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牛津线上“搞学术”的日子
【前言】——“牛津大学有关学术论文写作的课程是建立在对国际学生学术实践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之上的。

这就使得课程内容十分具有针对性，能准确、快速地解决中国学生在英文学术写作中出现的痛点与难点。”



        在参加项目之前
也许现在你也跟他们一样

“参加这个项目之前我的写作水平可能还停留在高中写信的水平，对科研类的文章写作要求更是一无所知。”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专业的论文写作的课程，但却无数次听老师说起过英文文献阅读以及论文写作的重要性。毫 
无疑问，论文写作是一项必备的技能。
在顶级学术期刊和最新学术动向多为英文所表现的学术环境下，英文学术论文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学术论文写作向来是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一个痛点，也是弱点。”

“上大学后会发现有许多课程会以课程论文的形式考核，但是对于读论文都极少的我来说，论文到底该怎么写的确是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论文写作训练的情况下，每次写论文脑子都是一团浆糊，每次上网搜论文格 
式然后按照格式填上尽可能多的字是我唯一能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我需要系统地接受一次论文写作的学习， 
所以当我知道都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一眼就相中了它。”

“我决定选择牛津学术写作线上课程，这主要处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性价比高，这一课程在往届的学长学姐中口碑较好， 
价格也较为便宜，二是我将来有志于从事经济学学术，也正在备考托福，这一课程对我的长期和短期都有较大帮助。”

“因为专业需求，平日里读了很多文献，但自己写起来却毫无章法，而通过这次课程学习了文章的moves之后才明白“看 
起来没有条理的文献实际上都是依据某种规则和结构，这样才能写出能够被理解和有效传达信息的文章”。

。。。 。。。



参加完项目之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样的课程，入股不亏！”（大声）

“早前就听说牛津的学术论文写作课程干货满满，亲身体验后发觉果真不假。”

“就课程本身来说，这几乎是保姆级的学术写作项目，条理清晰、事无巨细。”

“我觉得这么一门充满干货的课程却上得这么轻松有趣是很神奇的事情”

“在暑期课程结束后刚好我们要提交第三学期课程的一篇英文论文，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论文，很有难度。 
暑期牛津课程的论文写作教学给了我很好的准备，让我有清晰的思路去构思写作。”

“从收获上来讲，绝对值。因为学术论文和表达所需要的所有硬件全都可以学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 
门课程是学习学术论文写作的一劳永逸之法。”

什么叫“大开眼界”？
我想大概就是，发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things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在牛津6周的线上学习过程中，我在很多方面感知到了“大开眼界”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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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
牛津课程拥有非常强大的Canvas系统

首先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牛津大学为这门网课 
准备的丰富的线上配置。

我们在Canvas中有一个配套的课程系统，其
中有着教案、视频回放、提问空间、学术资
源等诸多实用的东西，这些工具帮助我更好
地理解了课程，也深度地扩展了自己的学习
工具，掌握了更高效的学习方法。

Canvas网站上还附有很多链接，许多都是牛
津大学的优质检索、查询工具。这些对于我
们的未来学习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提到资料，不得不感叹牛津项目的资料真的
非常丰富，每节课都有老师精心准备的十几
页甚至二十几页的handout，还有很多论文范
例，各种知识俯拾皆是。

牛津大学canvas系统



关于授课老师
认真 负责 幽默 耐心 细心 专业 贴心 回复邮件的速度很快... ...

那 
些 
小 
事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精神矍铄、笑容和蔼的老教授。
同时也是一个幽默可爱的大朋友。

老师的课堂非常有趣。最初我本以为学术英语的课堂可能会有些 
无聊枯燥，但是老师会熟练地运用英式幽默，常常使同学们在哈 
哈一乐中学懂知识，对于课堂也更能集中注意力。
然而有趣并不意味着课程的低专业性，恰恰相反，老师授课认真 
负责，非常耐心。

他总是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同学，倾听我们的诉求，同学们提 
的建议他会在课上和我们一起商讨，努力建设更高效更完善的课 
堂，课程录制出现问题时他会及时通知我们并道歉，同时会努力 
尝试别的方法录屏，让我们能够回看课程，掌握好每一堂课的知 
识；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上正课前，我在Canvas里面 
向老师提过一个关于课程论文具体要求的问题，而 
这个问题在老师第一次上正课的时候，他亲自解答 
了。
而令我惊讶的是，后来老师在Canvas里面又特地回 
复了我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我希望你的问题在 
周一的课程里已经得到解答了”，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他总是用幽默的话语来调节课堂氛围，带给大家欢 
乐，比如我记得的有：“我们的论文是1000字，如 
果你觉得太多的话，那999个字怎么样！”“我明天 
要去湖里游泳，希望你们后天还能见到我。”
真是可敬又可爱的老师啊！”



问：担心适应不了上课怎么办？

课程开始前我也曾担忧过，我一个连英语四级都还没成 
绩的大一学生，会不会听不懂课？事实证明......我的紧张 
情绪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紧张，我才会每节课前打印课 
件，做好预习；才会课上全神贯注，努力想听懂老师的 
每个发音。而且课程本身的难度安排是合理的，即使是 
还没有语言成绩的同学也完全可以试一试。

也许这个项目的语言要求的确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项 
目本身水分大之类的。只要肯认真学，便会发现干货满 
满。

课前我很担心老师的语速问题，我觉得我的英语功底不 
是很扎实很怕课堂上听不懂，但是事实上Garry的语速非 
常适中非常照顾人，基本上不会出现跟不上听不懂的状 
况，并且他也非常的耐心，就算课堂上不敢提问题也可 
以课下通过邮件和他交流。

课程开始前
你担心的那些问题

问：担心牛津线上课程的质量会下降？

由于朋友的推荐，我报名参加了牛津项目，我对线上上 
课的方式比较的担忧，认为效果可能不够理想。但是在 
第一节课下课之后，我看着自己满满的笔记，以及回顾 
老师的课程，思考自己在课上的发言，我认为这门课还 
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总之，非常推荐大家选择牛津项目。

课程真正开始之后，我发现自己担心的事是多余的，老 
师不仅给了我们一份详细的课程规划表，每次课程开
始 之前，老师都会把讲稿提前放在线上虚拟学习情景
系统 中，方便我们预习，同时每节课还有回放。此外，
在直 播授课的同时老师还专门录制了一些视频帮助教
我们如 何使用牛津大学的在线虚拟学习情景系统，如
何参与讨 论提交作业报告，如何利用丰富学术资源文
献等等。 虽然是线上课程但沟通交流完全不受限。

即使是线上，我们和班里的各位同学也有了充分的接
触，不同的学科背景让讨论妙趣横生，还大大提高了
英语口语能力。



授课形式

导师+tutor

1 老师课堂教学

2 tutor课间伴学

1 + 1 ＞ 2

“当我们还在意犹未尽于每周三节的正课时，周末的辅导课 
仿佛惊喜一般降临。
我们的tutor是Anne,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姐姐，她有着一头金 
色的卷发，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微笑着，就好像商场橱窗 
里的洋娃娃一样。如果把老师的课程比做建房子的话，她的 
课程就好像在添砖加瓦。她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鼓励每 
个人表达自己的看法，两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和小组成员之 
间的距离又更近了一些，自己的课程学习也更充实丰富了。

周末的辅导课程是对正式课程的有机补充，帮助我们将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把握新方法；与学术导师的思维碰 
撞，往往也能摩擦出智慧的火花，达到1+1＞2的效果。”



课程感受
牛津课程的准备和安排高度系统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首先线上上课的模式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

这次线上课程感觉效果甚至比亲自去牛津大学要更好。到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心思不容易集
中，线上课程能节省很多浪费在无意义事情上的时间和金钱，让效率得到保证。

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运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老师在课程中添加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文章案例， 
通过分析评价、修改升格以及亲自仿写这些文章案例中的部分或所有段落，我们对于所学知识有了 
更加深入的理解，有助于未来更好地运用所学完成自己的学术文章。

先说说课程本体，我认为课程的设计非常的合理，从最开始的介绍再到论文的整体框架，在到内部
的细节和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做出成品论文，再考虑怎么把它讲出来，并进行学术交流。在学习的
过程中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却觉得整个节奏井然有序，并且
学习内容是层层递进的，这节课学到的内容就可以立刻补充上节课的空白，并用在自己写好的论文
半成品上，可以说这样的授课结构同时符合了一篇论文的写作润色周期和逻辑，我认为这是非常巧
妙的。

从课程内容上来讲，这门课绝不仅在无聊地讲解写作技巧，而是以有趣的讨论话题作为线索，穿
插 对于听、说、读、写技巧的讲授和练习。



课程感受
牛津课程的准备和安排高度系统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其实，在当下这个信息化时代，跨国际课程有很多。网上各大视频网站或许都有有关频道。

但它们普遍有两大缺点：一是非即时性，即大多是录播，面向所有报名的人，无法专门针对学员进
行指导。二是纯知识灌输性，即大多专门教授知识，不教方法，这无疑有失偏废。

而此次牛津课程，远胜于这些课程：
一方面，以线上会议形式教学，班级人数少，只有二十多个人，tutorial班的人数还要降至三分之
一，有利于个性化教学，学生可直接与教授或TA沟通；

老师在第一节课时就做了调查，了解了我们这个班的更主要的需求后，便将课程内容向该体裁论文
倾斜，确保我们利益最大化。

也许是因为中英范式的差异吧，写绪论的若干个步骤和写结论的若干个步骤以及标明这些步骤的导
向性语言，是我闻所未闻的。

亚洲学生常常难以在学术写作中凸显批判性思维、很难使文章具有强逻辑性。老师并没有将思维上 
的差异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差异，而是这些难题落实到语言的应用上，不仅如此，老师十分看重学生 
的实时反馈，老师会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对课程进行灵活的调整。



1 小组展示获得不错的评价 2 随时和tutor保持联络



英国文化“云”体验
—意外惊喜

“我也很喜欢周末安排的兴趣课。虽然司康饼下午茶的做法 
都可以百度到，但是英国人怎么做司康饼、怎么享受下午茶 
是很难在网上搜到的。通过兴趣课我们虽然坐在家中，但仍 
然能一窥英国的natives是如何制作并享用他们的美食的。 
也十分感谢老师们有心统计我们的兴趣并为我们开设这两个 
兴趣课，也算是对于我们不能亲自去英国享受英式下午茶的 
一个弥补。

当然，我们的tutor还带领我们云游了一下牛津的校园，从教 
学楼到图书馆，典雅古朴而又庄重大气的设计令人眼羡，当 
然了，咱们武大也不差，不过牛津又是另一种风情了。总的 
来说，就是“虽不能至，仍心向往之”了。”



关于结业考试

老师让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进行研究，以此写一篇研究型文章并做一次展示。其实这是一次挺有难度的作业， 

因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整合所有前面学过的内容，需要阅读很多篇科研论文等等，我们的写作能力就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锻炼和规范。

在这次课程中，老师对我们每项任务的提交规划都很合理，会留充分的时间给我们准备。

并且在论文最终提交前的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先提交给Garry草稿，Garry会进行一次不计成绩的批改并给我们提出各 

方面的建议；展示也是，我们会首先将我们准备的展示提交给各自的tutor，他们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最后一节课，老师还组织了一次“课堂测试”，其实那更像是“游戏”或者说是“小组比拼”。老师准备了大约3轮共30道 

问题，将我们分为5个组，每一组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出题目并进行计分，问题大多与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有关。 

很遗憾我们组并不是第一名，老师承诺第一名的小组以后到牛津大学可以联系他，他会为他们准备一次免费的牛津最 

著名的下午茶。



学术技能提升/学术论文写作方面

课堂中还有关于presentation的介绍部 
分，通过较短的课时向我们介绍了学 
术汇报常见的形式，当然，实际操作 
是结课的时候向全班同学老师对自己 
的文章做一个presentation，相辅相成。 
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学术报告是非常有 
帮助的，甚至是对于公司企业的汇报 
也很有用，是很实用的补充内容。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对英文论文写 作
一头雾水到可以独立完成一篇英 文论
文，从哑巴英语到可以流畅表达，我的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全方位的飞跃。

学习成果

今后学业发展方面

关于我的未来科研，我想我会继续努 
力学习学术写作，能够写出更高水准 
的文章，为我所在的领域做出贡献， 
到那时或许我仍会想起，这一切应当 
是从牛津学术写作项目开始的。

在读研的路上论文写作是必不可少的 
技能，这将会是展现我们个人能力的 
重要指标，所以此次项目让我受益匪 
浅，为我今后学习和科研工作大有裨 
益。

个人对课程的感觉很好，因为正在准 
备申请的writing sample，所以在英文 
学术写作方面受益良多。文学是最纤 
细敏感的神经，用逻辑与理性将其从 
驳杂中提取抽离，且不失美感，也许 
是我终其一生都要尽力的方向。

结束后老师还会根据情况教授我们
一定的学术口语，帮助我们提升，
也培养了一定的群面技巧，无论是 
对以后的夏令营保研还是申请海外
高校的面试都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说我从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 
全面系统的论文写作训练，课程涉 
及到论文结构、语言风格、词汇
运 用各方面，并且还专门区分了 
essay和research paper的结构，非 
常直观清晰。



所思所获

最后还是感谢吧，感谢武大给我这次机会参加项目， 
感谢武大以及牛津的老师们，tutor们的付出，感谢 
同学们的积极努力，希望早日与大家线下相见，也 
希望牛津项目越办越好！

感谢两所大学提供的交流机会，让我对牛津大学
的 印象不止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餐厅与图书馆。
小  时候尚不了解其学术声誉、精神态度，只觉在
有那  样的图书馆供你阅读，那样的餐厅去吃饭，
便是大 学的乌托邦模样了。
这次虽为肆掠的疫情所困，只能于家中透过屏幕体 
验牛津课堂，于我依然产生了大开眼界的效果，学

到了很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好习惯、好方法， 
确乃一段在他处难以获得的宝贵经历。

今夏遇见牛津, 除了幸运还是幸运

虽然不能坐在牛津大学的教室中聆听大师们的授 
课，但是牛津线上课程已经带给了我太多惊喜， 
也让我收获了太多。
即便跨越山海，远隔重洋，学习依旧永无止境。 
牛津学术课程，感谢相遇。

我在一开始对这门课程并没有报以许多的期待，  
因为春季在家进行的网课学习给我的感受并不是 
很好，我也并没有想到牛津学术写作这门课程
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课程类的项目，回想当时
报名的时候，我只想着练习一下听力和口语，附
带感受一下牛津的授课方式和教学水平。事实证
明，一次交流项目所带来的收获远比我想象的
要多。

超 出 期 待 的 惊 喜 一 些 感 谢



学习成果

这门课程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在于价值的弹性。

如果你能敞开心扉，乐意常常开麦与老师交流，那将
获得远胜于他人的课堂体验。

我在之后的学习生涯都会因为这次经历受益匪浅，无
论是在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还是英语交流上，我都获得
了巨大的提升，希望这个项目以后能吸纳来自更多专
业的同学，扩大班级规模，能够给更多同学带来帮助！

现在学校里的课程大多是教授专业知识，很少专
门指导学术论文写作。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
相反，不掌握写作规范，你以为的“思路清晰”，
在读者看来其实是不知所云。

所以，建议以后希望继续在学术道路走下去的
同学学一学学术写作的内容，这个付出都是有
意义的。

最后，我想给还没有参加过此类国际交流课程的
同学们一些小建议：永远不要等自己觉得什么
时候时机成熟了再去做一件事，因为学习的路
上不存在时机一说。

当你需要一门技能再去想学习的时候，可能已经
来不及。我尝跂高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只有心向更高处，才有可能看到更高的风景。

     一些建议 一 些期待



2021年，牛津学术研究课题项目

期待与你相遇

咨询QQ：3276118922 叶老师
1022671298 管老师
2916298663 丁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