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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文写作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课程,他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把课堂所学知识熟
练地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并能恰当选择文种,写出符合规范的应用文。在国家三新一高的战略背景下,如
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关注学生的未来增值能力,满足国家、社会、学生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应用
文写作课程必须进行改革。本文尝试在BIG6模式下进行应用文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重点关注课程的高
阶性、学生的未来增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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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writing, as a significant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skillfully apply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to practical work and to choose
appropriate types of documents and write practical writings that meet requirement.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estions like how to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curiosity, how to focus on students' future value-added capability, and how to meet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that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writing must be reform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actical writing course under
BIG6 mode, focusing on the high-level nature of the course and the future value-added capabi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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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g6 模式的应用写作课程课堂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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