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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创新型外语人才是具有创新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建设高素质的中外教师队伍和为学生创造较多的实践机会将有助于实现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
养目标。实验证明，在外语教学中采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任务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个性化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
关键词： 创新型外语人才； 外语教学； 创新能力； 创新素质
中图分类号： H319．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 2016） 04 － 0147 － 4

DOI 编码： 10． 16263 / j． cnki． 23 － 1071 / h． 2016． 04． 033

Ｒ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Yu Cui-ye
（ Sias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Xinzheng 451150，China）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are integrate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quality． I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can promote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raining by building a diversified curriculum system，constructing a high quality teachers' team，creating more
practic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Experiments show that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quality can be effectively cultivated by
applying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cooperative teaching mode，task-based blended teaching mode and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mod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novation ability； innovation quality

引言

1

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成为世界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 推 进，工 业
化、
信息化、城 镇 化、市 场 化、国 际 化 深 入 发 展，人 口、资

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题。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

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

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以便促进

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

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在创新的浪潮中，人才是关

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键，创新人才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0： 2） 。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 － 2020 年） 中写道，“当今世界正

然而，调查显示，多年来，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的努力

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方向只是强调打好学生的语言基础、扩大专业知识面和

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

增加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忽视对学生创新素质和创新能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力的培养。在培养目标上专注于培养掌握外语知识和专

*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实证研究”（ 2014BJY007） 和郑

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2014 年度科研项目“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4JGZD27）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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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的人才，较少顾及培养全面人才应具备的其它素

混合式教学，既要注重课堂教学上语言文化知识的传播，

质和能力，尤其是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

又要强调网络课程和实践课程中的学生自主学习。鼓励

能力等，培养的多是知识接受型而不是创新型人才。随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未来的规划选修其他相关课

着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教育领域迅速发展，中西方思维

程，体现个性化教学，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习能力、思

模式不断碰撞，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办学理念和人才培

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 的 能 力。

养目标上体现出国际化和全人教育。那么，
分析整改现有

通过调查，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可以使学生视野开阔、思维

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型外语人才

活跃，善于把语言知识运用到其他专业领域，语言综合运

培养的新模式意义重大，
有助于提高高校外语人才培养质

用能力强，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

量，
培养出具备国际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外语人才，从而更

3． 2 建设高素质的中外教师队伍

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服务。而且，随着世界经

“教师是教育之本，其素质直接关乎人才培养的质量

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西文化并精通外

和水平”（ 仲伟合 2014： 132）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培养

语的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着力培养创新

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关键。首先，优化教师队伍，改善教师

型外语人才也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知识结构，提高教师多方面的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建
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2

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

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林崇德认为，创新人才是具有创造性思维加创造性

提出新观点，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

人格的人才，创新人才主要由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

风格。其次，引进高素质的 外 教，主 讲 一 些 英 语 专 业 课

个性和创新品质构成（ 林崇德 2009： 6） 。黄振定和黄艳春

程，或者中外教师合作教学、合作备课，一人讲语言知识，

指出，“创新人才指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具有创新能力的

一人讲文化背景； 或者一人讲课，另一人观察学生学习状

人才。创新能力是提供首创的有社会价值的产物的综合

况和需求。外籍教师上课使用英语原版教材 且 英 语 授

能力，是人的一种最宝贵的素质，每一位正常人身上都具

课，学生在课堂上不但可享受优美的语言，还可以体会到

有创新的潜力”（ 黄振定 黄艳春 2013： 62） 。因此，人的整

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从而激活思维，

体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创新潜能的开发。总之，创新

推动心智，创造性地高效率地完成各种学习任务，逐渐成

人才要具有创新思维、创新人格，要善于开发 其 创 新 潜

为创新型外语人才。

能，培养其创新能力。
文秋芳指出，“创新型英语人才应该是具有创新素质

3． 3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外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语言教育、

的复合型英语人才。也就是说，创新型英语人才首先是

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都需要在实践中板块中融合，这种

合格的英语人才，然后必须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在

”（ 文
综合性实践特别有助于培养学生做事和成事的能力。

此基础上，还要融入创新素质”（ 文秋芳 2002： 14） 。创新

目前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与企业的
秋芳 2014： 125） 然而，

型英语人才的内涵和素质结构应为： 扎实的英语语言文

需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脱节的状况。高校的这

化知识技能、程度较高的综合化的知识结构、较高发展水

种封闭式人才培养模式也使高校外语学科发展前景暗淡，

平的智能、较鲜明的人格个性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唐燕玲

要改变这种状况，高校必须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

2008： 31） 。

导向的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 谢力 常丽娟 2013： 133） 。所

这就要求外语人才既要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语言知

以高校应该注重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使学生有更多的

识渊博，
语言能力强大，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根据工

机会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中。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

作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相关知识，包括法律、新闻、金融、国

实训基地，
外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到基地体验真实的职业生

贸、
医疗和通讯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善于国际化交流与合

活，
从中获得大量的、有价值的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

作。在这两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
还需具有创新意识、

知识和经验，锻炼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出色完成工作，提高

学生在实践中还可以用新的视角展开调查研究，为科学研

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效率，
充分发挥外语人才的作用。

究积累素材，
增强创新意识，
培养创新能力。

3

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3． 1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设置方面，外语类专业既要开设语言文学类

4

外语教学模式改革

4． 1 注重个性化教学模式，开发学生创新潜能并帮助
学生形成创新人格

课程，也要根据社会就业需要开设一些和语言相关的其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生普遍缺乏

它课程，如： 金融、法律和商务等。在教学方式方面，采用

创新思维能力。然而，“个性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思维能

148

2016 年

于翠叶

基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外语教学模式改革

第4 期

力奠基于个性的充分发挥，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复杂

解、
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Wells

的心理过程。个性化教育就是注重挖掘学生 的 个 性 特

等认为，“语 言 学 习 过 程 是 在 不 同 文 化 间 交 流 的 过 程”

长，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杨秋芬 2012： 157） 。“外

（ Wells et al． 2012： 69） 。调查显示，在外语教学中，虽然很

语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使学生符合社会的某种需求，还

多院校都引进外教，但基本仍都处于各自单独备课、授课

应该开发心智和想象力，提高深刻反省个体和世界关系

及开展教研活动。一般情况下，
外籍教师教授口语课，
中方

的能力。”（ Kramsch et al． 2008： 288） 本研究采用个性化

老师教授读写译和听力课，中外教师很少交流沟通。弊端

教学模式，在凸显不同学习者个性化特征的前提下，设计

是： 中方老师上课气氛沉闷，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受

不同的教学活动来逐步开发学生创新潜能并帮助他们形

中方思维模式影响，滔滔不绝地讲语言知识，学生在被动

成创新人格。

地听讲，
缺乏参与意识和创新精神。而外教上课时，
虽然语

研究有 3 部分组成： 第一，研究主要针对阐释能力展

言地道，
课堂上设计活动比较多，但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

开，依据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围绕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和

习惯的了解，师生之间语言沟通也不顺畅，因此会出现课

思维能力 3 个方面设定各式各样的教学活动； 第二，研究

堂活动难以展开，教学效果不佳，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难

主要针对具体语境中分析评价推理能力进行，围绕教学

以提高。笔者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尝试利用中外教师合作

内容和思维能力制定分析型话题和解决型问题开展培

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语言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精神。

养； 第三，研究主要针对无具体语境的分析评 价 推 理 能

研究对象为 2014 级的 24 个教学班，其中 12 个班为

力，从思维能力方面设定课堂活动。经过这 3 轮研究过

实验班，另外 12 个班为对照班。由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

程，本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个性化课堂活动，在满足不同

学院 9 位教师参与，包括 3 位外教和 6 名中方教师。中方

学习者个性化发展的前提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老师主要承担阅读、写作和听力课的教学任务，外教主要

不同类型学习者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和课堂外掌握发现问

承担口语课的教学任务。实验班采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

题、解剖问题、解决问题和反思答案的能力，从而开发学

模式，而对照班仍然采用单独授课的方式。具体实施方

生创新潜能，形成创新人格，培养创新能力。研究选定郑

法为： （ 1） 合作备课。中外教师利用每周三教研室活动时

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2013 级的两个教学班共 107 名学

间进行合作备课，共同制定每单元的难点和重点内容，包

生作为受试对象。在授课之初为每一位同学建立大学英

括语言知识训练内容和文化学习内容。共同探讨能激发

语学习档案，以便全面及时地了解学生信息。另外邀请 3

学生兴趣和启迪思维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设计丰富多彩

位教学认真严谨、教学经验丰富的大学英语教师参与学

的课堂教学活动。对教材中语言知识方面的问题，包括

生课堂表现成绩评定。研究过程中采用传统研究的大体

单词和词组的用法，句子结构和篇章结构的分析，外教可

框架，即 计 划—实 施—观 察—反 思 4 个 环 节 循 环 运 作。

以给出详尽的解释说明，对于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中外

然而在传统研究中，研究者针对反思后存在的问题进行

双方教师互相沟通。备课期间，中方老师给外教介绍中

下一轮的研究，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本研究将结

国学生的特点和中国文化，使得外教上课时便于和学生

合反思后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培养目标设置下一轮的

交流沟通。（ 2） 合作授课。在课堂上，中外教师采用共同

任务，整个研究过程呈螺旋上升趋势。整个研究持续 1

授课的方式。讲授大学英语读写课程时，中方老师负责

个学期即 16 周，分 3 轮进行，每轮都包括制定计划、采取

课文语言点解释和篇章结构分析，外教负责讲解单词的

行动、观察评估和自我反思 4 个环节。由于思维是一个

用法和课文涉及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期间由中方老师

相当复杂和抽象的动态概念，难以准确地测量，本研究将

补充中西文化对比的部分。上大学英语口语课时，外教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评估准则表和主观描述相结

负责语言知识和功能的讲解，包括语音语调、重音节奏和

合的综合模糊测评方式。

语境语法等； 中方教师进行巡视和观察，配合外教组织好

研究发现，
在外语教学中设计不同风格的教学活动，

课堂活动，协调外教和学生的沟通。（ 3） 合作考核。笔者

采用个性化教学模式，
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

调查学校的学生期末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及期末

交际能力等，也能强化其批判性阅读和写作能力，增强学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这一项是中外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

习效果。同时，
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特点，
挖掘其创造潜

表现和作业质量，一起讨论，共同打分，这样对学生的考

能，
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促进个性发展，
形成创新人格。

核更加客观和全面。

4． 2 利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和创新精神

通过实施中外教师合作的教学模式，实验班的英语
教学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班，学生思维活跃，语言表达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征求意见稿） 》指出学生学习和

增强，无论是口语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善于用新的视觉提

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
除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

出新的观点，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种教

息外，
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

学模式实现中外教师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英语

149

2016 年

于翠叶

基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外语教学模式改革

第4 期

的积极性，使学生勇于用英语表达思想和与 外 教 交 流。

结束语

中外教师共同授课还能激发学生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思维

5

模式的兴趣，乐于探索中西文化异同之处，中西文化相互

外语教师要积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途径，改革现有外

传播的途径等，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精神。

语教学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课程

4． 3 采用任务型混合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处理问题

体系、
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给学生创造较多的语言实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任务型教学是通过让学生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中，

践机会，
目的是培养适合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创新型外
语人才。实践证明，
在外语教学中采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

自然地学到运用语言的方法。”（ Foster 1999： 69） 混合式

模式、
任务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及个性教学模式可以培养

教学提倡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相结合、自主学习和教师

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新人格和创新能力。这些先进的教学

面授相结合、线下线上学习相结合。学生借助外语网络

模式可在我国高校推广，
为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创新型外

化教学平台，学习丰富的教学资源，搜索有用信息，自主

语人才、
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运用任务型混合教学模式，
可以使学生把自己在课堂上或读书时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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