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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2003年 , 教育部正式启动 高 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 改革工 程 !, 广泛 采用先进 的信息 技术, 推动基 于计算

机的英语教学改革, 是教育部决定采取的三项措施之一。新一轮 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 要旨在于 围绕提高 学生的 外语综
合应用能力, 建构新的教学模式。本文以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为视角, 阐释多元互动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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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in teraction C ollege English Teach ingM odel
A Construction ist P erspective
S i X ian zhu
( Be ijing Jiao tong U nivers ity, B eijing 100044, China)
T he new round o f co llege Eng lish teach ing reform, center ing on the im provem ent o f the comprehens ive Eng lish ab ility on the
side of college students, a im s to construct a new teach ing model based on the adoption o f advanced inform a tion, particu lar ly com
pu ter based techno logy. T he paper, from the construc tionist perspective, discusses the issues re 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 f such a
teach ing m ode .l
K ey word s: co llege Eng lish; teach ing m ode;l construction ist

1 引言
一方面大学英语 教学的根本 目的是培 养大学 生的英

部的生态失衡 问题, 而 建构 和实 施什 么样 的教 学模 式则
是解决上述问题 的关键所在。

语综合应用能 力, 另一 方面 大学 生的 实际 英语 水平 很大
程度上高分低 能, 大学 英语 教学 陷于 费时 低效 的难 堪处

2 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教学理念

境。为改变这一情 形, 2003年, 教育 部正 式启动 高等学

之所以把建 构教 学模 式作 为切 入点 , 是因 为模 式是

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 革工程 !, 将大学英 语教学改 革列为

将理论转化为 实践 经验 的中 介环 节, 其中 介作 用一 方面

分步实施 质量工 程 ! 4 项工 作中的 第二 项; 2004年 教育

表现在将实践 经验 抽象 概括 为理 论的 雏形, 另 一方 面表

部颁布了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要求 # (以下 简称 ∀要求 # ),

现在根据一定 的理 论提 出假 设, 设定 相应 的活 动条 件和

明确提出大学 英语 课程的 目标 为 培养学 生的 英语 综合

操作程序, 以指导实践, 充 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应用能力, 特别是 听 说能 力 ∃ ∃ 同时 增强 其自 主学 习能

通常, 一个完整 的教 学模 式包 括以 下 5 个 基本 构成

力 ! (教育部高 教司 2004: 1) 。由此 开启 了我 国高 校大

要素: ( 1)理论 基础: 教学 模式所 依据 的哲 学、
教 育学、技

学英语的教学改革。

术学等方面的基 础; ( 2) 目标 倾向: 教 学模式 是为 特定的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 个系统 工程, 涉及 因素众多 , 选

教学目标而构建 的; ( 3) 实现 条件: 促 使教学 模式 发挥功

准切入点是改革能否取 得成效 的关键 所在。在深 入研究

效的各种条件 (教 师、学习 者、内 容、技术、策 略、方法、时

教育部关于本次 大学英 语教 学改革 精神, 解 读 ∀要求 #中

间、空间等 )的优化组 合; ( 4) 操作 程序: 特定 的教 学活动

提出的 5项技 能应 达目 标, 分析 当下 我国 大学 英语 教学

程序或逻辑步骤 ; ( 5)效果评价。

现状及其缺失后, 形 成我国 大学 英语学 习 耗时 低效 !的

教学模式的 这 5个 基本 要素 可以 进一 步简 化为 一

局面, 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也 有大学英 语教学 系统内

个前提、两个要素 !。一个前提 指任何一种 教学模 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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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是结

此必须按照知 识在 实际 中的 运用 方式, 设 计出 真实 或仿

构、一个是程序。教学模式 既表现 为一种 结构 ( 空间关 系

真的 英语 使用 情境, 镶嵌 与学 习、生活、学科 等相 关联的

即各种教学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 ), 也表现为一种程序 ( 时

问题, 引领学生领悟真实情境 化的学 习任务, 在学 生已有

间关系、
活动步骤的先后次序 ) (钟志贤 2008: 92)。

的知识与经验背 景基础上使学生 在解决情 境问题 的过程

建构主义, 作为 反思、质 疑、批 判和 制衡 客 观主 义而

中产生求 知 需求, 完成 对 意义 的 建 构, 即英 语 能 力 的获

兴起的一种哲学观, 映射到教 学领域, 产生 了建构 主义教

得。因此, ( 1)生师互动课 堂、( 2) 生 生互 动 社区 !、( 3)

学哲学观或教学理念 。这 一理念 在知识 观、学习观、教学

生机互动 在线 !等教学环境的创建便应运而生。

观、教师角色、
学生角色和 师生关 系等方面 表现出 独到的

本模式的最 后一环是对前述 教与学活 动及其 效果的

特征。据钟志 贤的 理解, 建 构主 义认 为知 识是 在行 为活

评价, 这里学 生和 教师 在评 价过 程中 处于 平等 地位。评

动或经验中 建构的, 是 逐步 显现的、情 境化的 (知 识观 );

价中不刻意追求 标准答案, 有 争议的 问题必 须组织 师生、

学习就是知识建构、解释世界 和建构 意义, 是经验 的和重

生生 之间 辩论, 引发 碰撞, 进 一步 协商, 力求 共同 营造学

视过程的 (学习 观 ); 教学 应反 映多种 观点, 是 发散性、归

习探究的 氛围。评 价形 式多 样: 评价 结构 依课 程性 质而

纳式的, 以学习者为中心 (教学观 ); 教师的角色 是合作者

分类, 终结性评估、
形成性 评估中 新增了学 习档案 和网络

和帮促者; 学生的角色是知识 建构者、运用 工具的 主动探

学习 记录; 评 价主体 多元: 教 师、学生 和其他 学习 伙伴对

索者, 是做中学; 师生关系 是民主 平等、和谐 协作的, 是互

学生所完成的 任务 进行 及时 的评 价, 积极 的评 价有 助于

动对话的 (钟志贤 2008: 64)。

促使、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愿 望与热 情, 以 迎接和 完成新

目标倾向是 以促 进学 习者 高阶 能力 发展 为 己任, 能
否促进学习者 高阶 能力 的发 展, 将成 为衡 量教 学模 式价

的任务; 评价中的 不足 可以 帮助 师生 共同 对前 述环 节作
出修订, 以改进教与学。

值的主要标准。具体地说就是 大学英语 教学要求 !和本

这一模式的 中轴 为本 教学 模式 的本 体部 分, 模 式的

次大学英语教 学改 革目 标所 规定 的英 语综 合应 用能 力,

实施需要下 面 4个 步骤: ( 1) 教师 作为教 学设 计的主 体,

特别是 听说能力 !、 自主学习能力 !。

根据具体教学目 标, 在分析学 生和资 源的基 础上, 进行学

可见, 之所以以建构主义 教学理 念建构 教学模式 , 是

习任务设计, 并促进、
协调 、
参 与学生 的知识 建构; 学生作

因为从认识论 维度 来看, 客 观主 义倾 向的 传统 教学 模式

为知 识建 构的 主体, 对完 成任 务的步 骤、时间、空 间作出

一般适合于 良构 ! ( w e ll structured) 领域中基础 知识的学

计划, 并对方法和资源进行选择; ( 2)学 生在课堂、课外活

习 ( 钟志贤 2008: 98), 如对英 语词汇 的记 忆、语法 规则的

动场所、网络虚拟空间 3维 环境中, 和教 师、其他学 生、
网

学习、学习结果表现是 聚合的 !, 如 掌握了多少 词汇和语

络资源进行交互 活动; 老师根 据活动 的情况, 对设 计作出

法规则, 知识应用通常为 近迁移 !, 如考试中学 习者对语

必要修正或调整; ( 3)学 生在 做中 学、探中学 中完 成意义

法和词语问题的正确回 答等。这 虽然具有 较高的 教学效

建构, 并将获得的知识外化为具体的 学习成果; ( 4) 教师、

率, 但往往高分 低能 。而建 构主 义倾 向的 教学 模式 比较

学生和其他学 习伙 伴对 所完 成的 任务 及时 评价, 反 馈于

适合于 劣 构 ! ( ill struc tured )领 域的 学习, 如 ∀大学 英语

前述环节, 以改进教与学。

教学要求 #所表述的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 !, 知
识应用通常 表现 为 远 迁移 !, 具有 较好的 教学 效果

4 如何建构与实施

教与学的根本 目标 是学 习者 能以 其为 工具 自主 地交 际,

任何一个教 学模式, 要使 其发挥 功效和 付诸实 践, 必

而掌握多少 词 汇和 语法 只不 过是 手段。可 见, 以建 构主

须依赖于 诸 如 教师、学 习者、内 容、技 术、策 略、方 法、空

义教学理念设计 大学英 语教 学模式, 其 目标 与 ∀要求 #和

间、时间等各种条件的优化组合。

本轮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宗旨十分契合!

( 1)重塑师生 角色 转型相互关系
教师与学生 的角色转型和关 系重构构 成了多 元互动

3 何为 多元互动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实现条件 !的 主要内容。 它要求教师

模式中的多元互 动, 指师 生, 作为教与 学活动 的双主

从传统的知 识传 授者 /灌输 者转 向组 织者、合 作 者、帮助

体, 在课 堂、学生课 外活 动场所、网 络虚 拟空 间 3维 环境

者: 教师一方 面 要 引导 学 生做 好 成 员分 工 安排, 建 立参

中, 所进行的生 师、生生、生机 间的 英语 互动 活动。 在此

与、合作 完成 任务的 责任 机制; 另 一方面 在实 施中, 教师

过程中, 教师的 作用是 引 导、促进、协调 !, 而学 生, 作为

一般不给出具 体的 答案 和方 案, 须针 对学 生中 遇到 的问

活动的主体 !, 通过 探索、
实践与合 作, 在 做中学、探中学

题及时地组织 互动 式讨 论, 激活 学生 的认 知需 求和 对已

中完成对语言使用规 则的认知和外化。

有知识、经验的迁移。与此相 适应, 学生则 必须从 传统的

该模式旨在使学生在 教师的 引导、协调 下, 通 过完成

被动 的知 识接 受者转 向主 动的、建构 的、协作 的、交流的

劣构 !领域的学习任务, 培养和锻造其英 语应用能 力, 因

学习 者, 变坐 中学为 做中 学、探中 学, 变师生 之间 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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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的生师和生生 )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如前所述, 建构 主义 学习 观 认为 知识 是学 习者 在一

基于 计算机网 络 + 课堂 !的多 元互 动教学 模式, 必

定的 情境 中, 即社会 背景 下, 借助 其他人 的帮 助, 利用相

须依赖多媒体 网络 语言 实验 室、网络 自主 学习 中心 等硬

应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 的方式 而获得, 因此 建构主

件环境的支撑, 因 此学 校必 须通 过各 种融 资途 径解 决上

义学习理论强调 情境 !、 协作 !、 会话 !和 意义建构 ! 4

述实验室建设经费。

个主要因素在学习中的作 用。语言 学习环境 中的 情境 !

传统的 老师 % 教材 % 学 生 ! 教 学模式 的弊端 是: 资
源的单一和时 空的 限制 使学 生无 从认 知、建构 语言 形式
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 规则, 制 约了英 语应用 能力的 发展。

实际上就是教 师为 学习 者创 造的 语言 交际 活动 和场 景,
其目的 是 使 学 生 在特 定 的 语 言 环 境 中 完 成 意 义 建 构。
协作 !主要指学习者通过语言交流 而进行的 相互合作与

有鉴于此, 拓宽英语资源输入 渠道、提高输 入质量 是保证

沟通, 包括对学习 资料 的共 享、学习 成果 的评 价等。 会

模式有效运 行 并对 输出 产生 正影 响的 前提 条件。为 此,

话 !是协作过程 中不可 或缺 的环 节。学习 者之 间通 过商

有必要从多维立体的角度, 引 进和编 写优秀 教材、选购适

讨完成意义建构 。此外, 会话 过程也 是协作 学习过 程, 在

合的网络 学 习软 件、编 制 电台 节 目、制 作英 语 学 习 网站

此过程中, 每个学习者的思维为 整个学习 成员共 享。 意

等, 以解决学习资源问题。

义建构 !指事物的 性质、规 律以及 事物 之间 的内 在联 系,

( 3)更新教学理 念 创新教学方法

它是语言学习应 该达到的最终目 标而不仅 仅是规 定的学

大学英语教学的 根本目的是 培养大学 生的英 语综合

习任务。

应用能力, 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 作和社会 交往中 能用英

换言之, 语言学 习过 程是 一 个充 分发 挥学 习者 的认

语有效交际 。这种 语言 能力 是学 习者 在社 会语 境中, 通

知主体作用的过 程。通过 开辟多种互 动途径, 建立 以 生

过反复观察、分析别人与周围 人物、事物交 互过程 中如何

师 - 生机 - 生 生 !学习 环境为 载体 的互动 式外 语教 学模

使用特定语言形式实 现特定的目 的和自己 在以言 行事过

式, 有效地 联通 了前 述 建构 主义 学 习理 论强 调 情 境 !、

程中不断探索、实践中逐渐 获得的。 据此, 语言教 学的要

协作 !、 会话 !和 意义建构 ! 4大因素, 践行 了以学生为

旨在于在分析 学生 已有 知识 和经 验基 础上, 设 计富 有情

中心, 因此这一摆脱了传统外 语教学 模式所 具有的 被动、

景性、挑战性、具有 信息 差、推理 差、观点 差的 任 务, 让学

单向、封闭等局限, 具有主 动、双向、开放等 特征的 新教学

生积极在与他人 及事物 互动 !中建 构意 义, 发展 语言应

模式, 是达至本轮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目标和 实现 ∀大学英

用能力。因此必须倡导和 践行以 嵌入学 习、生活、学科内

语教学要求 #的必然选择。

容为任务驱动的诸如体验 式教学 法、主题式 教学法、指导
式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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