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教一学一评”
一致性
摘要：目前，深化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以评价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真正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具体到英语课堂教学系统中应力求“教一学一评”一致性，即紧密协调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以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教学中有意义的互动，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和文化

品格的发展；教师应该利用评价数据反馈并改进教学，引导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教师也应该重视形

成性评价，最终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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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评价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传统

的评价主要是指教师在完成—定的教学内

容之后，对学生是否掌握教师所教的知识

和技能进行的检测，通常教师们注重终结

性评价，忽略形成性和诊断性评价。教师

编制试卷往往是从以往的考试题中选择，

很少考虑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试题中也

忽视对情感、思维等的考查。评价对教学

的指导意义并不大。如何以评价促进学生

的有效学习，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是

深化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对构建促进学生杨心素养发展的评价体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

课堂教学中“教一学一评”的一

致性

2002年，苏格兰学者保罗·布莱

克(PaulBlack)和迪伦·威廉(DylaIl

wili锄)及其领导的评价改革小组界

定了促进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Dr

learning)，这种评价理念强调评价促进

学习的功能，由教师和学生对整个学习

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和反馈，以促进学生

的学习。布莱克和威廉基于此理念提出了

10个原则：促进学习的评价是有效的教

学规划的一部分；应该关注学生是如何学

习的；是课堂教学实践的核心；是教师重

要的专业技能；是对变化敏感的和建构性

的。因为任何评价都具有情感作用；应该

考虑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应该促进学生实

现学习目标，促进教师和学生对评价标

准达成共识；应帮助学生得到如何改进

学习的建设性指导意见；应发展学生的

自我评价能力，使其成为能自我管理的

反思型学习者；应承认学生在所有教育

活动领域的学习成就(冯翠典、张雨强，

2009)。实质上，促进学习的评价融“教、

学、评”为一体，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

同时又指导和推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李雪莲，2016)。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

见稿)提出完整的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评

三个方面。“教”是教师通过有效组织和实

施课内外教与学的活动，实现培养学生英

语学科楱0素养的目标；“学”是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通过主动参与各种语言实践

活动，形成适应个人与社会需要的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评”是教师依据教学目标，

通过组织和引导学生完成多种评价活动，

以此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检测教与学的

效果。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由此，为

了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我们需要在整个

课堂教学系统中，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

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协调配合起来，实现以

评促学，以评促教。

“教一学一评”在课堂教学的应用

1．应以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

安德森(L．w And蹦Dn)认为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与教学测评作为整体，三者具有

一致性(安德森，2009)。对于课堂教学而

言，“教一学一评”一致性中的教是指教师

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的指导活动，学是

指学生为实现学习目标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评是指教师和学生对学生学习表现的评价，

以监测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崔允都，雷

浩，2015)。崔允{郭等提出了“教一学一评”

一致性三因素模型(见下页图1)。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目标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

而“教一学一评”是基于目标展开的专业

实践(崔允{郭，雷浩，2015)。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

见稿)指出：高中英语课程的具体目标是

培养和发展学生在接受高中英语教育后应

具备的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学

习能力等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应

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指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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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特点

的英语学习活动。学生通过学习理解、应

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融语言、思维、

文化为一体的活动，理解语篇意义和表达

个人观点、意图和情感态度，分析中外文化

异同，发展多元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提高

英语学习的能力和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教学评价应诊断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

教学效果，聚焦并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的形成及发展。

2．有意义的互动

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课堂中应有高

质量的互动，即课堂的评价应该在深入地

提问、认真地聆听和反思性的回应基础上

表现出高质量的互动(冯翠典，张雨强，

2009)。课堂教学中的师生活动具有共时

性和互动性的特殊关系。课堂教学的生成，

显然不只局限于结果，更重要的是教学过

程本身就应是生成的过程(叶澜，2013)。

因此，教师的提问和评价反馈是促进学生

学习的重要手段。

安德森(2009)提出的认知领域目标

分类包括记}乙(彻m珊)er)、理解(understaIld)、

应用(apply)、分析(analyze)、评价(evaluate)

和创造(create)。这些认知过程不仅在测

试领域，也可以通过教师的提问体现出来。

教师提问时，不仅要有基于文本基本信息

的提问，例如：what，who，where，when等

事卖陛的问题，也要有对文本深入理解的

问题，例如what’s the dif艳rence between

A and B?what are the causes?还要有批

判性和创造型的问题，例如：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Why(noD?Imagine what

will happen next．等。因此教师的提问不仅

要求学生能够理解事实，而且也要有开放

性、批判性、激发想象力的问题，以问题引

领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对文化现

象的理解能力。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为学生

创造机会，促进师生、生生之间开展有意

义的对话交流(库玛，2013)。但在目前的

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多为注重形式

的纠正性互动，缺少对表达内容正误、对

表达内容的拓展或评价等注重意义的互动

(林正军。周沙，2011)。教师的评价反馈

不仅要关注学生表达的内容的正误，更重

要的是教师应鼓励学生能够发表个人见解，

并对表达的内容进行评价和拓展。同样，

有意义的互动可以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和文

化品格的形成和发展。

3．利用评价数据反馈改进教学

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行为对学生的

认知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教师的评价

行为应具有针对性，在评价过程中对信息

和数据要进行有目的的记录和搜集，以便

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教师可以利

用评价结果改进完善课堂教学。学生利用

评价结果找到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反思和

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金家新，2011)。

评分点

内容、信息全面完整

语言

句子结构、语法、用词

行文连贯、逻辑

Mechanics

芋数、大小写、标点等

总分

满分

10分

4分

4分

2分

20分

以下表中的两个学生为例(如表1)。

学生A、B在写作中的表现均为16分。学

生的写作能力是一样的吗?如果按照常规

的评价，这两名学生的写作能力是一样

的。但如果采取分项评分的方式，可以发

现两名学生的写作能力有较大的差异。学

生A语言知识运用很好，并且表述逻辑清

楚，但所写内容不完整，有明显信息缺失。

学生B的习作内容完整，但语言知识运用

有较大问题。基于分项评分的数据分析，

可以要求学生A加强审题，在写作时，围绕

主题展开写作；而对于学生B，则要求其加

强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并在完成写作之后，

检查习作中用词、构句的准确性。

4．形成性评价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

见稿)指出：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

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重视评价的促

学作用。形成性评价是一种以评价为导向

的课堂活动范式，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语言

能力的发展。形成性评价是教师和学生在

完成形式多样的任务过程中，系统地搜集

学生学习过程中和学习结果的信息，对信

息进行评价分析和阐释，并反馈给教师和

学生用于调整教和学的过程(罗少茜等，

2015)。形成性评价重视评价在课堂教学

中的作用，评价本身就是教学不可分割的

一部允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课堂教学。

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性评价实施的方

式有很多，除了单元测验、平时测验和当堂

学生A

6

4

4

2

16

学生B

9

3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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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等各种大小测验之外，还可以通过课

堂提问和反馈，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成长

记录袋，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形成眭评

价关注的不(仅仅)是学习结果的信息，而

是学生语言学习状况的信息。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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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习的英语课堂评价

陈新忠，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教研中心英语教研员，教育

部《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核

心成员。

摘要：本文从评价目的、定义及类型开始，展示课堂评价与传统评价方式的不同，进而阐述课堂评价的原则、内容及其

实施方式。鉴于是针对教师的课堂评价，本文还举例说明课堂评价中形成性评价及其他课堂评价方式，如阅读与

写作档案袋。有效评价必须有清晰的目标、一个适合学生学习的环境、易观察和评价的学习活动、有意义的学习

任务、评价工具实际、可信而有效。

关键词：课堂评价；促进学习；形成性评价；评价原则；评价方式；学习档案袋

文／罗少茜柳丽萍

随着英语课程改革的推进，以评促

学越来越受到教育者及教师的关注。本文

从评价目的、评价定义、评价类型、课

堂评价、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和方法及学

习成长档案袋几个方面展开。评价的背景

包括认知、社会、情感、生理、评价测试在

学生生活中的地位。

害或低利害?(2)正式或非正式?(3)用

于教育目的或行政目的?(4)内容评价或

行为表现评价?(5)形成性评价或终结性

评价?(6)为了分班或分层?(7)鼓励性

或为研究?不同的评价类型(如正式或非

正式)、不同的目的(如鼓励性或为研究)

都有不同的评价方式。

评价的目的 评价的定义和类型

课堂评价是依据教学目的而制定的，

评价目的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虑，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评价是(1)高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评价、明确评价目的，

首先来看几个相关术语的定义：

·A s se s sment：The c01lectiOn

synthesis，and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to help the teacher in decision making．(评

价是信息的收集、综合和阐释以帮助教师

作出教学决定。)

·Test：A formal，systematic，usually

pape卜and—pencil prOcedure fbr gathering

蛐ation．【测试是正式的、系统的考试
(一般为纸笔测试)，以收集学生学习信息。】

·Measurement：The process of

quantifying or assigning a number to

performance．(测量是将学习行为量化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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