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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goal and 

curriculum of applied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oces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unique method of bas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 

privat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 develope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can change learners'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evaluation, learning ways, thus changing 

the quality of learners. By bal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ammar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and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in classroom teaching, we can design more effective group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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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民办本科院校的外语教育侧重于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针对民办本

科高校的学生学习和教学过程等的特点，可以研究出适合民办本科外语基础教学的独特方法。

制定实施多种策略可以改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评价、学习途径、从而改变学习者的素

质。平衡语法翻译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在课堂教学的运用，可以设计出更有效的分组任务。 

1．引言 

由于近两年相应教育部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号召，民办本科院校越来越重视对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在治理结构、专业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推进改革。民办本科院校

的外语教学在突出实践和技能学习的同时，还应该针对民办本科高校的学生学习特点和一二

年级的基础阶段的教学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能够提升民办本科外语教学的独特方法。 

2．改变学习者素质 

民办本科院校大多属于二本或三本招生，学生的学习动力主要是兴趣导向和一部分应试

导向。自主学习大都局限在专业课书籍，知识面较为狭窄。他们易于接受多媒体途径的知识，

但有效阅读比率较低。学习者的自我学习评价较低，遇到问题时倾向于自我归因。针对这种

情况，可以通过一些策略予以引导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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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习动机 

在大学教育阶段，知识构建的主体即是学习者本人，和初高中阶段的外语学习不同，大

学学习者外语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自己的一切学习行为起着决定

性作用。这也是建构主义外语教学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其次，当代教育提倡以人为本，这

是受到了自上个世纪以来广泛认可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和盛行的建构主

义教学法的核心相一致。教育教学要以人为中心，为人的需求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教师教

学要尊重学生的个人知识需要，帮助其进行具有真实个人意义的学习建构，教学内容要在客

观上联系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使之能够顺利的同化和顺应为学习者的一部分，而不是机械学

习。 

因此，可以基于学习者兴趣和爱好进行引导。教师可以以相关内容为框架布置学习任务，

以学生的兴趣点为出发点辅助学生构建自己的兴趣知识体系，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也会增强学生的表达意愿，使学生在对外交流时不再感到“无话可说”。例如，在大学第一

年可以分组进行语言文化特色的主题讲演，学生从自身的兴趣出发寻找素材，可以是动漫、

可以是歌曲，在过程中教师可以依据不同的主题内容辅助学生构建相关知识体系，丰富学生

视野的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2.2  学习评价 

建构主义教学法中的社会互动理论特别强调学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在外语学习

中，同学、教学过程、学习环境、父母朋友等诸多环境要素互相左右互相影响，其中，教师

是对学习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师的影响不但存在于课堂，也包含了在考核评价方

式、结果上对学生的影响。这是由于学习者的自我评价和归因方式主要受到自身经验的影响，

如果习惯归因为“能力较差”将会降低学习者自身的努力行为，反之归因为“努力不够”则

会促使人进一步坚持该行为。因此，考试或考察并不是越难越好或频率越高越有效，而是要

考虑到学生的可接受程度，才能有效增强学习者的动力来调整努力水平或学习方法。这样可

以提高学习者的自我评价水平，增强自我能效感。 

2.3  学习途径 

改变学习者的素质的第三点还要对其有效语言知识来源的范围和途径进行管理。佐藤正

夫在《教学原理》一书中提到：构成出色的口头表达能力的前提是，其一，对所要表达的客

观事物应有充分客观的认识；其二，多读文学作品；其三，反复实践[2]。在外语基础教学上，

反复实践这一点在课堂课下往往会得到突出强调，但前两点则经常被忽视。针对这种情况可

以采取的策略有：①设立读书会。两周一次的频率根据一本中文（低年级）或外文短片的小

说、随笔、评论等进行座谈或分组讨论。选取的方向尽量参考学生的兴趣或社会的热点，通

过对内容的评析来调动学生的阅读欲望和表达欲望，引导学生从习惯的“浅阅读”转向能引起

主动思考、多角度思考的“深阅读”。②建立外语知识使用和传播的交流平台。近十年来，

伴随网络的高速发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信息的传播、交流成本大大降低，加上微博、微

信等社交平台的普及，一时间社会信息量大幅增加。这种“信息爆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

大部分在于它“损害了人们持续的思索和专心一致的精神力，降低人们的欣赏情趣”[3]。通

过专业交流平台的建立可以过滤低效率和无意义的信息，提供给学生优质的知识获取的途径

和多方式的阅读体验，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有价值信息的筛选上。 

3．优化教学过程 

在教学特点上应该重视学习者对教学刺激的反映，突出学习的自主性和合作性。跟据桂

诗春的《应用语言学》将外语教育的教学理论发展概括为语法翻译法、直接教学法、听说法、

交际教学法为主要代表的四个阶段[4]。交际教学法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在我国逐渐推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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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以说影响最为深远。它强调教学内容要分析学生对外语的需要、强调教学过程要突出

学生主体、强调教学过程交际化等对于应用型高校的外语人才培养仍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

但交际法外语教学的核心是培养交际能力，它对语言结构的准确程度要求不那么严格。因此

如果在课堂教学中过分强调课堂会话或要求学生过多的掌握外国文化背景知识，就会破坏学

习者语法学习的系统性。特别是零基础初学者如果一开始就以杂乱无章的方式来掌握语法知

识更是无益于其语法系统的构建，进而会影响其进入高年级阶段的外语能力提升。因此，在

外语基础教学阶段要平衡交际法和语法翻译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导入。一方面要重视语法词汇

的讲解，培养学生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的同时重视利用母语，构建语法体系。语言是人观察

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的体现，合理利用母语对于提高外语理解能力和思想上的沟通能

力有比较大的作用，应该予以重视。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外语是交际的工具，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也决定了课堂教学活动要认真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可以多采用问题讨论、案例分

析、文本比较、角色扮演等方式来分配任务。 

4．课堂分组设计 

关于任务分组可以根据社会互赖理论来进行设计，促进分组任务的有效合作。目前已经

确认与有效合作学习有关的的五个基本要素是积极互赖、责任到人、进行互动、社交技能和

小组反思[5]。结合到具体的课堂教学分组设计，可以采取如下策略：①结果互赖设计。即通

过设计共同目标和共同奖励或惩罚来实现学生间的互赖。例如在“掌握本课单词的正确读音，

确保组内每一个成员都没有错误音调”这一任务目标下，可以结合共同奖励或惩罚是小组所

有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进而共同努力。②个人责任感设计。这是避免在分组任务中出现的“责

任扩散”或把分组当作个人的“避风港”及“搭便车”。例如分组任务时不能只考虑小组综

合成绩，更要计算个人的独立分数。③设计小组规模和角色分配。初期小组的规模以 2-3 人

为益，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组内成员的活动性，避免“搭便车”等不作为或少作为现象。

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小组规模可以扩充到 4-6 人，这时候一般需要将角色合理分配。一般

常见的角色有领导者、记录者、检查者等，达到预期可以加分，相反的需要减分。依据小组

积分可以换取学习者期待的奖励。④小组反思设计。教学反思可以促进更好的教学，小组反

思也能更好的促进小组的高效合作。通过学生互评、小组互评、教师评语、问卷调查反馈等

方式可以减少组内无效行为的发生，促进高效行为的仿效和增加，使小组活动更加有效进行。 

5．结束语 

针对民办本科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导入三种策略来改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其次在教学过程的优化上，主要针对语法翻译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的

平衡和如何设计更有效的分组任务。这两大方面的策略的具体实践中还会受到教师这一角色

的重要影响。其一，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设置的评价机制将起到重要作用。其二，教师还

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习者与周围的互动和交流水平。例如给予学习者努力程度的及时反

馈、学习方法的建议和交流、考核难易程度的综合测量与观察等等，营造一个易于学习交流

的课堂或学习气氛。这不仅有助于疏导学习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和压力，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者

的自我评价，更有信心的面对外语学习。可以说，在民办高校的外语基础教育阶段往往需要

教师更多的投入，这是由外语学科的特点和学生的学习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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