评价相结合（教育部，2018）。合理有效的评

价可以激励学生学习， 发现学生潜质， 改进

学生的学习方法，同时也可为教师提供反馈，

以便教师反思和调整教学行为， 不断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刘道义，2005）。阅读圈活动在

交流阶段， 由教师根据小组交流的参与性、

组织的流畅性和内容的意义性三个方面进行

课堂表现评价。 在展示阶段， 由其他小组同

学根据具体的项目评分表进行打分， 属于同

伴评价， 有助于学生内化活动要求， 发现不

足，及时反思改进。 在结束阶段，全班每个

学生填写本次阅读圈活动的个人反思表， 就

自身的优缺点进行思考，进而总结活动经验，

生成学习智慧。 所有作品和评价反思都由教

师收藏在小组学习文件夹中。 表 2 是基于阅

读圈角色任务所设定的项目评分表， 同时也

包括了阅读圈活动的课堂表现评价和读后展

示活动的同伴评价。

表 2  阅读圈小组评分表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满分25分） G_ G_ G_

Discussion 
Leader

是否提出：①一般细节问题（1分）；②基于语篇的推理问题（1分）；

③对于新闻的批判性问题（1分）。

Word Master
①是否清楚地解释了新单词（1分）？②是否采用互动的形式解释或巩固单

词（2分）？ 

Passage 
Reader

①是否解释了新闻语篇的基本结构（1分）？②是否给出了每段的主旨大

意？（1分）③有无长难句分析（1分）？ ④有无佳句欣赏（1分）？ 

Life 
Connector

①是否联系实际生活情况并做出描述（1分）？②是否给出基于话题的看

法、经验或建议（1分）？ 

Culture 
Collector

①是否比较了中西文化或社会现象（1分）？②是否比较了不同的政策、行

为或解决方法等（1分）？ 

Summarizer ①是否完成阅读报告表（1分）？②小组是否顺利完成展示报告（1分）？ 

展示活动

①演示课件是否涵盖了所有任务（1分）？②陈述者是否流利（1分）？

③陈述者是否自然大方（1分）？④展示是否有与众不同的亮点或吸引你的

地方（1分）？ 

课堂表现 ①组织有序（2分）；②组员积极参与（1分）；③有意义的交流（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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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为阅读圈活动结束阶段的自我评价

表，改编自巴克教育研究所 （2008） 的自我

评价表，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有意识地监控学

习活动的过程， 及时反思并有效提高学习

策略。

表 3  自我评价表

Name         Self-evaluation

My role and task

What do I learn about the topic?

What do I learn about the teamwork?

(About others’ presentation)

(About skills and strategies)

My advantages are...

More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to...

My steps to improve

Suggestions for better teamwork

四、结语
本次阅读圈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于高一新

年级。 从初中到高中， 英语教学要从语法知

识点的讲解、 句型的操练过渡到语篇意识的

培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课标》强调

以主题为引领、 以语篇为依托、 以活动为途

径的整合性教学方式（教育部，2018）。本次

阅读圈报纸泛读活动实践了一种新的阅读以

及评价模式， 避免了枯燥乏味的英语报纸阅

读，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了学生的

小组合作能力， 使学生感受到了高中阶段英

语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体会到了英语学

习的实用性和交际性， 提升了学生对英语学

科的喜爱。 阅读圈模式还适用于日常教材阅

读、 英文小说阅读以及读后写作等方面的教

学， 还需要进一步的教学实践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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