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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涉海高校大学生进行海洋意识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海洋情怀、投身
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我国涉海高校大学生
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涉海高校开展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涉海高校；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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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arine Awareness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ea-relat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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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th century was the century of the oce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ducate college students
about ocean consciousness to enhance their feelings about ocean,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ocean cause and to
build a maritime powe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review,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rin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sea-relat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analyz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arry out the marin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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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支架教学(scaffolding)如何有效地促进任务型阅读教学的实现,从而体现语言学习的交际性
和自主性。以New Headway Intermediate教材Unit 1中的阅读为例,基于任务型阅读教学的三个核心阶段
来探讨支架教学对完成阅读任务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合作对话；支架教学；任务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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