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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识是交往主体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同一内容达成的共同认知。 共识具有互动

性、动态性、主体性以及共享性的特点。 把共识思想引入教学，能够引起对教学知识、教师角色、教学方法以及
教学环境的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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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概

行为” 的概念，在他看来，交往行为必须是由至少

念，陌生是因为共识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词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以

语，而熟悉又是因为在教育实践中都有共识的痕

语言符号为媒介进行交流，最终对同一内容或场

迹。 共识的出发点是在价值多元的认知冲突之间

景取得认知一致的内在活动。 交往的核心是主体

实现相互认识、相互理解以及相互共存。 共识体现

寻求或发现共同点，交往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交

在教学中则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在相互理解的基
础上，通过教学交往而最终达成一致的教学认识。

１

共识的产生
共识并非是横空出世的，在众多的理论中都

可以看见共识的影子。
１．１

交往理论

往双方相互寻觅“ 共识” 的过程 ［２］ 。

１．２

解释学
解释学又被称为释义学或诠释学，是关于理解

的学说。 早期的解释学侧重于关注主体理解是否
达到文本的含义，后来的哲学解释学不仅仅只看重
文本本身的意义，更多的是关注人与文本世界的意
义建构，跳出文本的桎梏，关注对人自身的理解。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 交往” 被定义为是一种

在哲学解释学看来，理解的过程是一种创生的

主体间通过语言和符号，以言语的有效性为基础，

过程。 理解不是一方为了符合另一方而去放弃自

最终以达到主客体双方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活动。

己的观点，理解是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生成、

交往被看作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 １７ 世纪的洛克

不断融合，不断去寻找契合点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必须与同胞为伍才能

中，理解者视界不断与被理解者的视界交流，不断

够得以生存，而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在出现分歧

生成发展丰富，以达到不同视界的融合，伽达默尔

时必须要通过沟通交往以达成认识的一致，达到
相互理解、相互共存的状态；哲学家休谟在研究交
往时引入了“ 共感” 的概念，他认为交往是以共同
的感情为基础沟通行为，交往的目的也是为了取
得共同感知与情感；黑格尔认为“ 交往首先是建立
在劳动基础上的” 。 在他看来，个人通过劳动与他

称之为“视界融合” ［３］ 。 理解是一种对话，而对话的
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共享、主体双方达成共识
的过程［４］ 。 在教学中的对话是师生在经验共享中互
相造就的过程，这里的“共享”就是指师生双方作为
独立的自我相遇和理解，在平等对话中分享自己的
学习经验并且获得他人的学习经验。 在“ 共享” 的

人相互承 认、 相 互 作 用， 个 人 为 他 人 和 社 会 而 奉

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难免会出现差异甚至出现

献，反 过 来， 他 人、 社 会 又 因 而 使 个 人 回 复 了 自

分歧，在解释学看来，主体之间要想消除分歧，使对

身 ；交往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引出了“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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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
某种认同，是达到共同认知 。
［４］

１．３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

它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由个
体在自身认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他人的相互

５１

的个体，在与同样独立的他人进行交往过程中难
免会有差异，共识不是忽视差异，而是在允许各个
主体保留自身差异的前提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
行交往沟通，最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形成一致的
观念和认知。
２．２

共享性

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意义的建构。 社会建构主

共识产生的过程就是主体在交往时知识、经

义强调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认为

验以及观念在共享中互相造就的过程。 共享简单

建构的过程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交流互动

地说就是共同分享，一个人的经验不是共享，也不

的过程。 虽然社会建构主义把知识或意义的获得

是共识。 共享的过程是个人敞开思维，在独立自

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加关注社会

由的环境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想所感的交往过

性的客观知识对个体主观建构的影响，更加看重

程，在与他人的共享过程中思想观念产生“ 彼此共

社会环境跟个体自我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其
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循环发生、彼此促进的统一的

振” 。 共识的共享不仅仅是知识经验的共享，还有
精神共享、生活意义的共享以及生命价值的共享

整体 。 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知识是社会意义

等。 共享性使个体既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同时又

建构的产物，这其中有个体成分的作用，但更多的

实现了与他人的交往，共享性使个体实现了个性

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与共性、差异性与丰富性的完整统一，共识的达成

［５］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是一个社会过

需要个体自由的分享自己的经验知识，同时也需

程，其根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同一社

要个体吸收与借鉴他人的经验，在这个分享过程

会大背景下的人们进行互动和协商后的结果。 知

中，主体各自的人生经验不仅会得到增长，而且个

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从来就没有标准

体的精神世界也会得到拓展，对生命的意义也会

的知识，也不应该简单地把知识划分为正确知识和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错误知识 。 看待的角度不同，就可能对同一事物
［６］

２．３

产生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这也就容易造成
对事物认识的遗漏，形成理解上的片面性，避免这
种片面性的最好方式就是沟通交流。 在社会建构
主义者眼中，当人们对某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
时，便会促使不同个体不断地进行反思，并且尝试
着与其他个体进行沟通交流，来共同寻找消除分
歧、解决困惑的方法和途径，在不断的修正中形成
一致的社会建构，形成对事物、对知识的正确认知。

２
２．１

共识思想的特点
主体性
共识是属于平等的交往主体的。 所谓的主体

性就是指在社会大环境下，人与人基于各自的生

互动性
共识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主体之间在沟通交

往中努力地找寻。 共识的形成过程也是主体之间
彼此互动交流的过程。 共识中不仅仅有个人与个
人的互动，也有个人与多人、多人与多人的互动，甚
至会有人与物的互动等；互动的内容也是多种多
样，比如有知识经验、观念、理想、生命价值等等。
互动是共识形成的前提，也是共识形成的手段，共
识的互动不是盲目的、无序的，互动是以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相互包容为基础的，互动是以共同一致
的认知为导向的。 互动重在交流，交流不是一方用
自己的思想代替另一方，而是双方的融合与共进，
主体在交流融合中找寻共同点，达成共识。
２．４

动态性

活经验、知识能力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色彩鲜明的

共识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 共识的动

个体，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每个人也

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 共识存在基础的动

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生物角色上，

态性。 共识是主体间对某种观念或认知的共同认

也应该体现在社会角色上。 另外，共识的主体性

可，在本质上，共识仍然是一种认识或者意识，共

也意味着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 真正的共识是以

识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 共识是主

允许差异和包容多元为前提的，人作为一个独立

体在某种具体的情境下产生的。 可以说，共识是

５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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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生它的具体环境相适应的，而具体的情境是
变化各异的，情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共识的变化，
共识本身也会为了适应情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改
变；（２） 共识主体的动态性。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
体处在一个随时随地变化的社会中，无时无刻不

人生经验上要远远强于学生，再加上某些教师受
“ 教师决定论” 思想的影响，在教学中，为了达成统
一，教师极易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学生，形成表里
不一的统一，也就是“ 假共识” ，违背了共识思想的

主旨。 共识思想认为，教师要做好教学的倾听者，

在受着社会变化带来的影响，人的思维观念、认知

在教学中，教师把自己个人的观念搁置一旁，去认

经验等多个秉性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注定

真倾听来自学生的声音，从而更好地与学生进行

了作为主体之间共同认知的交往不会是静止不动

交流。 教师好的倾听不仅仅是对学生自身的尊重

的，而是变化多样的，其变化的幅度及方向很大程

与理解，同时，倾听也能让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有一

度上取决于共识主体自身的发展。 总之，一成不

个全新的认识，对自己的教学有一个好的反思，实

变的共识是不存在的，也是不会存在的。

现教学相长；（２） 教师是教学中的对话者。 教学共

３
３．１

共识思想的主要教学观点
对知识的重新诠释

识的产生离不开师生交往，教师以“ 对话者” 的身
份参与教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走下高高在上的
神坛，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融洽师生关系，在自身
受学生欢迎的同时，也可以更加有效地教学。 另

在共识思想看来，知识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

一方面，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是基于不同经验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知识不是固

的交流，两者更能碰撞出火花，使师生双方都能受

定不变的，而是随时更新的。 首先，教学的知识并

到启发，同时，教师的参与也会使教学交往在有序

不应该仅仅是指教学文本上呈现的内容，更多的应

的秩序下进行，提升交往对话的效果。 教师与学

该是立足于文本知识的对作者所传达感情的理解，

生的对话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一种质疑，有时

而对文本感情的理解离不开阅读者自身的经验，学

候是一种求证，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建议，或者有时

生在对知识的理解时往往根基于自身的知识经验，

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教师作为“ 对话者” 绝不

对于同一个文本，每一个学生都会理解为自己独一

是高高在上的，对话也不是教师自上而下的知识

无二的“知识”，同样的，教师面对这样一个文本也
会理解为教师自己的“ 知识”，对同一个文本，可以
产生许多不同的“知识”，教学中要允许和鼓励多种
“知识”的存在，而不是一定要理解成标准答案的
“知识”或教师的“知识”。 其二，共识思想的知识观
也并不是否认知识的准确性，取而代之的是在教学
过程中鼓励每个学生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准确知
识”，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自己来说
都是准确的和可接受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避
免用自己的思想或者教学参考书的答案去代替学
生的思考和回答，压制住告诉学生标准答案的“ 冲
动”，用心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把教学活动变成
师生平等交流的活动，把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变成师
生之间寻找共同认知的幸福的过程。
３．２

对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的“ 倾泻” ，而是与学习者平等交流 ［７］ 。

３．３

对教学方法的重新选择
理解和对话是实现教学共识的最佳方式。 教

学共识是在师生之间交往过程中实现的，理解是
师生交往的关键和基础，对话是师生交往的表征
和形式。 教学 中 的 理 解 反 对 通 过 用 延 长 教 学 时
间、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成绩。 相反，
理解的观点主张提高学生成绩的方式是加强学生
之间的沟通，在教学中重视师生之间情感因素的
投入，努力营造一种建立于师生共同情感基础之
上的学习氛围。 理解是对话的前提，共识所提倡
对话不同于传统教师的“ 满堂灌” ，也不是漫无目
的闲谈，对话是在师生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对某
一教学内容的交流互动，教学中的对话不会事先
预设一个标准答案，要让对话双方敞开自己的世

教学中的共识是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

界，在自由平等的教学气氛中去发现问题，展开思

理解的过程中达成的。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

维的碰撞，打开学生的视野与思路，最终师生共同

与者，是教学共识产生的重要主体，教师在教学中

寻到问题的答案。

应该扮演好以下角色：（１） 教学中的倾听者。 教学
共识的产生离不开师生的交流，教师在生活阅历、

（ 下转第 ８１ 页）

第３期

卢晓方 基于输入输出理论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听说读写练”五位一体教学模式探索

８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Ｌｕ Ｘｉａｏ⁃ｆａ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ｙａ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ｇ ６１８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ｉ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ｔｗｏ⁃ｗｅｅｋ⁃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ｏ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ｏ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ｐｕ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 上接第 ５２ 页）
３．４

对教学环境的重新审视

共识思想认为的教学环境包括大环境和小环
境。 大环境指教学共识产生主体所处的环境，具
体指会对教学交往主体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如
国家制定的影响教育教学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教
育政策、条例等，还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等
等；小环境也就是具体的教育环境，如学校的办学
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用具以及交往主体的个人秉
性等具体而细小的因素。 在共识思想看来，教学
中主体的交往结果受到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双重影
响，共识思想强调个人对自身环境的感知，同时也
重视个人对交往对象所处环境的感知。
教学共识的产生不仅仅依赖教学一方的经验
感知，也同样依赖于教学另一方或多方的经验感
知，只有教学交往双方的经验感知自结合所处的
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产生了“ 共振” ，师
生之间的共同认知才可能出现，教学的共识才可

能产生。 因此，教学不是简简单单的个人行为，而
是与他人、与环境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的综合活
动，合适的教学环境，不仅是教学共识产生的必要
条件，也是教学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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