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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标志着课程思政进入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的新阶 

段。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课程也为课程思政建设带来契机和挑战。本文以多元读写理论为指导，以商务英语语言融合知 识( 

语言与知识融合) 专业课程“经济学( 英语) ”线上线下混合课为行动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 框定

和实践转化四个教学环节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实现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

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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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全要素、全方位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立体的教育理念和“育人大格 

局”( 高德毅 等，2019) 。2020 年 6 月 1 日，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 

称“纲要”) ，标志着“课程思政”在我国进入了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专业课要根据 

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实质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 精

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的广度、深度和温度(  教高，2020)  。 

在众多高校专业课中，商务英语专业课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新时期国际环境对商务 英

语人才的国际视野、理想价值、使命担当和知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吴岩，2019 ) ; 另一方面，全国已 有 

403 所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每年培养成千上万的商务英语人才。因此，深入研究课程思政 如何

与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对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精通外语、兼备商科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国际化

复合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建设，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意义重大(  卢植，2018)  。 

我们以“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搜索知网，截至 2020 年 6 月 7 日，检索到 6678 篇文献。然而，关于商务 

英语课程思政仅检索到 22 篇相关文献，涉及商务英语阅读( 曲洪  等，2019 ) 和综合商务英语 ( 周正秀， 

2020) 。而商务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如经济学、国际贸易等探讨较少。饶妙、邓建平( 2019: 132) 发掘商务 

英语“国际金融”课的隐性思政元素，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实行“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法，实现课堂教学中 

知识传承和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和国际视野，能服务中国经济国际化建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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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因此，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商务英语专业课教学值得研究。 

本文以多元读写教学法为理论框架，以全英经济学课程为对象，开展商务英语知识课程思政行动研究。 
 

1  《指南》对全英文商务知识课的要求 
 

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立足专业特色。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商务英语专业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具有跨学科特点，相关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英专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20:  47)   。《指南》明确了新时期商务英语人才的素质 

要求，包括: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人文与科学素养，合 

作精神，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学科基本素养，职业精神、商业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指南》也提出了 

商务英语人才的三类知识要求:     语言文学、跨文化基础知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基础知识以及组 

织治理、经贸法规、商务规则与惯例等实务知识。这三类知识也对应三种能力要求:     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学习能力(   思辨能力、量化思维能力、数字化信息素养、团队合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   和 

实务能力(    商务分析、决策和实践能力、组织、管理、协调和沟通能力等)    。《指南》对商务英语人才的素 

质、知识和能力要求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目标和依据。 

课堂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操 作化

和目标化。因此，《指南》也明确了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 课和实

践教学环节( 包括毕业论文) 。这个课程体系总体框架中主要包括五大知识模块: 语言知识、商务 知识、跨

文化知识、人文社科知识、跨学科知识( 王立非，2019 ) ，这五个模块凸显了商英课程体系跨学科 交叉融合

的特点。其中，“商务知识”模块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 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都是典型的语言和知识融合课程，而经济学是核心课程之一，其中 微观经济学是

国际贸易知识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国际金融知识的理论基础，因此在各个高校的商 务英语专业课程

体系中一般都列为专业核心必修课。 

语言与知识融合教学强调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合作，形成“实践社区( community of practice) ”，兼顾学 

习者语言能力的 发 展、专业知识的吸收、认知水平的提升和人文 素 养 的 培 养 (  常 俊 跃，2014;  米 保 富， 

2015)    。因此，商务英语言与知识融合专业课程如何打破教学任务以语言知识传授和技能操练为主的困 

局，打造以课程思政为驱动的兼具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商英“金课”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王立 

非    等，2019;  吴岩，2018)   。本文将以“经济学(   英语)   ”课为实证研究对象，以偏重“设计社会未来”和“多 

模态教学”的多元读写( multiliteracies) 理论( NLG，New London Group，1996) 为指导，进行课程思政教改 

创新的顶层设计、实践和研究。 
 

2 全英文“经济学”课程的行动研究设计 
 

2．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聚焦下列三个问题: ( 1) 应该如何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在课堂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承与理 

想信念塑造、综合能力提升和多元( 职业) 素养养成的有机融合? ( 2) 如何将多元读写教学理论四个元素 

贯穿在教学过程中，线上线下相结合，构建交互式多空间联动的教学模式? ( 3) 如何在发挥本课程“立德 树

人”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让课程思政为课堂教学赋能增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动力和创造力，提高学 生课

堂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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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研究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多元读写理论，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新伦敦小组( NLG，1996) 提出的“设计社会未来”的 

理念，凸显两个特点: 设计和多模态化(  NLG，1996: 60)  ，即教师设计教学材料、手段和方法，通过多模态 

社会符号资源完成课堂教学，变被动学习者为设计者，迎接经济全球化、语言文化多元化和交际技术多 

样化的挑战，胜任未来工作( Cope et al． ，2015 ; 张德禄，2018) 。多元读写理论核心内容包括四个主要教 学

要素: 实景实践( situated practice) 、明确指导( overt instruction) 、批评框定( critical framing) 和转化实践 ( 

transformed practice) : 

( 1) 实景实践强调真实语境“浸入体验式”英语教学，这与同样强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系 统功能

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是一致的，即意义是在交际过程中生成的(  冯德正，2017: 57)  。 

( 2) 明确指导的核心是多模态设计资源的元语言，即描述和解释意义模式的语言( NGL，1996: 79 ) ， 

教学理念由“设计”取代“语法”，由语言“法则”到多种符号系统“法则”(                    如听觉、视觉、味觉、手势、空间 

感等)  ，指导学生明确基本规律、程序、知识，即概念命名，把概念连接形成知识体系和理论(  张德禄   等， 

2014 : 46) 。 

( 3) 批评框定是让学习者梳理在实践中已经学过的东西，系统理解知识系统和社会实践中的多模态 语篇与

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形成辩证、批判的逻辑分析能力。因此，功能性分析强调因果 关系和用途等，

批评性分析在于发现意图、动机和目标等，从而提高“归纳学习”能力(   Cope   et   al．  ，2015 : 20 ; Lim，2018: 

7) 。 

( 4) 转化实践指学习者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学习迁移能力，具备能独立识解并建构多模态语篇 的

能力，即多元读写能力。成功的转化实践包括“合适性”和“创造性”两方面，即学习者首先要正确全面 掌握所学

知识，同时还能超越所学，合理、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  冯德正，2017: 57)  。 

贯穿教学设计过程的这四个要素并非线性和封闭的，而是交互作用，动态地实现多元读写能力(   张德 

禄 等，2014; Lim，2018) 。“经济学( 英语) ”语言与知识融合课程思政教学的设计应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 合

课的优势，抓好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如下图 1 所示。课前借助微信群、雨课堂等布置作业、发送 补

充资料、收集学生问题和个人与小组作业，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 课中通过腾讯课堂以问题为导 向讲

授教学内容，结合课后自学任务翻转课堂以及相关文献研读、评析; 课后学生继续完成复习巩固练 习，小

组讨论合作互评作业，完成 PPT 设计，课上完成口头展示，撰写与所学内容相关的课程期末论文，完 成实践

转化。教师分阶段通过问卷获得学生反馈，适时调整完善教学方案。 

混合课旨在实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语言技能与经济知识、教师讲授与学生实践以及知识摄入与科 研产

出的“五结合”，形成多空间交互联动效应，教学内容渗透融合价值观、道德、逻辑思辨、创新思维等 思政元

素，增强学生课堂参与度、贡献度和获得感。在该课程中，学生需要全面了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渊 源、经济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以作者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的主要观点和思想，要做到“知彼”。同时， 学习经济学还必

须立足中国大地，要有家国情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国情、发展现状，充分“知己”。 最终学生要做到四个“

正确认识”，获得学习源动力:         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 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

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和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2． 3 研究对象 

全英文经济学课程是北京某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授课教材为引进 版《经济

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英文版(  Mankiw，2018)  ，分宏观、微观两个部分八个知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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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法则和政府政策，福利经济学:   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公共部门经济学:   外部性和公 

共物品和政策，生产成本、公司行为和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经济学:     生产要素市场、收入和歧视、收入不 

平等和贫困，宏观经济学:    经济增长与就业，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就业。 
 

 

图 1    线上线下课程思政多元读写教学法 

本课程英文讲授，50 人大班授课，知识体系复杂，难度大，学时紧，对师生挑战度高。同时，经济学原 

理植根于西方文化、哲学体系和经济社会，因此学生在价值判断和作者论点方面都需要思想引领( 王立非 等

，2019: 14) 。为此，任课教师在 2019 年春季第一轮教学中就申请了学校“课程思政”项目，尝试课程思 政

教改模式。 

2． 4 研究步骤 

根据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理念，我们将以教材第六知识模块“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中的第 20 章“收入 不平

等和贫困(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为教学案例，展示课程思政多元读写混合教学法的课堂实 践。

本章教学内容计划 4 学时完成，小组课下自主合作学习，制作自学 PPT，小组互评，课上翻转课堂重 点讲

解学生自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并点评互评作业( 2 学时) ; 两个学生小组以“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精 准扶贫”

为话题进行口头展示，生生互评、教师点评( 2 学时) 。教师给学生明确规定自学本章内容的任 务，要求

完成 PPT 设计，包含下列四项内容: ( 1) 了解美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 ( 2) 了解美国政府在改变 收入分

配方面的发挥的作用; ( 3) 掌握世界在帮助最贫困社会成员方面的公共政策; ( 4) 评述中国精准扶 贫政策

。其中前三项为教材内容，第四项是与教材相关的“中国元素”。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     1      采用线上线下多模态混合教学方法实现课程思政的实景实践原则 

实景实践强调“浸入式”( immersion) 教学，要尽可能提供与教学内容高度相关，并且学生感兴趣的交 际

实践任务和学习体验机会，提高课堂教学的“真实性”，倡导合作式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融入性学习 动机”( 邢

春燕 等，2019: 45) 。实景实践要注意教学材料选取的两个相关度和一个结合度: 与真实生活和 与目标知识

点的相关度以及与近期国内外大事件的结合度，才能激发学生深入学习、领会教学内容的兴 趣和动力。学

生建立学习兴趣，明确指导才能更加有效。 

为此，根据教材内容，教师课前补充了下列多模态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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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模态学习资料一览 
 

·美国社会机构小额贷款扶贫项目( 英文，视频，时长 2 分钟) 

·中国精准扶贫宣传介绍( 英文，视频，时长 3 分钟) 

·2018 世界不平等报告( 英文，文字) 

·2019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谈扶贫减困的五点建议( 中文，文字) 

·课外读物中经济学家谈对贫困和减贫的不同理念和观点(   英文，音频   +  文字) 

·如何讲好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文字，中文文献) 

·新冠疫情期间精准扶贫新闻报道和政府工作报告( 文字，视频，中、英文) 
 

这些补充资料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多角度批判性思维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能力。教材中大部分数 据

都是  2010  年之前的，而这些鲜活的材料让学生对收入不平等以及减贫的全球最新进展全面了解，并以 发

展和对比的眼光深入领会本章内容。同时，英文多模态资料也是提高语言技能的素材，比如语言修辞、 图表

写作也是语言教学的重点。就多角度批判性思维而言，西方经济学家的批判发展的观点对我国的精 准扶贫

政策也很有借鉴作用，如  2019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教授提出减贫要因地制宜考虑问题，要 研究当

地贫困人口真正需要什么。中外对中国精准扶贫项目的视频报道也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我国精准 扶贫政策

的制定、实施和重大意义。而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以及对   2020   年减贫目标的“收官之 年”带来的

困难，更是学生亲身感受和关切的问题，不再感觉“减贫”是个遥远而抽象的话题，激发学生深 入探究的热情。 

3．    2      采用课堂互动和参与教学方法实现课程思政的明确指导原则 

明确指导并不是让教师直接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学习进行积极干预和引导(  NLG，1996: 86 )  ，有针 

对性地给予指导，并以图片、音频、视频、手势等多模态资源提供清晰的概念阐释，最终让学生尝试独立地 

创造性地建构意义，并由理解概念上升到理论。在线课的一个短板就是缺乏师生“面对面”的互动，学生 的上课状

态难以把握，因此“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弊端更大。为此，教师课前征集学生自学时遇到的难点 和问题，在线授课时

以问题为导向，启发式教学，学生通过在线语音和留言区发言，形成 IＲF( Initiation- Ｒesponse-Feedback) 教

学结构( Sinclair et al． ，1975 ; 冯德正，2017)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度，提高学生 在线互动讨论的热情。 

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师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 1) 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对待贫穷的不同态度什么?   ( 2) 世 

界各国减贫措施有哪些异同?      旨在培养学生历史发展的哲学思维和跨文化对比意识。要回答这两个问 

题，学生除了吃透教材内容外，还需学习补充课外读物《经济学百科》中的相关内容，了解从    16    世纪《济 贫

法》( Poor Law) 的颁布，到 18 世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要求废除该法，鼓励人们自食其力，再到 2016 年 法

国由“仇穷症”引发的难民所的纵火事件，西方社会对待贫穷的态度演变，以及目前世界各国达成的  “授人以

渔”的扶贫共识，普遍认可居民健康医疗、教育程度、交通设施的完善对消除贫困的作用。同时， 教师还要明

确指导，让学生将西方对贫困的态度与我国“人民至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扶贫观对比，并全 面了解中国创造的

人类减贫史奇迹，特别是目前中国地方领导直播带货、异地搬迁、精准定位、精准施策、 精准评估等举措，已经

形成了独特鲜明的中国经验。 

明确指导阶段教师以学生为中心 ( Barr et  al． ，1995 )  ，以问题为导向，发挥“脚手架”作用 (  Cope  et al

． ，2015 :   33)  ，使用文字、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资源(  80% 以上为英文资料)  ，发挥各个模态的功能可供用 性( 

van Leeuwen，2015) ，同时，教科书、新闻报道、学术文献多语类教学，强化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多维整合 理解，既

筑牢经济学知识体系，又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并且增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激发学习原动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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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和减贫这个问题上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 

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3．   3    采用显性思政教学方法实现批评框定原则 

批评框定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框定巩固实景实践中掌握的知识，有意识控制和理解由明确指导环节习 得的概念

和理论与某些特定知识和社会实践体系相关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关系   (  Cope et al． 

，2015 :   34)  。批评框定具有两个维度: 一是批判性思维与分析能力的培养，二是正面价值观   (   即人文道德教

育)   (   冯德正，2015 ;  邢春燕   等，2019 : 48)   。因此，结合本章的教学内容和重点，在批评框定 环节，主要设计了

两项分别由学生个人和小组完成的任务。个人任务是对本章西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三 个政治哲学流派，即实用主

义(  Utilitarianism)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和自由意志主义(  Libertarianism)  三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背后反映

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局限性以英文撰写书面评价，引导学生从教材跳开去， 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再对教材内

容进行全面评判式反思，对于学生作业中有价值、有新意或者有争 议的观点教师在课堂展示，继续激发学生的讨论，

相互学习、借鉴，最后教师点评、明确指导，对与价值观、 意识形态以及对我国扶贫攻坚的启示等进行正面引导、批

评框定。 

小组任务是以“收入不平等和中国(     精准)     扶贫政策”进行小组全英口头展示。教师对于口头展示环 节

预先给出评分标准，从内容、PPT   设计、团队合作和创新性四个方面由学生小组和教师共同打分，并规 定最

后要有问答互动环节，结束后学生各个小组相互评价，最后由教师统一点评。这个环节对于学生的 自主学习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搜索整合信息能力、数字化技术素养，以及脚踏实地、躬身实践、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都是一个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多模态设计“成品”显示，一方面学生多模态意义构建能力 大大提高，另一方面，

通过自主学习和课堂讲授，学生能够从世界减贫到中国精准扶贫的“教育、就业和发 展”三位一体的理念再到本

校对定点精准扶贫单位的具体实例(   见图  2)   ，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家国情怀， 并且开始思索母校、自己的

专业乃至自身在“精准扶贫”的壮阔图景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应该付诸的努力。 学生积极认真的态度和团队合作

精神的“闪光点”都是很好的思政教学素材，因此这时教师应该采取“显 性”教学，充分肯定学生展现出来的思想

道德品质、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从而 实现价值引领和塑造。 
 

 

图 2 学生“成品”: 所在高校为对口支援地区提供教育扶贫服务活动 

3．   4    创造性“再设计”过程教学方法实现转化实践原则 

新伦敦小组认为(       NGL，1996)       ，转化实践是让学生迁移所学知识，运用到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能够 

创造性地、恰当地将所学用于解决新问题(  Cope  et  al． ，2015 :    35)  。小组口头展示实质也是转化实践的 

重要途径，此外，课后作业的设计和形成性评估，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一环。根据各个章节的具体内容， 我们主

要设计了四种作业形式:               课后综合分析论述题、思维导图、案例分析、小组互评和文献导读和写作   (    所

有作业都要求英文表达)    。期末考试也进行改革，尝试用“平时作业    +  口头展示    +  期末论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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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代替一纸试卷。比如，结合第   20   章的内容，期末论文选题为《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精准扶贫好故 

事》，将商务话语与经济学知识相结合，体现商务英语跨学科特点，同时帮助学生实现由知识摄入到科研 产出的实践转

化。作业和评价形式不再考查学生低阶的记忆能力，而是考查学生分析、综合、应用、评价 和创造的高阶能力( Bloom 

et． al． ，1956) 。而这些学生的再设计“成品”又可以成为下一轮教学的素材，完 成师生共建内容的“在创造”过程(  

Zhong et al． ，2019; Cope et al． ，2015)  。 
 

4   结语 
 

本文报告了高校开展经济学全英文教学的课程思政行动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借助多元读写教学法 原

则，采用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框定和转化实践四种方法实施课程思政效果明显，为商务英语课程 思政

教学提供了原则和思路。将课程思政融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价值塑 造、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们认为实景实践环节应该提供与学生真实生活、与具体知识点相关度高的“鲜 活”

材料，提高课堂教学的“真实性”，给抽象的知识付诸实质内容，激发学生学习“融入性”动机，主动探 求知

识。在明确指导环节，要打破知识灌输的格局，真正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导向，运用多语类教学法 

和多模态教学手段，启发引导学生思维。在前两个阶段将哲学元素、价值观元素、道德元素、思辨元素、创 新

元素等思政元素“隐性”而有机地融入相关知识传授过程中。在批评框定环节，仍然关注发展学生逻 辑推理

思维，指导学生解释特定意义设计的社会文化情境，批判看待意义构建的动机、目的和意图等，实 现功能性

和批判性相统一的思政教学。在转化实践环节，小组口头展示是一个重要环节，学生将教学再 情境化，发

挥创造力，解决新的实践问题，创设新的多模态话语实践，而且学生在口头展示的过程呈现出 

的内容、迸发出的智慧以及反映出的问题又都为“显性”思政教学提供了一手素材。 课程思政给教师带来

新挑战，对教师的思政水平、教改勇气、课堂设计和组织实施能力提出了高要 

求，如何不断提高课堂的“两性一度”，提高学生课堂互动性、参与度和获得感，实现智慧教学，需要不断 探索

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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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Ｒ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CLIL Course 
LI Xin  FENG Dezheng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has issued The Guiding Outline of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dicating that all the disciplines and sub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ve ushered into a new phase to push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IPE) ． Meanwhile，the large-scale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which has brought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posed challenges 

to IPE． To address this，the current study takes the online-and-offline Business English CLIL (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ourse “Economics ( in English) ”as the object of action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Multiliteracies Pedagogy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four teaching stages: situated practice，overt instruction，critical 

framing and transformed practice． This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aims to fulfill the“student-centered，output-oriented and constant 

improving”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realize the three-in-one talent goal: values molding，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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