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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under a serious imbalance with a huge 

investment and limited outp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is at a low level and does 

not match the needs of social employers. Therefore, the problem of demand and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ability has become a social topic of great concern.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dergraduates’ English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ystem of cultivating English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umanity and instrumentality in undergraduates’ English,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glish tool attributes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societ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to improve teaching plan, to supplement special 

English learning and grasp social needs in time so a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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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育都处在投入巨大、产出有限的严重失衡状态之下，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现状整体处在

较低的水平上，与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不相匹配，因此，大学生英语能力的需求与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性

话题。通过对我国大学生英语现状的调查研究，对大学生英语能力培养的体系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大学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

的结合，并突出了英语的工具属性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了提升大学生英语能力的方法，完善教学计划、

补充特殊英语学习、及时把握社会需求等，以期为当下大学生英语能力培养提供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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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英语教育却长期受到诟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和财力，但却收效甚微，没有得到普遍的提升。义务教育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英语，直到进入大学通

过四六级专业考试，长达数十年，但依然没有办法流利的用英语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

题。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也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

因此，这就引发了对于大学生究竟需要怎样的英语能力的讨论和思考，对大学生英语能力需求的探究就变

得很有必要
[1]
。 

2 目前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水平现状 

2.1 大学生英语能力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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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刚开始推行英语四级考试时，对大学新生的词汇量要求为 1600 个，这个要求相比起大学四六

级考试的要求普遍较低，这对于大学生努力学习英语动力较大，不过随着我国教育条件和环境的逐渐改善，

很多学生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 3500 个以上的词汇，基本已经达到了大学英语四级的要求，整

体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也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加之我国现行的大学英语教材还是以考试为最终目的，内容以

及体系方面都和中学的英语教材有着很多的重复，熟悉的内容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下降；

此外，鉴于我国东西部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的较大差距，造成普通的本科院校需要分成几个批次进行录取，

相应的学生水平也是层次不齐，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以同一标准对学生英语能力进行考量，带给教学

的难度也会很大，这也使得每个高校很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大纲的难度变大。根据相关的调查

显示，2010 年 6 月全国 16 所本科院校 1200 余名大学生中，有 25.5%的学生认为自其入学以来英语水平“没

有明显提升”，35.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能力反而有些退步，不如高中时期。 

虽然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的大学新生英语能力普遍提升不少，但与历史其它时期进行比较，比

如民国时期，就会显得有些落后。数据显示，在民国时期，1932 年对高中生的英语词汇量要求是 8000 个，

其中包括 5300 个复用词汇，在那个时期，我国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保持在世界先进水平，横向比较，要

比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新生要求标准要高。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也导致了我国大学新生在一入学时英语

能力就各不相同。 

此外，有学者研究指出，从现阶段我国大学英语的能力要求来看，大学英语还是被作为一门基础课程，

主要以语言技能的掌握和实际的应用的综合运用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偏重其工具属性，强调技能培训。在

英语内容教学中，人文性主题较多而专业属性主题较少，英语教材结构的不合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

国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全面均衡发展
[2]
。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目前的英语能力整体偏弱，而且发展不平衡，现状堪忧。 

2.2 大学生英语能力欠缺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当前在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把考试作为主线，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成绩作为评价办学实力的硬性

指标，这直接导致了诸多高校英语教学目标单一，只抓住四六级考试成绩和通过率不放，有的高校领导甚

至将四六级成绩当成自己政绩进行展示，对英语四六级成绩的过度重视导致了学校教学精力和财力分配的

严重不平衡，其它学科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时间被严重挤压，有些高校甚至被讽刺为“伪外国语大学”，说

明这一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此外，我国英语教育同质化的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表现在英语教育中投入产出比较低，“费时低效”

情况很普遍，许多高校的英语教学只是中学英语的“夹生饭”，大学中学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中学内容

的重复，包括基本的语法以及修辞等。有学者也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高校英语教学只能提升

考试分数，对语言能力提升毫无作用”；“我国每年都有许多的高校学生进行四六级考试，虽然很多都能

顺利通过，但到了实际使用时，无法开口、不能下笔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充分暴露了我国英语教学体系的

缺陷”；“国内流行的四六级考试并不是综合的能力测试，达到了合格线却并不能表示实际已经具有了某

种能力”
[3]
。 

调查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对如何看待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方面，56.9%的被调查者持负

面的看法，44.5%的被调查者持正面看法，仅有 9.2%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另一调查显示，尽管 90%的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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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均受过外语教育，70%甚至学习长达六年的时间，但仍有高达 64.4%的被调查者完全不能运用英语交流

或者仅能勉强说上几句，能熟练进行交际的仅占 5%，表明我国现阶段英语教育目标较低，不能够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
[4]
。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英语语言能力衡量体系，对英语教学的目标缺乏统一标准，

这样既不利于确定实际的教学目标，也不利于相关课程的深入，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高校乃至社会的高度关

注
[5]
。 

3 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培养体系探讨 

针对目前我国大学生英语并不乐观的现状以及社会对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迫切需求，大学生英语能力的

制定标准就应当不拘一格，尽可能的体现多样化以及差异化的需求。目前，已经有学者提出了相关的理论，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从通用英语的教学转向学术英语教学并且建立起学术英语能力的不同层级。但根据我国

现状，研究性大学还是少数，另外随着高校扩招，本科教育也趋于大众化，未来众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学

术性工作的比例也会逐渐较小，社会对旅游英语、商务英语以及行政英语等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因此由

通用型向专业型的转变未免相对片面。 

因此，在我国，应当依据高校、专业情况、不同地区、学生个人等等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能力标

准，由学生自主决定是否要达到其中标准之一，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些有益的尝试。目前广泛流行的特殊

用途英语已经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尝试。特殊用途英语更加注重英语的工具性以及实用性，能够帮助大学生

自主明确适合自己能力的标准。特殊用途英语课程的目标以及内容的制定，通常不会根据常规的通识教育

来设定，而是根据功利性、实际性以及需求性的学习要求来确定。特殊用途英语的流行，表明大学英语除

了具有人文性的特点外，其工具属性也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部分。 

此外，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英语学习的大国之一，我们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包括“向

己型”以及“向他型”这两种。“向己型”是指通过对英语的学习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以及管理经验；

“向他型”则是针对更加广泛的其它语言的学习服务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

断提高，我国外语学习中“向他型”趋势明显，在未来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理论研究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在英语学习上也是如此。根据相关的访谈以及调查数据，显示社

会用人单位以及大学生自身均对英语的人文属性和工具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二者都是英语能力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社会用人单位更加实际一些，对于大学生英语人文方面的能力不做过多要求，但对工具方

面的能力有较高要求，希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都能够将英语运用到极致；而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其对于

人文能力的要求要高于用人单位，根源是大学生经过系统的教育，迫切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全面发

展，而不想仅仅成为工具的存在，而且通过对人文能力的追求可以使大学生在工作之后能够得到更好的成

长。针对目前大学生英语能力能够胜任工作需求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用人单位均持否定意见，认为大

学生存在“好高骛远”的情况，此外，大学生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水平表示并不满意，但对于用人单位的担

忧表示可以理解。针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调查，表明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均认为现行的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

节严重，应当根据社会需求以及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要注重特殊用途

英语的教学
[6]
。 

4 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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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大学生的英语能力主要由人文性能力以及工具性能力两大部分组成，二者互相补充，缺一

不可。新的修订后的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对大学英语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大学英语不仅仅是一门基

础的语言课程，它同时也是学生开拓眼界、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兼有人文和工具两个方面的属性”，只

有这两个方面全面发展，大学生才能够养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素质以及特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过快发展，

社会上很多人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对金钱等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放松了对自己精神方面的要求，道

德水平下降明显，这也直接导致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等的降低。大学英语人文能力的长期欠缺，最终也会对

其工具属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丰富并且完善的人文属性应当是语言学科的重要属性，其对于提升学生道德

水平、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也是语言教学中所要传递的重要内容之一。 

相对于人文能力，工具能力也应当成为大学生能力养成的重要部分。英语虽然是一门广泛开展的学科，

但其培养目标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一刀切，造成千人一面的现象。相应的，大学生也应当根据自己的专

业、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特殊用途英语进行重点的学习。大学英语工具能力的培养，不仅能够满足学生

的个性需求，同时也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目前，大学生英语能力的现状与社会需求之间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现阶段大学生虽然英语学习年限很长，但实际应用起来仍然达不到社会需求，听、说、读、写

等各方面的单项能力短板明显，尤其是口语的表达能力，很多大学生甚至还停留在“哑巴英语”的水平或

者仅限于日常简单的打招呼等情况，这种情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提升大学生英语工具属性的

能力，锻炼英语表达能力至关重要，相关的需求也比较强烈。 

其次，大学生自身对提升英语应用能力也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很多大学生都能够清楚的意识到自身

所暴露出的能力缺陷和短板，急于改变现状，不满足于当前四六级考试的评价现状，对提升社会需求的英

语听说等交流方面的能力渴望强烈。虽然在提升听说等能力方面需求巨大，但也应当紧密结合社会需求，

跟随时代发展，有针对性的进行补足。 

第三，社会对于大学生英语能力的需求不应当孤立的存在，这种需求应当充分反应到大学生英语学习

的各个方面，包括培养规划、课程设置、专业方向等方面。大学生也应当尽早的明确社会需求，在大学英

语的日常学习中有计划的多加锻炼，做到有备无患，减少毕业之后转型的阵痛，尽快与社会需求接轨，更

快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7]
。 

5 结语 

任何一门语言的运动都包括用法以及应用两个层面，用法主要解决的是对抽象知识的具体掌握，而应

用则是指将学到的语言成功的运用于交际之中，用法对应用的帮助是有限的，而应用却可以大大加强对用

法的掌握，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大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大学生英语能力的

现状， 对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培养的体系进行了探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在英语的应用能

力方面亟需加强，需要运用完善教学计划、补充特殊英语学习、及时把握社会需求等方法进行加强，以期

满足社会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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