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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foster th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eaching mod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lack of construction"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re solved. To foster students'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eachers should establish and emphasize 
humanism teaching ideas, promote the use of all kind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strategies,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the meaning of self building knowledge, learn to learn, learn to study and 
innovative learning by using various teaching theories, so as to realize learning. It has the ability of 
self-lear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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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论文探讨了如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对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建立健全自主学习的培养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以解决大学英语教

学“建构缺失”状态对教学和学习所造成的问题，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并以此达到英

语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教师应建立并强调人本

主义教学思想，推进各种自主学习策略的运用，运用多种教学理论引导学生学会自行构建知

识的意义，学会学习，学会进行探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从而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可

持续发展，并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1． 建立人本主义的英语教育理念 

1.1“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目前，“教育要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教育新发展的重要方针。教育是以培养人为主的

社会活动。人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体，教

育以人为本就是要关注学习中的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活动。“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内涵便体

现在尊重和关爱教育主体一一学生的生命本性，培养和完善学生的社会属性和个性，其最终

意旨在于关注学生的全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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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倡导教育的终旨是促进学生的自我实现，目标是使学生的心

理健康得到真正的发展，并要求教师信任和尊重学生，提供资源并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以

人为本”教育中的教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学人性化，即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在中国，大学英语

教学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大

学英语教学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符合目前国家对人才需求的要求，因此是科学

的和与时俱进的。 

1.2“以人为本”的英语教学理念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自身发展的主体，教师的教只是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外因，只有

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才有助于开发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以人为本的

学生主体观是优化语言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之一，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英语语言教

学实践性很强，英语这一文化的载体蕴涵着英语国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播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科技信息。教学中，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认知水平、语言能力

等方面千差万别，教师应充分理解，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运用到教学中，满足学生学习

中正当的、合理的需要，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各种学习活动和交流活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英

语语言能力，汲取西方文化精髓，并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获得一定的自主

学习能力，为口后进一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构建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 

由于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不利于创新主义精神以及实践的能力的培养，建构主义的

理论恰逢其时，为新的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随着多媒体的计算机和网络教育

应用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口益扩大其影响。 

2.1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组织者构建适合于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的学习环境。在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作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参与教学。多媒体

也不再是像黑板一样只作为教师传授知识的唯一载体，而是成为了教师用来在教学中创设情

境的手段。现代化教育媒体是一种创设真实语言情境的最有效的工具。现代化教育手段能够

有效地帮助英语教师创设出真实具体、栩栩如生的英语学习情境。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

需要运用体现英语文化的图像和声音等手段创设形式多样的情境，例如设置一些问题或悬念

启发引导学生联想思维，或运用一些引人入胜、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场景来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使学生在一种如同真实的体验中利用自己已有知识结构中的相关经

验去同化新学到的知识，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并赋予某种意义。 
    以学生为中心的合作学习使小组每一位成员的智慧资源和信息资源就可以被小组全体成

员所共享，共同完成英语学习和语言技能训练的任务，以达到对语言知识的意义建构。以课

堂内容为基础的“英语会话”训练。要使学生真正成为英语学习的主体即语言信息加工的主

体，有必要为学生的自主化和个性化学习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法和信息资源。“英语会话”学

习会话训练的同时，在原有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英语会话”

训练时，学生需要一个气氛轻松的课堂环境。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为学生提供直观、形

象且内容丰富、声情并茂的英语视听材料，让他们亲身感受真实语言情境、实际操练自己所

学的语言技能并进行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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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学生、媒体、教材等教学中的四个要素之间有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关系。四个要

素之间非常清晰明确的关系，构成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新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在新的

教学模式下，教师必须转变观念。学生英语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 

2.2 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建构 

    当今社会的发展对大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不断

更新大学英语教学理念，探索适合新形势下的英语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建构。在建构主义

的学习环境之下，教师、学生之间在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的教学原则，新型大学英语教学设计的原则应着重强调“情境”意义建构的原则。

对学习“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在学习中要进行意义建构首先

必须要创设学习情境，真实、具体且形式、目的各异的学习情境会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对他们对目前所学知识的意义进行建构非常有利。在真实、具体的情境中实施自主学习，

学生的认知与元认知能力持续加强。因此，新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建构应遵循建构主义的

教学原则，主要表现为:(1>教学的目标应该能与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个性化需求相适应;(2>
教师应预知学生在学习中会遇到的问题并就此设计出相应的学习任务并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

能够使用。真实的教学活动才是学习环境中的重要特征;(3)在教学设计中要能反映出或涉及到

学生们在英语课堂学习之后有能力运用英语应对复杂的交际环境;(4)引导学生自主解决问题，

以激发其创造性思维;(5)引导学生自主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发展他们自主进行和管

理自己学习的能力，让他们成为能够独立自主学习的人。   

3. 培养认知主义的学习策略 

3.1培养自主学习的认知学习策略 

    自主学习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学生应采取的相应的学习策略。。)那么何谓学习策略?学习

策略是一个多层次和动态的有机系统，主要分认知策略(cognitivestrategies)和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二者都以学习方法为基本要素。学习方法是指向理解和指向记忆的

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最直接的手段，涉及对学习材料的理解、处理、记忆和提取，因此学习方

法必须在认知、元认知(metacognition)作用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

认知和元认知。 
    元认知策略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在学习时需使用一些方法和技巧对输入的信息

进行加工处理和控制的过程，具体到自主学习实际中就是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自己的

学习时间，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调节自己的学习步骤，预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

解决办法，评估和反思自己的学习结果等。运用元认知策略学生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

源对接受的学习信息进行处理并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计划、

调节、监控和反思，以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学生要掌握元认知策略，首先应掌握元认知知识

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对个人作为学习者的认识、对自己学习任务的认识、对相关学习策

略及其使用的认识等。因此，学生的认知知识和认知能力对他们有效使用调节策略具有相当

重要的作用，能够使用元认知策略进行学习的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学习的某个方面可能出

现的问题，并及时找出来加以修改，因此他们的学习是积极的过程。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教师就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同时有责任教会学生学习和使用元认知策略。

因此，掌握元认知策略对改善学习效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3.2 内部认知与学生自主能动性培养与发展  

学生的最终学习效果，个体自身的努力和外部刺激是一方面因素，而学习个体自身的能

力水平、知识储备、认知方法及非认知的因素构成另一方面的因素。做好学习的学前准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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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习效果的前提;要重视反复训练巩固的作用，因为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自

主性，所以非常重视个体自身动机和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强化状态;强调学习个体自主学

习的创造性， 教师要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入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教会学生如何学会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 
    综上所述，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元认知学习策略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运用于学习实

践之中，是每一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每一位渴望成功的学生必须的基本要素之一。运

用元认知策略培养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可以是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的同时，对自己的学

习效果进行反思和评估。学生对元认知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确保提高学习效率，形成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具备元认知策略和技能是具有自主学

习能力的保障。 
    总之，元认知策略的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教师在口常英语教学中应该注重学生的元认知策略知识的灌输，从而切实提高大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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