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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旨在分析有效检验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育教 学实践活动 的 4种途径: 教学 实践结 果检验、学生 意见反

馈、教学管理部门评估以及教育教学专家的培训和考核; 从教学实践出发, 结合实际调研报告 , 分析当前我国 高校外语教
学改革转型时期面临 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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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ud ies on th e Effective Chann els of A ssess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 ing Scien tifically
A Case Study on the Co llege Eng lish T each in g in U IBE
Zhang Jing
(U n ive rs ity o f Internationa l Business and Econom ics, Be ijing 100029, China)
T h is pape r focuses on study ing the four e ffectiv e channe ls o f assessing co llege Eng lish teach ing scientifically,

inc lud ing as

sessing the consequence o f teaching, feedback o f the students, eva luation o f the teach ing adm inistration and the tra ining of the
education expe rts, and ana lyzing the str ik ing prob lems that our fore 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fac ing du ring the transform ational pe
riod in Ch ina h igher educa tion by integrating teaching w ith the research repo rt.
K ey word s: sc ientific assessing; co llege Eng lish teach ing

1 引言

体 教学实 践活 动中, 外语 教师 通过多 层次、多 角度 调研,

外语教学的方法 论是学者们 一直在不 断研究 的课题

找问题, 找方法, 将各种检 验的信 息及时反 馈到教 学各个

( 贺春英 2008), 然而对外 语教学 的检验和 评估则 是另一

环节, 不断审视自身的教育教 学思想 理念、知识结 构和水

个重要论题。从 1999年 我国高 校开始 扩招以 来, 十余年

平、教育教学 方法 和手 段。这一 研究 的目 的在 于不 断反

间教育部出台了一系 列关于我国 高等教育 尤其是 外语教

思大学英语教 育教 学实 践中 存在 的问 题, 不断 更新 大学

育教学方面的 指导 性政 策, 以保 证我 国高 校外 语教 育教

英语教学思想和 理念, 增强外 语教师 自我提 高、
自 我完善

学可持续性发展。其 中包括 教育部 2002年 12月 颁布的

的思想意识, 最终使大学英语 教学改 革能够 保持健 康、
稳

教育部高教司关 于启 动大学 英语 教学改 革部 分项 目的

定的发展。本文旨在分析 针对我 国高校大 学英语 教育教

通知 !, 2004年 1月颁布的 大学 英语课 程教学 要求 !, 相

学实践活动 的有 效检 验途 径

继对大学英语课程设 置、
人才 培养目 标、
考 试改革 方案等

生意见反馈、教学 管理 部门 评估 以及 教育 教学 专家 的培

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学英 语教学 纲领性的 变化对 于我国

训和 考核; 从 教学实 践出 发, 结合 实际调 研, 分析 当前我

大学英语教 学 实践 提出 巨大 挑战。新 形势 下, 我国 高校

国高校外语教学 改革转型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

教 学实 践结 果 检验、学

外语教师如何 面对 挑战, 科 学检 验大 学英 语教 育教 学实
践活动, 是个极 为重 要 的课 题。随着 现代 信息 技术 在大

2 有效检验途径

学英语教学中的广泛 应用 (汪国军 2009: 186- 188)和大

2. 1 教学实践结果的检验

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大 力推进, 我国高 校急需 建立多 元化、

检验我 国高 校 大学 英 语教 育 教 学 实践 活 动 的 最直

多维度的教学 评估 体系, 以 促进 大学 英语 教学 的全 面发

接、最有效的 途径 是教 学实 践结 果检 验。它包 括课 堂教

展。开展批判性、建设性的教 育教学 评估活 动是指: 在具

学任 务完 成情 况及效 果、学生 作业、外语 水平 测试、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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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等。以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大 学英语教 学授课 模式为

要途径包括学 校 BBS网 上评 论, 师 生多 种形式 的对 话与

例, 大学英语教学主要采取以 分层次 培养、小班加 大班面

交流 以及 学校 中期、期末 师生 教学座 谈会, 问 卷调查、个

授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为主 , 以网络 ∀ 自主 学习 # (朱玉

别访谈等。一 直以 来, 我校 大学 英语 教学 的提 高和 发展

梅 2007: 137- 139)为辅的特色外语教学。我国 区域外语

紧紧围绕 学生 的实 际需 求这 一中 心。现在, 全 国大 学英

教学水平不同, 来自各地区的 生源外 语水平 参差不齐 , 同

语教学正处在 改革 转型 的关 键时 期, 扩招 和水 平提 高都

一分数线的学生在具体 语言技 能方面 有不同 优劣势。针

给我们高校教师外语教 学质量 提出了 挑战。只有 结合学

对这一教学实际情况 , 我校实 行了分 层次教 学, 如 基础阶

生外语学习的 实际 需求, 不 断了 解和 反思 大学 英语 教和

段分 为民 族班、普通 班、高起 点班, 以实 现教 育部 对大学

学过程中存在 的各 种问 题和 矛盾, 如 学生 对大 学英 语课

英语教学提 出 的一 般要 求、较高 要求 和更 高要 求。不同

程设置 (精读 + 口语 )模 式是 否认 可, 目前使 用的 教材是

层次的学生对 大学 英语 的分 级教 学提 出了 不同 要求, 从

否实用和适用, 教学手段是否 有效等, 只有 这样才 能解决

班级 规模、教 学手段、教 学内 容及测 试都 要灵 活设置, 以

外语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和困难。 学生是外 语教学 实践活

保证大学英 语 教和 学的 最佳 效果。目 前, 我校 对大 学英

动的直接对象, 是外语教学改 革的直 接载体, 所以 对我国

语教 学开 展了多 层次、多 模式、多角 度的 评估, 我 们随机

高校大学英语教 学实践活动的有 效评价应 当以学 生意见

听课检查课堂 教学 任务 的完 成情 况及 完成 效果, 抽 样检

反馈为基础。 2009年 12月,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开 展了全

查学生作业批改情况 、
教师的 教学课 件和教 案, 开 展不同

校大学英语学习 现状问卷调查 活动, 通过随 机抽样 方式,

规模的大学 英 语水 平测 试调 研等。同 时, 我校 大学 英语

对全校不 同年 级学 生进 行调 研。我们 本着 务实、求 真的

教学还广泛 采 用网 络辅 导, 开发 学生 自主 学习 系统。一

态度, 对我校学生英语学习情 况进行 全面摸 底和普 查, 围

方面, 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自主 选择学 习内容 和难易 程度,

绕我校下 一步 大 学 英语 教 改问 题 制订 了 严 密的 调 查问

控制学习进 度。另 一方 面, 学习 者还 可以 通过 网络 学习

卷, 问卷涉及范围包括: 大学英 语四、六级网 考试点 问题,

评定自己的 学 习过 程。通过 基于 计算 机、多媒 体网 络课

网络自主学习和面授辅导 相结合 的比例、模 式与内 容, 课

件、软件的运用, 我们实现 了对学 生课下作 业完成 质量的

程设置的结构 和培 养方 案, 增加 专门 用途 英语 选修 课的

监控和辅导, 将形 成性评 估和 终结 性评 估相 结合, ∀ 使评

课程类型, 大学英语教学方法 的更新, 所选 教材的 实用性

价过程成为教 学过 程的有 机组 成成 分 # ( 周娉 娣 秦 秀白

和适用性, 大学英 语教 学环 境与 学习 环境 的硬 件建 设及

2005: 10), 从而 更加 科学地 完善 了我校 大学 英语 教学质

软件 建设等问题。 通过对全校 997 份有效问 卷调查结果

量的评价体 系。通 过以 上方 式, 大学 英语 教师 可以 多渠

的深入细致分 析, 我们 梳理 了高 校大 学英 语教 改面 临的

道获得反馈, 经 过科 学的 整理、分 析、阐释、检 验 等过 程,

实际困难, 认清 了 外语 教 学 思想 和 实践 中 存 在的 误 区。

找到自身教 学 中存 在的 问题, 并 及时 做出 调整。我 们将

这次调查凸 显了 经 贸类 院校 ∀ 对 外 #人 才培 养 的实 际需

检验大学英语 教学 效果 的最 具有 代表 性的 大学 英语 四、

求, 为优化我校办学特色, 建立 科学的 教学体 系服务。这

六级水平测试 的结 果及 时汇 总, 绘制 成详 细的 数据 分析

也是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近几年来 在外语教 育教学 思想的

表和曲线图, 通过对比分析 历次考 试中听 力、
写 作、阅读、

研讨中首次让 学生 发出 自己 的声 音, 引起 了学 校各 级领

翻译各项内容 的考 分变 化数 值, 和与 其他 同类 院校 的考

导的高度重视, 为 我校 下一 步深 化大 学英 语教 改打 下了

生单项考分数 值平 均值 的对 比, 得到 我校 大学 英语 教学

坚实基础。

质量最有效 的 评估 数据。在 此基 础上, 我 们有 针对 性地

下面, 以我校 997位学生的 调查问 卷结果 分析 为例,

及时调整我校 大学 英语 教学 的侧 重点, 以 大学 英语 综合

旨在论证学生意 见的反馈如何有 助于对大 学英语 教学实

能力的整 体 提高 为 目标、单项 突 破为 重 点, 找 差 距 和不

践的批判性评 估, 有利 于对 大学 英语 教学 实践 中存 在的

足, 全面总结教师教学实践经 验, 使我校大 学英语 教学质

问题进行批判 性反 思, 有助 于进 一步 明确 深化 大学 英语

量得到持续稳定发展 。 2008年我校 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通

教学改革面临的 任务和发展方向。

过率达到 96. 23% , 2009年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通过率达
到 83. 86% , 创历史新高。

在这次问卷 调查 中, 79% 的 学 生不 太了 解 教育 部正
在进行的大学英 语四、
六 级机考试 点, 44% 的学生 担忧人

2. 2 学生意见反馈

机交互考试形式 。这一现 象反映 了我校学 生对教 育部大

学生意 见的 反 馈也 是 我们 评 估 教 学的 有 效 途 径之

学英语机 考 改革 了解 程 度 不够。 2004 年 教 育部 颁 发的

一。在传统检 验体 系中, 我 们往 往只 重视 教师 教的 内容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提出网络 自主学习 应占英语学

和方法, 忽视学生学习的效 果和反 馈。然而, 在以 学生为

习总学分 (我校本科阶 段英语 学习是 26个学 分 ) 的 30 -

中心的现代大 学英 语教 学中, 学 生对 教学 效果 的反 馈会

50% 。对此, 91% 的学生 不太了 解。但是, 大 多数 学生对

更直接反映真实教学情况, 因 为教师 的教学 水平如何 , 主

于网络自主 学习 期待 较高, 41% 的学 生提 出网 络自 主学

要的观察点是学生的课 堂行为。 获取学生 意见反 馈的主

习和课堂面授时 间比例为 1: 1。所以, 我们面 临的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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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确定二者的适当 比例, 制 定形成 性评估 细化量 规表。

学学习, 向全 国 大 学英 语 四、六 级英 语 网考 试 点 高 校之

54% ( 09级学生 ) 和 59% ( 08 级学生 )的学 生更愿 意整合

一

现阶段基础课程 (精读和口语 ), 设置读写 译、
视 听说两门

试委员会 专家 讲座, 全 面介 绍大 学英 语教 改经 验。通过

主干课程, 综合 提高 学 生语 言基 本技 能。 94% 的学 生强

不同角度的实 践活 动对 比, 我们 不仅 丰富 了自 身外 语教

烈要求开设与各个专业 相关的 专门用 途英语 选修课。其

学理 论知 识, 同时也 认清 了今 后教改、教 研的 方向, 找到

中, 主张开设商务英语课程者占 19% , 主张开设 金融英语

了差距和 不 足, 及 时 调整 教 学 方案 , 完 善 教学 体 系。此

者占 17% , 主张开设财会英语、
经贸 英语和欧洲 文化入门

外, 通过 定期 的师资 培训、继 续教 育等途 径, 将教 师的学

的学生各占 14% , 高居前列。调查结果为 我校下一 步, 调

和教能动地联 系起 来, 使高 校大 学英 语教 师能 够在 学习

整课 程设 置, 采取弹 性学 分制, 制定 教师 培训 计划, 找准

交流中认清问 题, 以便 更好 地面 对大 学英 语教 学改 革的

专业英语课程 教学 的定 位, 开设 高年 级学 生专 业双 语课

挑战。在我们近期所做的 对外经 济贸易大 学大学 英语教

等问题提供了指导方向。 可以根 据大学英 语教学 的实际

师教学情况 问卷 调查 中, 95% 的 老师 表示 愿意 接受 专门

情况, 为高起点班先开设一些 专门用 途英语 基础课, 使学

用途英语 师资 培训。目 前, 我国 高校 普遍 进行 的岗 前教

生可以顺利过 渡到 能够 阅读 原版 教材, 有 效进 行语 言输

师培训和考核包 括教育学、
心 理学和 教学法 的课程 学习,

出的水平。通过对学生 教学实践 信息的 反馈, 我们 发现、

内容单调、抽象, 过于理论 化, 脱离高 校教学 的实际, 收效

整理、分析出了我校大学英语 教学中 存在的 问题, 对我校

不理想。新形 势下, 高 校外 语教 学凸 显的 问题 之一 就是

当前大学英语 教学 准确 定位, 为 今后 大学 英语 教学 提出

教师 岗前、在 岗培训 严重 不足, 外 语教师 继续 教育、培训

了更高的要求和指明 了发展方向。

机会太少, 导致先进的外语教 学理论 的严重 匮乏, 所以从

2. 3 教学管理部门的评估

事现代外语教学实践的 教师业 务水平 亟待提 高。定期的

建立客观、科学的教学评 估体系 和开展 相应活动 , 有

教育教学专家 的指 导、业务 培训 和考 核能 够使 高校 外语

利于检验我国高校大学 英语教 学实践。教 学管理 部门的

首都师范 大学 学习, 邀 请国 家大 学英 语 四六 级考

教师在科学性的 教学反思和检验中得到成长。

评估包括每学 期期 末的 院系 互评、教 学督 导听 课评 估和
组织教学基本 功大 赛等。 2008- 2009 年, 我校 努力 完成

3 结束语

教育部高 等学 校 本 科教 学 质量 与 教学 改 革 工程 建 设任

诚然, 对外语教学实践活 动进行 科学检 验, 不 是一个

务, 组织教学基 本功 大赛, 进 行校、院、系 三级 评 估, 通过

仅靠简单的技 术手 段和 量化 分析 就能 解决 的, 而是 需要

多角度、多层次评比, 大大 促进了 大学英语 教学水 平的提

多层面、多角 度的 考量。它 深刻 影响 到我 国高 校大 学英

高, 使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评 比、工作检查 中看到 了自身

语教学的改革和 发展。外 语教学 改革的一 个核心 推动力

的优势和不 足, 教学 能 力得 到了 提高。但 是这 一评 估途

量就是人。以 务实、求 真的 态度 对我 国高 校大 学英 语教

径的有效与否 还取 决于 教学 评估 的主 体, 即教 学主 管部

学进行科学检 验、批判 性评 估的 教育 工作 者和 教育 管理

门是否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相 对客观 的评价 体系, 使教学

者, 才是推动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发展的真正力量。

评估理念能 够 在实 践中 得到 公平 操作。一 个健 全、科学
的教学评 估体 系 的 建立 是 大学 英 语教 学 质 量的 根 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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