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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试验修改过程

编写组组建

教材编写与试验

教材修订

 1997年，经教育部推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中小学

（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课改办"）决定引

进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为港澳地区学校编写的Oxford 

English教材系列，并由市课改办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改编，作

为第二期课程改革（简称“二期课改"）英语学科试验本教材。

 本套教材自1999年秋开始在基地学校进行教学试验。

 教材编写主持单位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外教分公司于2005年下半年启动了教材修订项目。于2006

年初将成套教材修订方案和课本、练习部分、教参等样张提交市

审查办审读。方案和样张通过审读后，编写组开始教材修订工

作，进入教材送审程序。

 2006年秋季开始，随着二期课改在高中全面推开，修订版

《英语（牛津上海版）（试用本）》教材开始在上海市部分高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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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一套6册

教学参考资料，一套6册

教材品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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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部分，一套6册

音带，一共1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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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框架结构

       本套教材以“模块–单元”为线，每个模块（Module）有一

个主题（Theme）,包含相关的两个单元（Unit）；每个单元则有

一个话题（Topic），围绕这一话题呈现一系列学习任务，如语言

知识（语法词汇等）、语言技能（听说读写）活动（任务），以

及语言运用等。这种结构可以将功能、技能、任务等有机结合起

来，使学习材料可以灵活运用，有利于语言学习内容的掌握。

Topic

每个单元设置一个话题

语言知识

语音、词汇、语法

语言技能：

听、说、读、写、译、

Learning skills (strategy)

真实的语言使用任务

Language Use / Tasks

语言交际功能意念项目

Module Unit

1 ...
1 ...

2 ...

Using English

2 ...
3 ...

4 ...

Using English

3 ...
5 ...

6 ...

Project

教材特色介绍

 本套教材力求更好地体现上海市“二期课改”的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有重点性地解决如下问题：

教材设计（修订）思路

1 加强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注重中西文化平衡。

2 保证基础课时的学习内容能够完成，适当根据学生和学校差

异，组织编写拓展型教材。

3 增强内容的时代感，删减、改写或替换不合适的内容，换之

以时代感强的新内容。

单册教材框架结构

单元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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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框架结构   （核心栏目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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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外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特点

教材编写特点

 本套教材的编写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教材编写理念和设计思想，综合

了国内外英语教学一线经验，是中外英语教学专家智慧的结晶。本套教材

基于“以人为本”、“学生是英语学习的主体”的教育思想，以“任务型

语言教学途径”为教学法理论基础，遵循编写理念如下：学生学习语言技

能不是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任务在做中学，并联

系生活实际，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交际活动中的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和

技能、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如在技能部分设计“问

卷”（Questionnaire）、“调查”（Survey）等；“实用英语”（Using 

English）部分提供给学生一系列的任务和问题，使他们通过完成这些任

务来提高自己的语言应用技能；“课题”（Project）让学生通过书刊、影

视、网络等途径，对某个课题做调查、研究，最终将成果以口头或笔头的

呈现形式展示出来。

 外语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之特性，还具有人文性之本性。本套教材

的目标就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技能和在实际生活中综合运用英

语的能力，还特别重视英语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内容选择既包括各种

语言要素，即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功能、话题）和语言技能

（听、说、读、写），还包括学生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语言因素以外的

课程内容要素，如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等。

 教材每个单元均包含一个阅读策略（Reading strategy）或词汇策略

（Vocabulary strategy），和有关语法、听、说、写等方面的小贴士（tips）；

每单元的第二篇阅读（More reading），尽可能多地安排与本单元话题有关的文

化背景知识介绍或中外文化习俗介绍等文化方面的内容。

在“实用英语”(Using English)和“课题”（Project）中，也专门设计了有关文

化探究的内容。

案例1： 阅读策略：识别小标题

案例2： 实用英语：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区别

中外合作，优势互补，体现先进的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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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作为引进版教材，语言的地道、原汁原味、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充满英语

文化特色是本套教材的亮点，通过教材学生可以了解世界，学习先进的科学文

化知识。同时，编写组特别重视在教材中加入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介绍中国的

科技成果，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使学生的国家公民意识得到提

高和发展，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也是外语学科人文性内涵的另一个

方面。

 版式编排科学、设计新颖、体例统一 一直是牛津教材的特点，修订版教材

秉承此风格，这些匠心独具的设计不仅有体现内容的需要，还给师生以视觉的

美感和高雅的品味。

 在每单元的编写中，重视情感因素，关注学生个人修养的培养、对家庭亲

情的感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力求循循诱导、

潜移默化，使学生的文化意识、人文素养、科学精神、情感态度、独立人格等

均得到提高和发展。

 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中增加了第三模块作为选修，主要是经典文

学作品的初步欣赏，其目的是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扩大他们对不同文体的接触

面，帮助他们增进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了解，感悟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培养阅

读英语的兴趣。

案例3： 高三第一学期 Module 3 A taste of literature U5 A tale with a 

twist

内容丰富多彩，注意中西文化的平衡

版式设计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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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部分设计是本套教材的亮点。教师不应忽略

教材使用建议

 教材内容并非都要按部就班一个不漏地完成，教师可以对教

材内容进行删减、替换或补充；对教材的编排顺序可以做适当调

整，还可以延伸原有教学活动。

 教材中练习作了分层设计，方便教师根据学生的水平差异选

择性地安排教学。

 学习策略是有别于词汇、语法等语言因素的非语言因素，

是提高学习效率、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先决条件。每个单元都安

排了若干学习策略的内容，教师不要直接把策略内容讲解给学生

听，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自己发现总结这些学习策略，探究体

验学习过程。

 在整套教材中，高三第一和第二学期最后都有一个模块（A 

taste of literature），这两个模块是文学作品的欣赏。这部分内容

只需教师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引导学生了解作品所在的社会背

景、理解人物性格与命运、把握故事情节与线索、学习文体特色

与特点，从而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欣赏英语语言，并把这种阅读兴

趣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而提升学生的阅读品位和文学素养。如

果条件允许，可把这6个单元分散穿插在高一、高二年级教授。

 指导学生通过字体字号、版式、插图等直观的文本特征迅速

预测文本体裁、重点信息、甚至文本主要内容。如通过粗体的小

标题可以抓住文章的主旨大意，通过版式设计可以识别文本体裁

是杂志文章、是戏剧脚本还是宣传单片等等。

 技能部分主要是一些任务性（task-based）练习活动，用于

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尤其是在真实生活场合下应用英语的能

力。这些活动多是课文主题的延伸。这几个部分是一个有机整

体，联系紧密。

提倡灵活使用教材，再次开发教材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重视字体、版式等文本特征

模块的教学提示

重视教材中的阅读策略、词汇策略、听力策略等学习策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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