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总决赛冠军：
王恋斯 湖南大学

总决赛亚军：
吴   浙江工业大学

总决赛亚军：
戴月蓉 中国传媒大学

总决赛季军：
林晓岸 天津外国语学院

总决赛季军：
董博 中国人民大学

总决赛季军：
袁勇翔 中南大学

词汇优胜奖：
王恋斯 湖南大学

最佳发音奖：
王静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最佳即兴演讲奖：
蒋春晖 宁波大学

评委特别奖：
沈一   安徽师范大学

WE SPEAK, THE WORLD LISTEN. 

冠亚季军的角逐

珀月

功吉

中央电视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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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之声》编辑部

又是祝福如潮的时节，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

社再托《外研之声》为您送上诚挚的问候和新年的祝

福！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学以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为指导，继续推

动各项改革与发展：

在大学英语教学方面，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目标要求，结合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实践，修订和完善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由教育部颁布，指导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学；

在英语专业教学方面，新一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暨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及翻

译硕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高校英

语专业教学的发展；

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方面，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正在积极探索、制定未来的教学改革与发

展行动纲领。

在这一年中，伴随着高校外语教学的发展，《外研

之声》秉承其办刊宗旨，开启了信息的窗口，搭建了沟通

的桥梁：

王守仁教授的“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为出

发点，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一步阐明了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目的与意义；

金艳教授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思路及其

对教学的影响”明确了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考试的改

革方向；

石坚教授的“高校本科培养模式与大学英语课程

改革”从教育规划与人才培养的高度，充分论证了大学

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何其莘教授的“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面临的挑

战”指出了英语专业教学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同时，《外研之声》还记载了各地学校进行教学改

革的实践与探索，西北工业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介绍

了重要的改革经验与理念；《外研之声》也展示了许多

优秀一线教师的授课模式与教学方法，为不同高校间的

交流提供了平台。

2007年，《外研之声》传播了讯息，沟通了思想，也收

到来自各地的反馈和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与鼓励。在

此，我们谨向全国各地的专家和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在您的关注与支持下，通过我们的持续探索与

努力，《外研之声》将不断完善，更具特色！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向您承诺：世界在变，我们的

初衷不变——推动科研、服务教学，一切为了外语教学

与研究。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为您祝福：时间流逝，愿您的

激情永驻——献身教育、专注研究，推动外语教学与研

究的发展。

愿我们携手迎接挑战，走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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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外交、经贸、金融、文

化、教育、新闻、科技、军事等领域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英语专业人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多，也对英语专业

的学科建设、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培养学生扎实的英语基本功，拓展

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的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满足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高

级外语人才的需求，都是我国英语专业教学目前面临的问题。

本刊特别邀请了几位来自不同院校的英语专业骨干教师介绍他们的教学模式与方法，相信他们

对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思索与实践能够为我国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教学专题

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探讨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外研之声 25

一、通过《透视》教学达到文化理解的目的

本科英语专业教育应融合对目的语文化和这种文化关照

下的观点、思想的渐进理解，由此增进学生对世界不同文化的

亲近感，引导学生比较、理解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异

同，使学习者逐步发展跨文化的视野与基于中西文化对话的跨

文化身份认同，培养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

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要达到该目的，需在英语专业相关课程中巧妙地渗透文

化学习，而“基础英语”作为英语专业一、二年级主干课程，

更需作此努力。《文化透视英语教程》作为基础英语课程教

教师引导下的文化探究与理解
——《文化透视英语教程》教学例析

浙江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胡美馨

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探讨

胡美馨老师的课堂：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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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为文化教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环境。

该教材从不同视角透视文化的方方面面，要求教师和学

生在了解现象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思考，理解作者观点，以

求达到理解文化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可有不同的教学方

法：研究性拓展课题合作学习、专题研讨会、学生个人话题拓

展与报告、教师引导的渐进式探究等等。

在此，我们谨以该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 “Voices from the 

Family”为例，探讨如何通过教师引导下的渐进式探究性阅读

与讨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

二、教师引导下的文化探究与理解

以“Voices from the Family”单元教学为例：

综观该单元Close Reading“The Belated Father”和Further 

Reading“The Only Daughter”、“I Want a Wife”，可以发现

本单元视角在于审察男女之家庭角色，并由此透视其社会定

位，并对女性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予以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把

整个单元文化教学的焦点放在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上，通过

Close Reading、Further Reading、补充阅读材料和补充电影观

摩讨论来多角度地透视这一问题。

1.  Close Reading：“The Belated Father”

“The Belated Father”一文讨论的是美国父亲回归家庭、

照顾家庭的新趋势。他们一方面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日

常生活中，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也担忧自己不能很

好地兼顾工作与家庭。虽然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父亲家庭角色变

化，但作者从女性的角度剖析这一问题，从男性家庭角色入

手，反衬出女性的家庭角色。

例如，文章最后提到当男人们谈起这种新的担忧时，妻

子静静地微笑。我们从此处入手，讨论：“Why do the wives 

smile quietly？”目的在于让学生理解女性对丈夫们这一变化

所持的态度。学生提出的众多解释大体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

一，因丈夫回归家庭而感到幸福；其二，“哈哈，现在轮到你

来担心这些问题了！”联想到丈夫过去对妻子种种抱怨的不理

解，相信他们回归家庭后能更好地理解妻子的家庭责任负担。

结合文章前三段中作者描述的疏离家庭的父亲形象和最

后一段体现的女性对这一现象的态度，我们讨论了文章标题：

“标题‘The Belated Father’的措辞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现

象持什么态度？”讨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女性，作者认为男

性的这一转变早该发生，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美国女性的家

庭、社会角色现状有所不满，期待男性与社会能对女性的家庭

责任与负担予以更多的关注与帮助。 因此该标题隐含了女性

对自身处境的批判和对改变处境的期待。

为更好地理解作者对女性地位现状的不满，学生需要更

多地了解其背后的社会现象。Further Reading的两篇文章直接

呈现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女性对这种地位现状的尖锐批判，有

助于学生理解Close Reading标题中的“Belated”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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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了第二篇Further Reading“I Want a Wife”（下

文简称“Wife”）来审看美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并补充了

Close Reading的作者Ellen Goodman于2007年5月12日发表的另

一报刊文章“Mothers Still Waiting for Day at Work”(下文简称

“Mothers”)来补充“Wife”一文所反映的女性的社会和家庭

地位现状。

2. “Wife”与“Mothers”：为什么是“Belated”？

“Wife”以冷幽默的语言呈现了妻子的沉重家庭责任负

担以及由此失去的个人发展空间：作为妻子兼母亲的美国女性

大多承担着照顾家庭的所有任务，且这种角色定位被男性与社

会视为理所当然，致使她们不得不放弃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女性的独立与发展。该文笔触夸张、辛辣，作者以一句

“Who wouldn’t want a wife?”结尾，提醒社会深刻反思对女

性的角色定位。

而“Mothers”一文则从女性的社会发展空间角度反衬了

“Wife”一文所呈现的女性处境。该文引用康奈尔大学一项有

关美国母亲工作待遇的社会学实验研究结果：“可能是一名母

亲”的求职者比不是母亲的女性求职者获得工作的机会减少

一半，且前者起薪比后者低11,000美元；若求职者“肯定是母

亲”，则其被聘用的机会和薪金将更不理想。职场公然歧视母

亲，且歧视程度远超出对非母亲女性的歧视。究其原因，恰恰

是“Wife”一文提到的母亲作为家庭照顾者的形象：因社会认同

母亲只能是家庭主妇，认为她们不能胜任很多工作。

“Wife”与“Mothers”分别从家务负担与工作机会这两

个方面呈现了美国母亲的处境，两文结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美国母亲个人发展空间的境况。

我们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并结合Close Reading呈

现的作者观点，学生经讨论，理解了三篇文章所呈现的女性主

义视角的社会批判：美国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定位阻碍了

她们获得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权利与机会，绝不利于女性

作为个体的发展；而这一现状，已经引起女性的

批判。她们呼吁社会能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以期改变这种现状。

至此，学生们对作者的观点以及观点背后

的文化现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3. Mona Lisa Smile：对比美国女性自我定位的

历史与现在

为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女性对自身社会身份认同

的反思，我们在课外观摩了影片 Mona Lisa Smile。该片

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威斯理女子学院的一个故

事。当时，该学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很好地相夫教子、

照顾家庭的贤妻良母。女教师沃森努力想引导女大学生们追求

“自我”，但其努力却遇到了种种阻力，最后她不得不离开了

威斯理女子学院。该片中美国女性认为自己作为全职家庭主妇

理所当然，不追求个人发展机会与空间，这与本单元三篇文章

所呈现的女性观点截然不同。我们借机简单介绍了美国妇女解

放运动。

我们讨论对比了电影和文章所呈现的女性自我认同与社会

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认为美国女性的自我认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

展，但社会并没有为女性自我发展的需要创造环境与机会。进而

我们将学生们的理解推进一步：当今美国女性对自我认同的深刻

反思是经过了困难的蜕变才达到的，但当女性期待走出家庭、谋

求自身发展的时候，社会并没有同时跟进，这就使美国母亲的个

人发展面临困难，且使具有了自我发展意识的女性感到痛苦。

结合讨论内容，本单元布置了议论文写作：“Should a 

Woman Stay at Home or Go to Work?”同时另布置了合作自主学习

课题：通过阅读、访谈外教等途径，更多地了解和对比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母亲的家庭角色与工作机会。因时

间关系，我们没有能够在课堂上组织该课题的口头报告会。

这样，我们从女性主义视角完成了本单元的文化教学。

通过这些课堂讨论与口头报告等活动，使学生不断地为本专题

文化探究提供他们的理解与视角，逐步使学生学会循着一个方

向、深入理解某一专题。

三、通过文化透视，达到师生共同成长

比起常见的以语法、语言为重的基础英语教学，这样的文

化探究教学让教师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使学生在了解相关专题信

息的基础上，对文化有更为深入的批判与思考，教师需要结合文

章视角与观点，合理选择探究切入点、巧妙设计讨论题目，并根

据学生讨论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方法与进度。同时，为把

握单元教学焦点，教师需要深刻地理解各专题所涉及的文化现

象，以便引导学生进行较为深入的文化探究与剖析。

这种挑战使教师不断地深入探究各文化专题，同时也在

学生的课堂讨论和习作中汲取新的理解，拓展了文化视野，提

高了文化批判理解能力。

除了文化视野与文化批判理解能力之外，教师在这样的

教学中通常需要有清晰的思路，在选择该专题的探究焦点的基

础上，围绕该焦点取舍各单元的三篇文章，补充合适的阅读、

影音材料，设计合理的课堂教学方法，以求全面、立体地剖析

某一文化专题。如此也锻炼了教师的研究性思维，不至于使其

教学局限于语言、语法，又不至于使其课堂只有热闹的活动却

达不到发展学生文化批判与理解能力的目的，不至于浪费优秀

的教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的学习、思考和研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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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改变，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外语界的共

识。我校非常注重对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

养，从2005年开始，我们使用《文化透视英语教程》作为英语

专业基础英语课的教材。教材编者深知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现状

并有多年国内外学习与教学经验，熟悉中外文化的表里差异。

全套教材内容缜密、时代感强、语言纯正地道。

教材所选都是英美文化中的热点问题，每个单元包括

Close Reading（一篇）、Further Reading（两篇）、Listening

（一篇听力材料和一部推荐电影）和Writing（阅读材料一篇和

体察文化差异，培养交流能力
——《文化透视英语教程》教学实践

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 张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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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写作练习），所有的篇章都围绕同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

及层面上进行讨论。这样学生就可以在学习中开拓视野、开阔

思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评判能力。同时，各个部分

都配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训练，使学生在了解

和学习英语文化的过程中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在课程教学中，我遵循了如下的理念和方法：

一、突出文化主题，比较中西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任何语言，不能抛开它所依附

及承载的文化。我在教学中坚持以语言为载体、以文化为平台

的理念，突出文化主题，通过比较中西差异，增强学生对英语

文化的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教学中的一个重点是引导学生探索语言背后所蕴含的

深厚文化，体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例如，第二册第十单元Images of America的精读课文中有

这么一段：E pluribus unum. Out of many, one. 前一句话是拉丁

语，后一句是前一句的英译。看似简单，但学生却一片茫然，

不知是什么意思，更体会不到它在文中的特殊意味。

因此，我首先让学生了解背景文化：这本来是1776年联

邦政府成立后，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所设计的政府大印

上的一句话，意思是“合众为一”，指13个殖民地联合成一个

联邦政府，但此设计未被采纳。1782年新的设计图案公布，主

图案是一只象征美国的鹰，鹰嘴里叼的彩带上写着这句话。从

1795年开始，这句话就陆续出现在美元硬币的背面，成为美国

的座右铭。

随后，我再引导学生结合文章作者韩裔美国人的身份及美

国多元文化的主题来了解它在文章中的含义。大部分学生很快就

有了正确的理解：在美国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不同种族、肤

色和文化的人会融合在一起，形成美国独特的多元文化。

通过大量类似的探讨，学生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因为

他们体会到，只懂语言而对文化知之甚少是学不好英语的。

另一个教学重点就是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提高分析评判

能力，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锐度和宽容性。

以第一册第六单元Good and Bad Manners为例，我们重点

设计了以下环节：

1. 课前准备。学生利用各种资源，搜集不同文化中的社

交礼仪规则，并作比较。

Tasks: 

◆ Topic: What are good/bad mann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ultures?

◆ Skit: Work in groups (5 or 6 students each) to prepare 

a skit that shows misunderstandings/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same manner.

2. 预热讨论。以看电影片段和短剧表演的方式引入主

题，然后学生交流搜集到的不同文化或国家的社交礼仪，重点

讨论中西礼仪规则，并比较类似场合的礼仪差异，及同一行为

在不同文化中的含义差异。

Activities：

◆ Movie: Teacher shows part of the movie Gua Sha 

Treatment（《刮痧》）to introduce the topic of cultural 

difference.

◆ Skits: Students give their presentations.

◆ Opinions: Students talk about manners in different 

cultures, especially in China and the US.

◆ Question for students: Is eye contact a sign of respect 

or disrespect in our culture? （引入精读课文“Eye 

Contact”）

3 .  学习课文。课文中描述并讨论了几个涉及到眼

神交流的场景。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眼神交流所导致的误

解：an American manager vs his Mexican employee、white 

communicators vs African American、non-Korean customers vs 

Korean shopkeepers；另一方面是不当的眼神接触所导致的冲

突：a Cambodian student vs African-American students。学到每

一个场景，我都让学生联系自己，比较在同样的情景中，自己

会如何理解对方的眼神、会如何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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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iscussion:

◆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the...?

◆ Is your reaction reasonable? Why?

◆ What can be done to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4. 课后作业。课后作业促使学生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中

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Design a chart to show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manners in different aspects in China, Britain and the US. 

通过强调文化主题和比较中西文化差异这两方面的努

力，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文化意识增强了，对

英语文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

二、运用多元智能理论，设计多样化课堂活动

根据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每个人具有至少八种智能；

每个人所擅长的智能可能不一样，且所有的智能都可以通过训

练来促进其发展。因此，我在教学中尽可能地设计促进各种智

能的多样化课堂活动，使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愿望和兴趣。我

常用的有以下课堂活动：

1. 讨论（Linguistic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例如，第三册第九单元精读课文的主题是好莱坞影片，

我选取了自由讨论与小组讨论结合的形式。由于讨论的是学生

们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他们非常活跃，在最后一个小组讨论

的环节中，有些学生针对中美电影文化差异及中国电影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2. 分角色表演（Bodily-Kinesthetic, Interpersonal and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根据学习内容，有时候会要求学生自编短剧（如第二部

分关于礼仪的短剧），有时候要求学生分角色表演。比如第三

册第五单元的精读课文“Between the Sexes, a Great Divide”中

描写了作者从小到大经历的几个与性别差异有关的场景。在教

学中，我把学生分为五个小组，每组负责表演一个场景：

Scene I: At the First Boy-Girl Dance Party

Scene II: On the Phone

Scene III: At Home

Scene IV: In the Street

Scene V: Downstairs of My Home

通过讨论、准备和表演，学生们基本上理解了课文的大

意及主题。课堂上我再作必要的解释和补充。在这种活动中，

课堂气氛活跃，学生都能积极参与，不仅非常直观地促进了他

们对课文的理解，也增强了他们的合作意识。

3.  互相答疑（Linguistic and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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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有疑问时，我先鼓励班里的其他同学解答疑问，

学生解决不了的教师才帮助解决。这种方法适用于问题比较简

单、容易解答的情况。这个活动的优点是，如果有些学生能帮

助其他学生解决问题，他们会有一种自豪感，其他的同学也会

得到促进。

4. 演讲（Linguistic Intelligence）

每一单元学完后，都有一个关于本单元主题的2分钟左

右的课堂小演讲。比如第二册第四单元的演讲主题是：Why 

are many Chinese people crazy about foreign fast food?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第三册第七单元的主题：How does the Internet 

influence your life? As a college student, how can you use the 

Internet reasonably to minimize its adverse influence on you？我

都会提前让学生准备。他们反映，这个活动不仅促使他们练习

写作及演讲技能，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学习进行思考。

5. 辩论（Linguistic and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在学完第一册第十三单元Television Culture后，我们组织

了一个小辩论：Is Television a Blessing or a Curse? 学生分小组

课前进行了精心准备，然后在课堂上展开了辩论。通过这个活

动，学生们不仅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得到了锻炼，而且明

确了生活中应该采取的做法。

6. 看电影片段或图片（Spatial Intelligence）

在讲上文提到的第三册第九单元的时候，学生先就中美

电影文化进行了讨论，之后，我给他们播放了港版和好莱坞版

《无间道》相对应的片段。在看完情节完全相同的两个片段

后，学生充分体会到了好莱坞版的特点：节奏快，场面真实，

脏话和暴力血腥场面多。

7. 听音乐（Music Intelligence） 

第二册的第十五单元是关于西方流行音乐的。在介绍了

西方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及主要种类后，我挑选了几首典型的

流行歌曲在课堂上放，并引导学生欣赏歌词，最后让他们与中

国的流行音乐加以比较，讨论歌词中反映出的不同文化。由于

大部分学生都喜欢音乐，他们很享受听歌的过程。在随后的讨

论中，有一些学生就中西流行音乐的不同及中国流行音乐的发

展趋势谈了很多看法。

这些多样化的课堂活动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使每一个

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并积极参与进来。通过这些参与，

学生不仅分享了信息，扩大了视野，丰富了文化知识，而且提

高了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分析判断能力。

三、丰富课外活动，学习实践相结合

除过多样化的课堂活动以外，我们也组织了大量的课外

活动给学生提供机会进行多方位的练习，强化语言基本功，将

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1. 英语角中练口语

英语角是我们多年来从未间断过的一项重要的课外活

动。每周三傍晚，学生们便会聚集在图书馆门前，用英语或自

由交谈，或就给定的主题进行讨论。

2. 辩论赛上斗唇舌

每年秋季我们都要举办一届英语辩论赛。选手们唇枪舌

剑，旁征博引，英语口语和逻辑思维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在比

赛的影响下，学生们掀起了练习英语口才的热潮，有些同学甚

至在宿舍里用英语辩论。

3. 英语话剧显风采

一年一次的英语话剧表演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和展

示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学生以班为单位，有的自编剧本，

有的改写经典的中外故事或剧本，经过精心的排练，每年都能

呈现给观众一台精彩纷呈的英语话剧盛会。迄今为止，学生已

成功演绎了《哈姆雷特》、《音乐之声》、《绿野仙踪》、

《孔雀东南飞》、《乱世佳人》等故事。在学生搜集材料、编

写剧本、排练、准备道具和服装的过程中，不仅有了运用英语

语言和技能的实践机会，协调合作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4. 通过电影学文化

课本上每一单元都有推荐的与所学主题相关的英语电

影，我们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在节假日和周末给学生放映电

影，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娱

乐的同时吸取更多的文化信息，从不同角度了解英语国家文

化。

5. 文化交流增经验

我们也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与英美国家人士进行交

流、亲身体会英美文化、增加跨文化交流经验。除了鼓励学生

充分与外籍教师交流，每年我校都会邀请一批美国教授和学生

来校访问并在英语角与学生进行自由交流。此外，我们也鼓励

学生与国外的笔友通过网络进行文化交流。

这些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多方面地培养和发展

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并且

感受到了语言背后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了机

会，使他们在实践中增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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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与编写原则

我们的编写初衷是：明确写作在语言的交际功能中的重要

意义，强调语言为表达思想服务，在写作的过程中提倡严密的

逻辑思维、准确的语言运用，培养学生观察和思维的能力，使

他们能写出内容丰富、语言得体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

围绕这一指导思想，我们的编写原则是：

既借鉴国外相关学科的成果（吸收“过程教学法”和

“成果教学法”的优点），又发扬我国英语教学的成功经验，

以读带动写，培养英语思维与表达
——探讨《现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中的写作系列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徐克容

《基础英语写作》（上、下两册）、《中级英语写作》（上、下两册）和

《高级英语写作》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

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中的写作系列，共五册，分别供英语专业一年级、二

年级和三年级学生使用。《基础英语写作》于2002年秋季开始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英语学院英语和新闻专业一年级试用，《中级英语写作》于2003年

开始在二年级试用，《高级英语写作》在2004年开始在三年级试用。徐克

容教授作为这套教材的编写兼使用者，撰文介绍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五年来

使用这套教材的具体做法与体会。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学生写作中的问题。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国情和学生的情况) 选材，选择当代大

学生熟悉、关心的话题。以题材为纲组织教学内容，单元的标

题体现该单元的话题，写作技巧的训练与内容紧密结合。

1. 教材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思维能力，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引导他们观察现实生活，发现周围环境中的真、

善、美和丑、恶、假，并对这些现象确立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2. 写作必须有一定量的阅读作后盾。本书的阅读材料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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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母语为英语人士的作品。选篇主要的任务是引起学生对某一话

题的兴趣，通过课堂讨论甚至辩论，促使他们对这一话题进行深

入的思考，并考虑自己对此话题的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这些

文章从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来讲，也起一定的示范作用。

3. 本书也收录了同等水平学生的习作作为示范，它们选自试

用本书的学生的作业。这些习作虽然并不完美，但其语言水平、

所涉及内容及其深度都更加贴近使用本书的学生，从而使他们完

全能够写出、或是通过努力能够写出相同或更高水平的习作。

4. 理论从简，强调写作实践及其过程。有关写作技巧方

面的“理论”，本书不做长篇的论述，只做画龙点睛的说明，

学生主要在分析范文的过程中体会并学习如何根据不同的写

作目的而采用恰当的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使技巧和方法为内

容，即表达思想，服务。

二、本套教材的内容编排模式

《基础英语写作》和《中级英语写作》共四册书，每册

《基础英语写作（下）》

单元 标题（题材） 写作模式/技巧 作业

1 Memorable/Significant Moments 记叙文（个人经历） 告别与团聚、童年趣事等

2 Home, Sweet Home 描述文（地方） 我的屋子、美丽的家乡等

3 Heroic Deeds 记叙文（客观报道） 亲眼所见的助人为乐等

4 Something I Hold Dear 描述文（物品） 我家的传家宝等

5 Unpleasant Experience 记叙文（连锁事件） 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

6 My Role Model 描述文（人物） 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等

7 Never Forget the Past
记叙文

(家史、校史、个人简史等)
我的母校之始末、我父亲的经历等

8 Let’s Keep in Touch 私人信函 给家人/朋友/老师写一封信

《中级英语写作（上）》

单元 标题（题材） 说明文写作模式 写作技巧

1 We Learn as We Grow 事实为例 (Exemplification) 内容提纲 (Outlining)

2 I Made It 过程分析 (Process) 主题陈述 (Thesis Statement)

3 College Is Not a Paradise 因果关系 (Cause and Effect) 开场引言 (Introduction)

4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比较对比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主体段落 (Body Paragraphs)

5
It Takes All Sorts to  

Make a World
分门别类 (Classification) 收场总结 (Conclusion)

6 What Does It Mean 界定含义 (Definition) 篇章标题 (Title)

7 The Insight I Gained 特殊比拟 (Analogy) 内在连贯 (Transition)

8 For Your Eyes Only 个人日记 (Journal Writing)

分为八个单元：第一到第七单元，每个单元讨论一个话题；每

册书的第八单元各介绍一种实用写作形式，分别为1.邀请函、

便条与通知；2.私人信函；3.日记；4.简历、求职/学信。第

一到第七单元，每个单元的基本模式如下：

本单元的准则：简要介绍一种写作模式/技巧，附带练习

（答案在书后）。

本单元话题的阅读篇章：4篇左右，附带启发性问题（答

案在书后）。

相同水平学生习作：4-5篇，附带问题（答案在书后）。

写作任务：分命题和写作步骤两部分。写作步骤包括：

1) 广开思路，挖掘素材；2) 选好题材，组织内容；3) 缩小范

围，有的放矢；4) 撰写初稿，形成篇章；5) 修改初稿，尽善

尽美；6) 编辑校对，消灭硬伤。

相关名言：最后一条有关写作，其它均与本单元话题相关。

下面列举《基础英语写作（下）》和《中级英语写作

（上）》包含的话题与写作模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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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这套教材的经验与体会

五年来，我们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03、

2004、2005、2006四个年级共848名学生中使用本教材（2007

级学生也正在使用）。在使用这套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试

验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里扼要介绍

几项行之有效的方法：

1. 以读带动写，并且不断提供更好的、与话题结合更紧

的阅读材料（包括学生的习作），供学生参考。

2. 强调写作的过程，特别是强调组织内容、反复修改、

认真校对等步骤。为此要求学生：

◆ 把提纲列为每一次作业的必要组成部分；

◆ 每次作业要写两稿，初稿和二稿，初稿完成之后，要

在同学之间相互评论并根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

改，教师阅后提出建议，学生修改完成第二稿；

◆ 把同学间的互评列为必要的写作过程，学生互评时，

既要指出语言错误，还要对选题、内容、组织结构等

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书面形式）。学生互评中的评

论占学期成绩的10%。互评是培养、提高学生分析、

思考以及写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3. 改革批改作业的方式，使教师从过细过多的改错中解放

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如何指导和帮助学生提高总体写

作能力上。在教学中，我们逐渐明确了：批改作业是师生交流

的活动，重点是“评”，既指出学生的优点和进步，还要抓住

他们的主要问题，指出改进的办法和前进方向。既抓班级普遍

的问题，也要重视不同学生的主要问题，一些问题可以阶段性

地容忍。具体的方法是：

◆ 每次作业教师都要有以鼓励为主的评语；

◆ 多数语法和词汇错误要求学生查词典后自己改正；

◆ 对于思想表达不清楚以及中式英语的句子，教师示范

性地改正一两个句子，要求学生自己改进其余同类问

题的句子；

◆ 精、粗结合。每次作业，一半精批细改，另一半粗

改，下次反之。课堂上指出普遍而典型的问题。

4.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教学，尤其是PPT课件。

PPT课件能把复杂的关系，如因果关系等，利用图表的形式形

象地表示出来。三年前我们把这种教学手段引进了写作课堂教

学，现已逐渐建立起一套课件资料，经过改进以后，我们将向

使用这套教材的兄弟院校提供这些资料。

经过五年的实践，我们的写作教学取得了阶段性的效

果。这一效果集中体现为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以二年级教学为例，以往的教学由于重作文的形式，内

容显得空、泛，同一班级的习作雷同较多，有些千篇一律；现

在二年级学生的作文，不仅篇幅加大（作文的篇幅由150词发

展到350至500词），内容比以往同级别学生的作文更加丰富，

同一话题一个班24名学生的作业很少雷同。如关于“明星与英

雄”的话题，学生们有的写明星大腕们的积极影响，有的则写

他们的负面作用；有的论证我们这个时代仍需要英雄的激励，

有的则认为当今明星比英雄更贴近普通老百姓，更能影响年轻

人，激励青少年上进；还有些作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超女”

现象。

总之，现在学生渐渐把写作课程的作业看成是发表自己

观点的一个平台，而不仅是获得学分的必要手段。由于所写的

话题比以往的学生写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往往反复修改初稿，

有的学生甚至修改8次之多。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学生写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写作教师主要面临

两大挑战：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模式的区别

用通俗的话讲，我们用英语写作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

国”，因此必须遵循英语的写作模式，甚至思维方式，否则有

碍信息交流，甚至还会引起误会。而事实上，英语与汉语的写

作方式差异很大，如英语的说明文和议论文一般是开门见山，

一开始就切入正题，使用精确的语言，而不喜欢华丽而空洞的

辞藻（尤其是形容词和副词），“谎言”之前不需要任何形容

词加以修饰。即使标点符号，如逗号，用法也很不一样。在这

方面，来自学生的阻力非常大，他们受了12年的汉语写作方式

训练，往往一下子难以接受英语的写作方式，反倒认为那些写

作模式是“洋八股”而盲目抵制。

因此“英语写作”课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英

语的写作方式。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很难在三年的时间

里使学生真正掌握英语写作的要领。

中式英语的影响

有四个拦路虎从技术上妨碍学生提高英语写作，它们由

易到难分别为：1）语法；2）词汇、搭配和动词句型；3）组

织、逻辑和写作技巧；4）中式思维、中式语序和中式表达方

式。最难克服的是第四类问题。现在学生在表达思想时往往使

用汉语思维，然后逐字翻译成英语。近年来这种现象比以往

严重，如把“我小时候爱哭”写成“I was fond of crying when I 

was small.”把“我的学习下降”写成“My study broke down.”

要真正做到“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不仅要遵循英语

的写作模式，还要使用让人听得懂、看得懂的地道的英语“介

绍中国”。为达到这个目标，英语写作老师还必须帮助学生掌

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我们任重道远。我

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使用我们教材和没有使用我们教材的

写作教师，交流我们教学中的经验，为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写

作能力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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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尝试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康建明

一、语言知识与课文内容双线贯穿进行
	 课文教学

单线式教学模式（只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着重讲授词

汇的应用、句型操练、造句背诵、语法分析等）不仅是对学生

的折磨，更是对好教材好选篇的浪费。因此，需要运用语言知

识与课文内容双线贯穿的模式来活跃课堂教学气氛，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以《现代大学英语》第三册第一单元课文“Your 

前言

我校从2004年开始使用杨立民教授主编的《现代大学英

语》精读教材。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效果十分显著。学生和

任课教师普遍反映该套教材取材广泛，涉及面宽，内容丰富，

思想性与趣味性兼顾，文化内涵与人文价值高。本人连续使用

了三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感受，现就把本人如何使用这套教

材的做法整理出来与各位同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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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Years”第一段为例，我是这样进行双线贯穿式教学的：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the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and will take place in your life as a college student? Has it ever 

occurred to you that your professors and other school personnel 

have certain goals for your growth and maturity during your college 

years? Has it ever dawned on you that certain developmental 

changes will occur in your life as you move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Though college students seldom think about 

them, key changes will probably happen to them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

如上所示，段落中蓝色的部分是语言线，也就是要求学

生掌握的语言点。语言点影响着对文章的理解，所以要放在内

容讲解的前面。对于语言点的学习，我一般首先考察学生的理

解。学生已经掌握的东西教师不要想当然地重复讲解，那样会

打击学生的学习热情，抑制学生的表现能力。如果学生回答不

上来，教师讲解时，学生自然会认真去领会。语言难点的学习

完成后，作为小结，要把复杂难懂的句子paraphrase出来。

随后便转入内容线进行教学，该段落中红色部分是主要

内容。我把重点集中在 “changes”之上，让学生思考：进入

大学后，自身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哪些方面自己需要变化，

怎样变化；身边的同学都有哪些变化；是否知道学校对自己的

要求，是否知道通过四年大学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目标等。不少

学生很少考虑过这些事情，通过教师的点拨，学生更能意识到

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因此能更好地把握这个转折期。

在第二段中，“identity crisis”一词是我讲解的另一个重

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identity crisis是个陌生的概念。尽管

诸多的优秀高中生升入大学后找不到了方向，大学生在入学的

早期阶段大多面临身份认同危机，但他们并不自知，并没有上

升为这种理论。通过启发，学生纷纷发言畅谈自己入学一年多

来的郁闷。当他们发现原来身份认同危机不是他们独自面临的

困扰时，他们脸上绽开了舒心的笑容。

语言知识和课文内容双线贯穿进行课文教学，使学生对

精读课充满了期待，他们预习的劲头高涨，迫不及待地想探索

新的课文。枯燥无味的教学过程变得兴趣盎然，轻松愉快，在

欣赏内容的同时，语言知识也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

 

二、思考题和讨论题的使用

我非常重视每个单元的思考题和讨论题。探讨这些问题能

够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增强口头表达能力，培养思

辨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每一单元我安排30分钟左右的课时让学

生讨论这些问题。常见的问题让学生分成小组逐个发言，有争议

的较为深刻的问题在课堂上全班一起辩论。通过讨论，学生锻炼

了口语，增添了发言的勇气，学会了辨明是非，思想也得到了升

华。在讨论“Discovery of a Father”时，不少学生在讨论作者的父

爱时也发现了父母亲对自己潜藏的爱；在讨论Michael Dell 的成功

之道时，学生明白不能盲目照搬成功者的模式，轻易放弃自己的

学业去从事商业经营；在学习完“Wisdom of Bear Wood”之后，

学生意识到忘年之交的意义；在讨论美国的guilty until proven无罪

推定的制度时，不少学生一开始对此很是赞赏，但通过讨论，发

现这样的推定并非没有缺陷，不少真正的罪犯可以利用这一制度

逃脱惩罚；Diogenes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似乎很有道理，但是

通过全班辩论，最终学生们还是觉得不能够认同：如果人人都像

他那样，社会就不会发展进步；“Silent Spring”的讨论学生发言

十分积极，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深感担忧；“In My Day”中，

学生讨论了代沟问题和老年人问题，体会到了老人的感受；尤

其在“Mercy at Appomattox”一课的讨论中，学生自然形成了两

大阵营，一方认为原谅他人是一种美德，而另一方认为对待敌人

决不能心慈手软，应该以牙还牙，最后，一个女生辩解说，“敌

人”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敌人”的眼里，我们不也是他们的

“敌人”吗？如果人人都能够原谅自己的“敌人”，那这个世界

上还有敌人吗？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原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原

谅他人是一种美德。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一定要对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指

出精彩之处，对于不健康的观点，适当加以引导，切不可挫伤

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是非观念尚未成熟，老师的正面引导非

常重要。

在讨论中，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学生保持缄默，但这并

不等于他们没有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同学，我就鼓励他们把

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在课堂上念给同学们听，这些不善言辞的

同学有时会有独到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常常博得同学们的

一片掌声。时间久了，建立了自信心之后，这些学生也有勇气

在众人面前畅谈自己的看法了。

三、剧本课文的处理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教材每册都编排有剧本课文。第

一次使用时，我把它当作一般的课文在课堂上处理，结果效果

非常糟糕，一是剧本长，占用课堂时间太多，挤占了其他单元

的学习时间；二是那么精彩的对白在课堂上被分解得支离破

碎，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有的教师建议干脆删掉不讲。我想

既然编者把这样的剧本收进教材，必然有其想法和目的，弃之

不用太可惜。第二年使用时，我改变了方法，让学生来表演剧

本。比如，第三册中的“Twelve Angry Men”，我根据班级人

数(30人)，让班长把学生分成3个小组，每组10人，分别扮演

剧本的一部分，台词少的同学可以扮演两个角色。我原先想，

学生能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背台词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学生是

如此认真，把教室摆成舞台，男生西服领带，俨然一副绅士派

头，女生也穿着男装（军训的衣服），英姿飒爽，表演非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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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我原先低估了学生的能力，以为来自山沟里的孩子不善于

表演，原来他们如此多才多艺。表演完后，我解答了学生的疑

难问题，提醒了学生必要的语言点。原先12个小时学不完的剧

本课文（该剧本被分成了两个单元），现在6个小时学生就能

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

我校属于211类大学，学生入学水平相对高一些，记忆这

么多的台词还能够对付。那么对于英语程度不太好的学生，怎

样处理这样的课文呢？我同时还有成人教育的学生，对于这些

学生，我也把他们编成小组，分给角色。不过，我是让他们站

在讲台上，拿着课本读台词的。看着他们念得不太流畅，但却

带着感情、努力认真的样子，我不由地受到了感动，想起了一

句名言：只有不负责任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现在剧本课文成了学生最喜欢的课，学生说，真过瘾，

要是多一些剧本该多好。

四、课后练习的处理

这套教材设计有不少练习题，怎样处理好这些练习，

使不少年轻老师犯愁，尤其是学生手中有几个版本的参考

书，他们照抄了答案，上课自然不想再听。我是这样处理练

习的：“短语英汉互译”与“找同义词和反义词”部分相

对简单，既然学生有了参考答案，我也就不再占用课堂时

间。但是我偶尔还是要在课堂上抽查，采用的方法是“接力

答问”——学生A念若干个短语，学生B快速翻译（不准看

书），然后学生B接着念下几个短语，学生C迅速答复，这

样逐个循环，每个学生扮演两个角色，既要答对前面同学的

提问，又要提问下一个同学，这样做锻炼了学生的反应能

力。如果谁思想开了小差，中断了环节，或者答错，就要受

到“惩罚”。“受罚”的学生为大家唱英文歌曲，或是讲英

语小故事、小笑话等。我发现做这样的练习时，学生思想高

度集中，“有幸”展示才艺的学生享受到了同学们投来的钦

佩目光，个别学生五音不全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快的笑

声，这种方法大大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填空”和“多项选择”部分学生事先都依据参考书对

照过了，但并不一定真正完全理解。我就挑那些容易出错的句

子让他们翻译。Pre-class中的重点词汇学习部分提供的英语句

子，我让学生翻译成汉语；而练习中的汉译英句子翻译我让学

生听写。“同义词辨析”部分是最难的一项，学生尽管有参考

书帮忙，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鼓励学生查资料，弄

清楚同义词之间的确切区别，然后再系统地告诉学生，哪些

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哪些不可以使用。比如，catch和

capture都表示“捉住”， 但是catch表示的是出乎意料、偶然

的捉住；而capture是事前有准备的捕获。事实证明，这种情况

下，学生对自己不甚了解的知识，会非常认真地去学习。

由于课时的限制，课后设计的语法练习部分，我完全交

给学生自己做。不得不承认，参考书在这方面帮了老师的大

忙，节省了不少时间。对于语法中的疑难点，我们每周安排一

次答疑时间，选派一位老师前去解答。

结语

总之，学生对这样的精读课授课方式非常认同，学生的

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对课文内容的重视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欣赏能力；课堂辩论提高

了学生的口语能力、思辨能力、分析批判能力；灵活多变的处

理练习方式检查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广泛的题材开阔了学生的

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知识。

近几年来，我校英语专业学生在四、八级考试中成绩优

异。我校的外语专业学生在河南省举行的英语演讲赛中多次名列

第一，连续四年代表河南省参加外研社举办的“CCTV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当然，对于怎样讲授好英语精读课老师们犹如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学生的水平不同，实施的教学方法也不可能

相同。随着学生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多媒体的使用，我们

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英语精读课授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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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口语学习要求学习者能顺利地对输入信息进行解码，并

运用所掌握的基本语言知识组织表达语言，突出语言输出、互

动和参与。这既是个认知过程，也是个情感过程；除部分取决

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遗传基因外，其情感状态也直接影响其学

习成效。

我校英语专业口语总学时88节，第一个学期24节，第

二、三个学期各为32节， 周学时2。在第三、第六个学期分

别安排了口语水平测试和口语实习，以确保口语学习的连贯

性。教材采用的是《现代大学英语口语》，该套教材体系

完整，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为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构建了良好平台。在课时少、任务繁重、学生水平参差不

齐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以促进其口语能力发展

尤为重要。

二.口语学习中的情感因素

作为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是人对客观

现实的态度体验。Arnold & Brown（1999）认为广义

的情感包括制约行为的感情、感觉、心情、态度等方

面。情感因素是一组复杂的心理因素的组合体，具有不确定性

和易变性。积极的情感能创造有利于学习的心理状态，而消极

的情感会影响学习潜力的正常发挥。口语交际中常见的情感因

素有焦虑、抑制、自尊和动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小宁 

浅析英语专业口语教学中

积极情感之培养

学生参加口语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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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

Gardner & MacIntyre（1993）提出焦虑是外语学习最大的

情感障碍，主要指用外语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恐惧或不安心理。

焦虑可能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能是一种相对持久的心理品

质。过度焦虑会影响其课堂表现：思路不清晰，反应较为迟

钝，记忆力涣散。产生焦虑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可能

是源于学生语音、语调不够标准，担心遭到教师批评、同学嘲

笑而不敢说；有的是因其知识面狭窄、缺失相关背景知识，难

以在交际过程中理解、捕捉对方信息而不会说；还有的则是性

格腼腆，或对自己要求过高而产生焦虑；而任务的考核性、竞

争氛围也会使学生感到焦虑。

◆ 抑制

作为个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抑制是个体采取防范手

段保护自我而表现出的焦虑（Ellis 1985，1994）。口语学习

中表现为因自我保护而采取的回避或退缩行为。作为群体，大

学生年龄大多在17-23岁，他们自我意识、独立意向、自我评

价能力渐强，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烈，可塑性较好。但自控力、

自制力、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每个人的语言自我有不同的适应

性，应对个性冲突的能力迥异。如果课堂教学中，教师过于强

调语言表达的正确性，忽视思想内容的交流，就会威胁学生的

自我形象。为了避免说错出丑，他们会因准备不足而少说，甚

至不说。有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消极情感会抑制其口语表达的愿

望；还有的是因教师英语水平未达到其期望值、布置的任务过

于简单、单调、乏味而不想说。

◆ 自尊

自尊指学习者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判断和认识。学习

者的内心体验和与外界的交往都会影响其自尊。Horwiz等

（1986）提出，外语学习使学习者失去了正常的交际手段和语

言行为能力，因而会损伤其自尊心。如学习者的自尊心经常受

到伤害，不断失败的体验可能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不思进取。

自信度和成就感有助于提高其口语表达能力。

◆ 动机

作为激发行为、指明方向的因素，动机常指学生为了满

足某种学习愿望而做出的努力。学习动机明确、学习态度端正

有助于其口语提高。

成功的口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之间、师生

之间合作、互动的人际关系。如何弱化、消除消极情感因素的

影响，是口语教师所面临的挑战。

三.口语学习中积极情感的培养途径

《现代大学英语口语》融趣味性、交际性、丰富的文化

内涵于一体，为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要

求教师掌握情感教育这一生动的教学艺术，以充分调动学生口

语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可尝试以下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情感。

◆ 移情

移情指设身处地想象和理解他人思想、情感并产生共

鸣。Hogan（1969）指出移情的运作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了解自己的情感，二是认同他人的情感。口语教学中，教师只

有把握好其情感，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情感需求。其真诚、

学识、精神状态、表情、语调都会感染到课堂上的每个学生，

使之“亲其师近其道”。成功的口语教学表现为师生情感共

鸣。为此，教师会理解、尊重学生，关注其心理需求，让不同

层次的学生获得进步和承认，激发其潜能。同时，他要善于和

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把握学生中的热点话题，了解其个性、兴

趣和特长，积极挖掘其潜力，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同时，教

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采取各种方式缩短师生距离，如加入学

生QQ群、课后发送邮件、短信等，减轻学生的抑制、焦虑和

学习压力，在心理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

◆ 创设真实、生动的语境

口语学习的实质是交际，倡导学习与任务的真实性。教

师可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使视觉输入、听觉输入、阅读输入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学习第一册“First Day in College”，

教师可利用电影片断、动画将交际双方的年龄、性别、社会地

位和相互关系、说话的场合正式与否、双方的表情和手势直观

地传递给学生，加深其感性认识；课文学习后，学生可自行总

结介绍常用句型，而后教师引进语域知识，告诉学生在正式场

合下一般人们用:

May I introduce you to Mr. Johnson, director of our faculty? 

I’d like to introduce Mr. Johnson, director of our faculty.

I’d like you to meet Mr. Johnson, director of our faculty.

Allow me to introduce Mr. Johnson, director of our faculty.

而非正式场合则用:

This is Peter.

By the way, (this is) Peter.

Shelley, Jack.

教师可通过提问和复述训练学生的短期记忆。结合课文

练习，补充各组不同的场景，如一位教授向素未谋面的商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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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某主持人在大会前把一知名画家介绍给某位领导

等，要求学生能使用恰当的句型。课后布置学生准备好自我介

绍以便下次检查。

在学“Heroes”时，可引导学生先听Peacemaker Hero: 

Mohandas K. Gandhi，而后把其复述录下来，再和原文音带相

比较，通过分析找出错误和不足。

此外，教师可遵循课件程序和特定任务，开展大量真实

高效的刺激反应、模仿操练、人机对话、多主体交际、录像反

馈和多样性评估等活动，增强情境的生动性。

◆ 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口语活动

学生是口语学习的主人。口语学习中教师切忌一言堂，

要善于利用教材，活用教材，倡导互动和对话。如在学习第三

册“Catching the Olympic Spirit”时，师生间可就奥运精神、

奥运赛事、2008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等话题展开情

景对话、角色转换、共同研讨，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学生间

也可就此举行Olympic Games in My Heart等演讲比赛，或是互

问互评、讨论、辩论赛等活动；力求学生享有均等参与机会，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进学生间互相学习的机会。

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可不定期举行英语诗歌朗诵、

单词竞猜、故事接龙、故事改编、续编、短剧等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培养其团队意识，使其战胜自卑、焦虑、抑制等心理弱

势；而英语角、英语广播则为学生展示自我提供了一个平台。

同时，我院每年举行的英语演讲比赛、背诵比赛、电影

配音比赛、英语歌曲大赛和英语戏剧表演都较好地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为期两周的校外口语实习，在阳朔美丽的

山水中和外国游客自然结识、交往，话题无所不及，充分激发

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自信，也促进其口语的飞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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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成就感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人制宜，培养其口语学

习的积极态度。既鼓励学生大胆进行英语交际，也允许个别学

生保持沉默。对较为内向或腼腆的学生要多多予以鼓励；对基

础较差的要耐心辅导，及时肯定；对成绩较好、个性活泼的

则要设计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的学习情境，布置难度适中的任

务，让他们从其有效的输出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为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教师可鼓励学生多背诵英语经

典时文，培养语感。随着教材内容的深入，训练重点从日常生活

相关的功能表达，以及相对容易的问答、复述、归纳渐渐上升为

对各种热点问题的论述，讨论和接近实战的、精心准备的专题辩

论，注意语言表达准确性和流畅性相结合，并训练其交际策略，

找到练习频数与学生能动性的最佳结合点，循序渐进提高学生

口语的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增进其成就感。同时，结合

教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如学习第一册“Holidays and 

Festivals”时，教师可深入了解学生是否热衷于过洋节，是否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借此帮助学生加深对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理

解、尊重、认同和接受，既不盲从、效仿，也不排斥、敌视。

◆ 注意纠错方式

教师要正确地对待学生的语言错误。只要不影响正常交

际的顺利进行，教师应包容学生的语言错误；尽量等学生讲完

再适度纠错，以减轻其运用英语时怕犯错误的心理压力。纠错

中应注意礼貌策略，善于捕捉表达中的闪光点，避免挫伤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情感因素在口语学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口语教

学中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培养其积极情感，不仅有利于强化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口语学习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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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趣为先导	以互动促应用
——谈《现代大学英语 听力》在英语专业的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高翔

一、引言

2000年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在

注意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应该突

出说、写、译能力的培养”，并建议开设“英语听力和英语口

语相结合的课程”。我校根据实际情况，在2004年学校教改

后，将口语融入到英语专业听力教学中，面向大一和大二学生

开设了“英语视听说”课程。为实现以听促说、听说并举，听

力内容既要做到分级合理、循序渐进、符合学生学习规律，又

要满足口语表达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统一的要求，为此我

校选用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现代大学英语 

听力》教程（以下简称《听力》）。该教程以多种教学理论为

指导，在内容设置上体现英语听力学习“以精带泛，精泛并

举”的自然规律，在练习设计上突出多种形式相结合促进听力

策略的培养，并在主题选择上注重口语交流的可操作性，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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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外开展听说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基于《听力》的课程设计

备课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解《听力》编者的意图，并结

合大纲要求，充分发掘教材潜力。在具体授课中，我们始终贯

彻以下几个原则：以激发兴趣为先导，以构建图式为主线，以

提高口语为目标。 

◆ 以激发兴趣为先导

兴趣属于内部动机，比外部动机更能促进学习热情

（Ryan & Deci, 2000），在听力学习中也不例外。研究发现兴

趣、决心、学习氛围等维度与听力学习行为呈中等以上的相

关（杨小虎等，2004）。因而，选用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听力素材是确保学生主动投入听力活动的前提。《听力》很

好地承担了这一角色。以第一册Unit 1 University Life为例：

开篇就是最贴近学生生活、最受新生关注的话题，包括新课介绍

（Task 1）、图书馆说明（Task 2、3）、课程安排（Task 5）、考

试评分体系（Task 6、7）、学校介绍（Task 4、8、9、10）和新

生自我介绍（Task 11）。如此新鲜、全面、真实的听力资料使学

生仿佛置身于海外校园一般，特别有利于良好英语氛围的构建。

如果说上述单元内容本身比较贴近生活，学生可以很快

投入到听力理解中去，那么对于涉及文化历史差异、不易为学

生理解和接受的单元内容，在讲课时，教师可以利用一个导

入活动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如第二册Unit 3 Social Issues

的Task 9谈论的是美国旧城改造后年轻人更乐于在城市居住的

故事。这段材料虽有些长（600单词左右），且以独白形式呈

现，但取材新鲜，视角独特，是一篇练习辩证思维的好材料。

考虑到传统的电影和阅读资料传递的观念与本文不大一致，我

设计了一项听前观念调查，请认同“美国人喜欢在市郊居住”

的学生举手。统计发现全班32名学生中有23人认可该观点。

针对这一结果，我启发学生要关注新信息、新动态。大部分

学生已经预感到自己现有的观念正在接受严峻挑战，他们迫不

及待地希望了解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会带来哪些不同的看法

和解释。因此，依靠优秀的选材，激发兴趣的听力练习已经

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和简单的重复操练，而是对意义的协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和对观点的批判性解读。

◆ 以构建图式为主线

图式（schema）是“人们听到或读到某些信息时在脑海

中产生的景象或联想”（Pearson & Spiro，1982），或是“学

习者以往习得知识的构架”（Carrell & Eisterhold，1983）。

在听力教学中，图式就可以理解为所听内容引起的对以往知

识的联想，是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或概念）即背景知识联系

起来的过程，也可以说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

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即从信息的接受、解码、重组到储

存（刘明东，1998），所以在听前、听时和听后以图式贯穿始

终，将有效帮助学生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预测和分析，促进学生

积极主动地思维，进而加深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听力》为单元中每一项任务配备了主题描述，如“Tom 

went camping last weekend. He didn’t have a good time.”（Book 1，

Unit 5，Task 7）。讲授时，笔者将主题提炼为关键词“unhappy 

camping”，引导学生使用Mind Map方式将联想到的与听力内

容接近的情景描述出来。有的学生从宿营用具方面建议“They 

may have forgotten to bring something with them, such as charcoal, 

pan, tent, or water”，有的同学从发生意外方面说到“caught 

in the traffic, or attacked by wild animals”，另外还有同学从心

情角度考虑提出“Tom’s girlfriend quarreled with him, or he was 

really sick on the trip”。利用这种方式，学生充分发掘与关键

词相关的储备知识，通过交流，初步激活和丰富了与主题相关

的图式，有助于学生们在活跃的气氛和放松身心的环境中充实

背景知识，为从听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输入做好心理和图式上的

准备。听时是信息解码的过程。经过预测讨论的听力过程不同

于无准备的被动收听，学生一般可以借助已经初步构建的图式

辅助信息解码，如当学生听到文中提到“it poured”，就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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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出行时遇到暴雨”这种不幸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对已有

的图式进行补充。听后的回顾讨论更能进一步深化完善图式，

将短时记忆中零散的关键点整合后转化为长时记忆。

◆ 以提高口语为目标

以口语输出为目标有助于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形式上

（focus on forms）。传统的听力训练以完成练习为主，尽管大

部分学生在多次重复收听后能正确完成大部分课后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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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缺乏对文章内部衔接方式的把握。根据Swain (1995)的输

出假设，输出具有对输入进行监督的功能。经过口语复述练

习，学生一般可以更明确地意识到听力理解的不足，但是如

果以汉语为媒介理解听力材料，复述时就会遇到重重阻碍，

有很多表达方式和思路不如原文本那样自然、贴切。复述或

讨论练习后再次收听就能很好地引导学生最大程度上吸收听

力素材的精华，为口语所用。《听力》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

展开，多项任务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一个系列专题素材库。

如第二册Unit 9 Language包含了歧义类幽默、非语言交流、对

语音的喜好、三个英语单词的词源、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等

围绕“语言”这一主题展开的多角度听力素材。在完成单元

任务后，我建议学生假设自己分别置身于英语角（以小组交

流形式进行）和学术讲座（以单独发言形式进行）两类场景

下，就“Learning English Is Fun”为题组织口语交流。讨论中

发现，学生能够很自然地引用《听力》中提供的语句，如：

sounds more gentle and more melodic to listen to，fascinating to 

talk to people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a different mentality and a 

different temperament等，用于个人观点的陈述。

三、结语

《听力》的多样化和信息化既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提

高学生文化素养，又能为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提供最佳语

料，是一套具有很高可教性和可学性的听说教材。当然，优秀

的教材在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中，都会有可改进之处。我

们相信，结合新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模式，深入挖掘《听力》的

内涵，定将把高校英语听说教学推向更高的平台。■





外研之声 45





外研之声 4�













外研之声 53





外研之声 55













外研之声 6�





外研之声 63





外研之声 �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邀请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其莘教授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教授童明教授，联合浙江师范大学，于2007年12月8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了英语专业教学

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

研讨会上，何其莘教授与童明教授分别作了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发展与建设和学生语言技能与文化素质培养的专题

报告；浙江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洪岗教授和几位教师介绍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经验，与参会者分享了浙江师范大学

“RICH”教学改革方法及该教改方法带来的巨大成效；来自广东商学院的教师在会上交流了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心得

与收获。会议最后，参会者就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科研等问题与何其莘教授、童

明教授和洪岗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教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

童明教授在作专题报告

洪岗教授在介绍改革经验 童明教授、何其莘教授和洪岗教授与参会者进行交流

会场全景 何其莘教授在作专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