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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科技英语”之“水产养殖”单元为例
杨

岑，郭遂红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湛江

525000）

摘要：以涉海 ESP 课程特点及痛点为切入点，以“海洋科技英语”课程之“水产养殖”单元为例，
展示了涉海 ESP 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途径——“线上涉海文化知识输入－线下涉海模拟任务产出
－线上涉海个性化成果展示”。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分析融合效果发现，该融合途径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交际能力和个性化学习能力。但是，在学习资源的新颖性、学生多媒体
制作能力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通过教师反思提出构建多样化创意数字资源库以丰富线上涉海学
习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增强学生多媒体制作能力，以促进个性化涉海成果
的完成，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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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d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Marine Engineering English
−Exemplified by the Unit on “Aquaculture” in the Course “English for
Marine Technology”
YANG Cen，GUO Suih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50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features and weaknesses of marine ESP teaching, explores blended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course “English for Marine Technology”: “online marine-related culture
and language input, offline marine-related task simulation, online marine-related creative work display”.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e framework with mixed methods, revealing that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communicative ability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ability are improved. However,
novelty of learning materials and students’ digitalizing ability need further enhancing. In the end, advice
such as establishing a digitalized resource bank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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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digitalizing ability to boost their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bilities are suggested in hope of
shedding new light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marine engineering.
Keywords：ESP；blended teaching；English for Marine Technology
世 界 海 洋 理 事 会 执 行 理 事 Holthus 曾 指 出 ，

例支撑，一线教师教学实践仍存在一定困难。鉴于

“海洋经济=全球经济”，随着全球陆地资源的衰

此，本研究以涉海 ESP 课程特点和痛点为切入点，

竭和海洋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

以“海洋科技英语”之“水产养殖”单元为例，探

独立的经济体系，成为沿海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索涉海 ESP 课程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途径，旨在回

要动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海洋经济

答以下两个问题：1）如何构建涉海 ESP 课程与混

发展进入快车道。《2020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合式教学的融合途径？2）融合途径的效果如何？

[1]

[2]

显示，2020 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 8 万亿元 ，

以期为此类课程的教学提供启示。

海洋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创新的新引
擎。中国作为全球海洋大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一、涉海 ESP 课程特点及痛点

路”拓宽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近年来，
我国对从事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旅游、经贸、翻
译等涉海外语人才需求呈多元化、专业化趋势。高
质量的涉海 ESP 课程是培养新时代“语言+专业”
的复合型涉海外语人才的强有力抓手，为促进国家

（一）涉海 ESP 课程特点
1. 学习者目的性强

在海洋经济、国防、科技等领域可持续发展尽力。

ESP 学习者通常具有中高级英语水平 。涉海

国内涉海 ESP 教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

ESP 课程教学对象为英语专业本科生，他们有明确

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学者基于语言学或社会心

的学习目标−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从事涉海领域

理学理论，探索涉海 ESP 课程的教学模式（如：郭

工作。因此，这类学习者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较高，

[3]

[4]

[5]

[14]

艳玲 ；刘芳 ；徐德荣、姜珊 ），也有学者从教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较好地掌握涉海专业词汇、句法

学实践出发，提出具体的涉海 ESP 课程教学策略

等基础知识，对个性化学习需求较高。

[6]

[7]

（如：侯卓妮、孙聪、黄梦倩 ；王腾、王川 ；
[8]

王磊、吴敏敏 ）。然而，基于某一理论所构建的

2. 语言学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内容复合型

教学模型往往未针对涉海 ESP 课程的特点和痛点，

为了培养学生某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导致教学模型过于主观化，缺乏科学性和指导性；

ESP 教学内容具有特殊化，与特定学科密切相连 。

亦或是基于教学实践提出的具体策略涵盖面过广，

涉海 ESP 教学内容既涵盖大量涉海文化知识、专业

包含了从教学目标至教学流程的方方面面，未能精

词汇、特殊句法，又涉及体系化的学科知识。以

准解决教学中的痛点。涉海 ESP 具有内容专业性强、

“海洋科技英语”为例，课程共 6 个单元（见

教学目标与职业目标密切相关、学习者目的性强等

图 1），从海洋概览到海洋管理，学习难度逐层递

特点。大量的特殊化内容依赖于传统课堂，既会受

增，自成体系。学生对海洋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了

到时间限制而让学生难以消化，也不利于学习者开

解海洋资源，掌握前沿海洋科技，提出海洋污染治

展个性化学习，更不利于培养学生以职业为导向的

理措施，最终达到科学开发和管理海洋的目的。

交际能力。通过“线上学习、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
[9]

学 能解决以上问题，最大限度发挥教与学的功能。
近年来，混合式教学与 ESP 课程的融合逐步受到学
[10]

界关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蔡基刚 ；王红
[11]

[12]

[13]

[15]

3. 教学目标与职业目标密切相关
秦秀白

[15]

提出了 ESP 教学的“需求分析”原

则：一是要分析“目标需求”，即学习者将来必然

丽 ；杜云飞、王建梅 ；陈曦蓉 ），但也存在

遇到的交际情境；二是要分析“学习需求”，包括

一定问题。前人研究未能明确线上、线下教学内容

学习者缺乏哪些完成交际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的界限，即：何种知识、技能适合线上学习，何种

不同于通用英语的三维教学目标（知识、技能、情

内容适合线下教学？所构建的融合模式缺乏具体案

感态度和价值观），涉海 ESP 旨在培养学生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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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6
海洋管理

海洋科技英语教学主题展示图

Marine technology course framework

交际场景，使用涉海语言知识、学科知识、交际技

的、能力本位的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强调以学习

能完成涉海任务。

者为中心，使学生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成为学习活
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高效获取、运用所

（二）涉海 ESP 课程教学痛点

学知识。已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混合式教学在激发
[16]

结合国内涉海 ESP 教学研究（如：田海鹰 ；
[6]

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方面的有效性（如：Leakey &

侯卓妮、孙聪、黄梦倩 ）以及笔者的教学实践，

Ranchoux

笔者发现 ESP 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学习者

式兼具自主性、交互性、协作性，能够解决涉海

认知负荷重，学习效率低。涉海 ESP 课程涵盖大量

ESP 的教学痛点，提高学习效率，培养交际能力，

涉海专业词汇、特殊句法以及体系化学科知识，而

促进个性化学习（见表 1）。

主流的教学模式仍以语言为本，学生的主要任务仍
是“记忆专业词汇+翻译”，造成认知负荷重，学
习效率低。二是学习者交际能力缺失。涉海 ESP 的
教学目标与职业目标密切相关，更着重于培养学生

[18]

[19]

；张成龙、李丽娇等 ）。这种教学模

（二）具体融合途径
下面以“海洋科技英语”为例，展示混合式教
学与涉海 ESP 的融合途径。

在真实交际场景中应用特殊知识、技能解决特殊问

从课程背景看，“海洋科技英语”是我校面向

题的能力。反观大部分涉海 ESP 教学，真实的涉海

大二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采用混合式

任务模拟场景几乎不存在，学生缺乏完成真实涉海

教学模式，以一个自然班 65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任务的机会，从而交际能力缺失。三是学习者个性

进行一学期教学实践。

化学习受限。涉海 ESP 教学目前仍是“教师中心”

从教学目标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以英语为

“教材中心”，不利于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课堂

媒介掌握涉海专业知识，解决专门涉海问题的能力。

上学生展示涉海知识技能的机会非常有限，不利于

一方面，教师积极搭建网络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涉

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

海英语学习资源，促进学生涉海语言、文化知识的
输入以及个性化学习。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多种

二、混合式教学与涉海 ESP 融合途径

涉海任务模拟场景，促进知识产出，提高解决涉海
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交互性、协
作性。

（一）混合式教学与涉海 ESP 的适切性

从教学内容看，本课程共 6 个单元，涉及丰富
[17]

美 国 学 者 Michael B. Horn & Heather Staker

的涉海真实语料和专业词汇，文章以议论文为主，

将混合式学习界定为：“学生的学习过程至少有一

结构清晰，层层深入地剖析某一现象的成因及解决

部分是通过在线进行的，在线学习期间，学生可自

措施，便于学生形成对某一涉海问题的深刻认识，

主控制学习时间、地点、路径或进度，提供个性化

通过演讲、报告、辩论等形式，培养解决特殊问题

表1
Tab. 1

混合式教学与涉海 ESP 的适切性

Compatibility of Marine ESP and blended teaching

混合式教学形式

涉海ESP痛点

二者的适切性

线上（自主）

大量涉海文化知识加重了学习者
认知负荷，学习效率低

通过线上自主学习，降低学生认知负荷，提升学习效率

线下（师生、生生合作）

学习者交际能力缺失

通过线下师生、生生合作，模拟涉海任务，
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线上（自主）

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受限

通过线上自主学习，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22

的能力。

2022 年 第 44 卷

话题的深层理解，培养思辨能力。教师通过即时聊

从教学活动看，以中国海洋大学出版教材《海

天的方式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归纳总结学生普

洋特色英语与文化》的第四单元“水产养殖”为例，

遍存在的问题，在良好的互动氛围中形成师生、生

结合混合式教学，将线上、线下教学形式贯穿于课

生在线学习共同体。教师通过平台数据统计查看每

前、课中、课后的各个阶段和各项活动中，实现教

位学生的学习时长和学习进度，对学生的学习程度

学方式（线上、线下）及教学主体（教师、学生）

形成初步判断。通过归纳学生在线学习问题，了解

的有机融合（见图 2）。

学习程度，教师制定线下教学方案，优化教学内容
和教学活动。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学习时长和任务完

1. 课前线上学习阶段

成情况后，优化学习计划。

课前线上学习主要是对涉海语言文化等“接受
性知识”进行输入，学生灵活安排、制定学习计划，
进行个性化学习，减轻语言认知负荷。在授课前，

2. 课中面授学习阶段
课中主要提供学生英语输出的机会，通过模拟

教师在平台发布学习任务：1）自学掌握水产养殖

涉海任务场景，促使学生将“接受性知识”转化为

专业词汇 10 组，解释原因的句型 2 组，完成线上

“产出性知识”，提高以英语为工具解决特殊问题

练习；2）线上讨论：水产养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的能力。本单元涉海模拟任务为：你作为大学生志

于利？发布任务完成后，教师上传涉海学习资源，

愿者，参加 2021 年全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水产

包括水产养殖词汇和句型的微课视频、水产养殖过

养殖展览区接待外宾，向其讲解“全球水产养殖现

程视频、水产养殖影响的中英文文章、在线练习题

状”。完成此任务，学生需要掌握水产养殖专业词

等，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和学习进度，进行个性化学

汇，运用一定的话语结构，辩证性地对该话题进行

习。完成基础语言知识练习后，学生参与水产养殖

讲解。首先，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线上普遍存在的

利弊讨论，通过多角度分析水产养殖影响，促进对

问题，设置多样化的练习，如匹配、翻译、改写等，

教师

课
前

涉海
语言
文化
知识
输入

发布学习任务

完成课前学习任务

上传涉海学习资源

进行个性化学习

参与互动答疑

参与互动答疑

监测学习情况

制定学习计划

分析线上学习情况

课
中

课
后

聚焦涉海重难点知识

涉海
模拟
任务
产出

涉海
个性
化成
果展
示

线上

意识到自身不足
练习涉海重难点知识

模拟涉海任场景
点评任务完成情况

合作完成涉海任务
提高任务完成质量

课堂小结
布置课后作业

巩固知识
了解课后任务

发布课后任务

完成课后任务

评价任务完成情况

提高任务完成质量

线下

线上

图2
Fig. 2

学生

涉海专门用途英语与混合式教学的融合途径

Integration pathways of Marine ESP and blend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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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巩固水产养殖专业词汇、句型。通过扫读、

同、基本赞同、几乎不赞同、完全不赞同），调查

略读、思维导图等活动，引导学生掌握语篇结构

学生对涉海 ESP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认可程度，运

（问题－措施－评价），以便在涉海模拟任务中运

用 Excel 软件分析数据。

用此语篇结构，提升表达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课前

（2）半结构访谈。访谈是对问卷内容的延伸，

线上讨论已经使学生形成了对水产养殖利弊的辩证

请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详细阐述为何对教学某方面感

分析。在完成重难点知识巩固之后，教师组织学生

到认可或不认可，旨在深入挖掘学生对教学实践的

进行角色扮演，完成涉海任务。在学生模拟任务的

体验和感受。访谈数据以录音方式收集，并将录音

过程中，教师适时给予支持和反馈，提高学生任务

转写成文本。

完成质量。通过此类涉海任务的模拟，学生能够形

（3）学习平台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反映学生

成涉海语言文化知识的运用能力、语篇结构的分析

在线学习时长、任务完成进度、涉海话题讨论参与

概括能力、剖析某一主题的思辨能力，最终形成解

度、涉海创意产品提交情况，直观呈现学习效率和

决专门问题的交际能力。最后，教师进行课堂小结，

个性化学习程度。学生在线学习时间越长，任务完

带领学生回顾所学知识，布置课后任务使学生对知

成度越高，掌握的涉海文化知识也就越多。学生在

识进行巩固和迁移。

讨论区留言条目数量、涉海创意产品提交数量和类

3. 课后线上学习阶段
课后线上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个性化学
习，提供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场域。通过模
拟任务，学生对水产养殖话题有了深入理解，利用
信息化技术制作涉海创意产品。本单元的课后任务
为：制作“全球水产养殖现状”中英文宣传画册供
海博会参会者阅读。学生运用 Photoshop、PSD 等
软件，制作创意画册，提升创造力和信息化能力。
教师还可以布置制作海洋环境保护 Vlog、绘制海洋
保护宣传海报、拍摄海洋传说故事片等发挥学生创
造力的作业，以使学生夯实语言基础，形成深刻见
解，培养创新精神和信息化应用能力。教师通过平
台数据监测学生课后任务完成情况，优秀学生作品
可作为数字化资源用于线上学习，以此形成线上－
线下教学资源链。

型丰富程度，可以反映出个性化学习程度。
（4）课堂观察。课堂观察从教师角度验证进
行线下任务模拟时，学生的涉海专业词汇、句型使
用频率是否提高，交际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二）调查结果分析
被调查的 65 名学生中，回收有效问卷 60 份，
下面详细阐述调查结果（见表 2）。在提高学习效
率方面，对“降低了学习负荷”“获得了更多涉海
文化知识”“提升了学习兴趣”三个题项，每个题
项基本赞同至完全赞同人数占比相加均超过 80%，
说明学生普遍对涉海 ESP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提升学
习效率方面的成效较为认可。对该模式“降低了认
知负荷”“获得了更多涉海语言文化知识”完全赞
同的人数占比高达 41.7% 和 50%。结合学生访谈，
他们表示：“以前，记忆词汇和完成翻译练习的活
动都是在课堂 45 分钟内完成的，时间紧，任务重。

三、涉海 ESP 混合式教学模式效果调查

同样的任务现在可以线上学习，自己灵活调整时间，
每天学一点，这样就轻松多了。”“线上的学习材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运用问卷调查、半

料比课内的要丰富很多，随时随地都可以学，确实

结构访谈、学习平台监测数据、教师课堂观察探究

比课内仅仅学习语言知识效率高很多。”线上平台

该融合途径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交际能力、个

数据显示，学生平均在线学习时长超过 12 小时，

性化学习能力方面的有效性。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

即：一周每天至少有 1.5 个小时在线学习；平均任

谈从学生视角，学习平台监测数据从学习产品视角，

务完成进度超过 65%，说明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合理

课堂观看从教师视角形成三角验证关系。

安排学习时长和进度，消化、吸收比课堂内更多的

（一）调查手段
（1）问卷调查。问卷从提高学习效率、提升

涉海知识。但是，对该教学模式提升学习兴趣完全
赞同的人数占比较少（18.4%），说明在线上教学
资源的趣味性和新颖性还有待提高。

交际能力、提升个性化学习能力三方面共设计

在提升交际能力方面，表 2 的三个题项中，对

10 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完全赞同、大部分赞

每个题项基本赞同至完全赞同人数占比相加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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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Students’ recognition on improved learning efficiency, communicative an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bility
评价结果（人数/百分比）

题项维度

题项描述
降低了认知负荷

24（40%）

提高学习效率

获得了更多涉海语言文化知识

30（50%）

提升了学习兴趣
涉海专业词汇使用频率提升
提升交际能力

提升个性化学习能力

特殊句型使用频率提升

完全赞同

大部分赞同

基本赞同

13（21.7%） 20（33.3%）
15（25%）

15（25%）

11（18.4%） 20（33.3%） 20（33.3%）
24（40%）

12（20%）

18（30%）

22（36.7%） 13（21.7%） 20（33.3%）

几乎不赞同 完全不赞同
3（5%）

0

0

0

9（15%）

0

6（10%）

0

5（8.3%）

0

2（3.3%）

0

提升了沟通、协调能力

15（25%）

提升了临场应变能力

15（25%）

21（35%）

19（31.7%）

5（8.3%）

0

提升了合作学习能力

25（41.7%）

15（25%）

20（33.3%）

0

0

提升了创造力、想象力

30（50%）

15（25%）

15（25%）

0

0

提升了信息化能力

16（26.7%）

15（25%）

20（33.3%）

9（15%）

0

90%，说明该教学模式获得了学生普遍认可，特别
是在“提升涉海专业词汇和特殊句型使用频率”方
面 成 效 显 著 （ 完 全 赞 同 人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40% 和
36.7%）。学生表示：“以前上课就是记单词，完
成翻译练习，根本没有机会用。涉海任务模拟的活
动非常好，让我们在角色扮演中学以致用。”在提
升沟通协调能力、临场应变能力方面，完全赞同的
人数占比各为 25%，说明学生的沟通意识和协调能
力增强。学生在半结构访谈中表示：“模拟接待任
务需要和同学配合，有时还要应对同学出其不意的
问题，我们学会了有效沟通，也提升了临场反应能
力。”据教师观察，绝大部分学生的涉海专业词汇、
句型使用频率较高，角色扮演代入感和表现力较强，
说明交际能力有所提高。
在提升个性化学习能力方面，对“提升了合作

23（38.4%） 20（33.3%）

四、教师反思
尽管涉海 ESP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学生的认知负荷，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涉
海词汇运用能力、交际能力和个性化学习能力，但
该模式在学习材料的趣味性、学生多媒体制作能力
等方面还有改进空间。
（一）构建多样化、创意化数字学习资源库
学习材料的质量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础，混合
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化、个
性化学习，因而学习材料的趣味性、创意性、多样
性是吸引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以我校为例，未来
考虑创建涉海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数字资源中心，依

学习能力”“提升了创造力及想象力”两个题项，

托涉海优势学科，实现专门用途英语教师与水产、

每个题项基本赞同至完全赞同人数占比相加均超过

海洋专业教师的跨界融合，开发校本特色涉海数字

96%，说明学生的个性化才能和创造力在该教学模

化资源。具体包括：外语教师与海洋专业教师联合

式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平台检测数据显示，学

制作微课、慕课；建设涉海学科高水平国际期刊论

生在讨论区留言信息数目超过 100 条，所有小组全

文的学术英语语料库，为学生完成涉海报告、演讲

部提交了水产养殖中英文宣传画册，且画册类型、

等专业内容提供大量真实地道的语言直观数据及多

风格多样，说明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创新创意能

样化的英语表达；结合我校水生博物馆的存量资源，

力得到发挥。但是，对“提高了信息化能力”几乎

开发相关中英双语资料，形式包括博物馆宣传手册、

不赞同人数占比 15%，究其原因，学生表示：“制

博物馆讲解双语资料等，为学生制作涉海主题海报、

作画册的 PS 技术对于文科生来说比较难，短时间

画册等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同时，建立学生创意

内很难做到精通的程度，所以只能自己构思出画册

涉海数字资源库，通过英语专业与海洋、水产专业

内容，请计算机学院的同学帮忙制作。”未来可加

学生的结对学习，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涉海主

强学生多媒体制作能力培训，为他们发挥想象力和

题调查、实践等活动，开发涉海资源，包括制作涉

创造力提供技术支持。

海 Vlog、创意海报、主题演讲、报告 PPT 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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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习的
趣味性、体验感。
（二）增强学生多媒体制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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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 构建涉海高校海洋专业CBI大学英语教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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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J]. 东方翻译, 2015（5）：30 − 34.

学生的信息化能力对实现混合式教学至关重要，
它不仅影响着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效果，还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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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侯卓妮, 孙聪, 黄梦倩. 《海洋生物学专业英语》课程

学生能否自主开发创意化数字资源。教学效果调查

教 学 实 践 与 反 思 [J]. 中 国 多 媒 体 与 网 络 教 学 学 报

显示，学生的多媒体制作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未来

(上旬刊), 2020（10）：86 − 88.

可考虑开设实用性强、便于操作的信息化课程，将

［7］

教学论坛, 2018（50）：110 − 111.

其纳入混合式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评价指标，鼓励学
生应用信息化技术完成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各项任

［8］

用配音、剪辑、字幕编辑等信息化软件完成涉海专
门用途英语课程任务。同时，笔者也考虑与 U 校园

王磊, 吴敏敏. 海洋科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实践探
索[J]. 教育现代化, 2019（6）：36 − 38.

务。以我校为例，未来准备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
设面向英语专业学生的信息技术课程，教会学生运

王腾, 王川. 海洋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方法探讨[J]. 教育

［9］

李逢庆. 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J]. 现代
教育技术, 2016，26（9）：18 − 24.

［10］ 蔡基刚. 以项目驱动的学术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建

智慧平台、We Learn 外研随身学、91 速课等教育

构 [J]. 解 放 军 外 国 语 学 院 学 报 , 2019， 42（ 3）：

互联网企业长期合作，教会学生平台操作流程，促

39 − 47.

进学生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提高。

［11］ 王红丽. 学术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J]. 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学报, 2017，34（1）：68 − 71.

五、结束语
通过对涉海 ESP 课程进行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探索，总结出“线上涉海语言文化知识输入－线下
涉海模拟任务产出－线上涉海个性化成果展示”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水产养殖”单元教学实践，
发现该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交际能力和个性化学习能力。但是，学习资源的趣
味性和学生的信息化能力仍有提升的空间。基于此，
要构建多样化、创意化数字学习资源库，以增强学
习材料的新颖性和趣味性；开设实用性强、便于操
作的信息化课程，增强学生信息化能力，帮助学生
自主开发个性化、创意化数字资源，形成人人参与、
共建共享的网络学习社区，使学生成为“智慧型”
学习者和数字化资源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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