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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reforms the scheme of College Entrance enrollment on English  
subject, which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English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humanism 
and language input hypothesis, the layered and mobile English teaching mod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satisfying students’ individual requirements on learning, improving the English 
teaching efficiency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adapting the reform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nrollment. This document explains and demonstrates four strategies of layered and mobile English 
teaching mode in senior high school, which include formulating the re-composing class standards, 
identifying the teaching demanding, adopting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s, consummating test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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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英语科目的高考招生方案进行了重

大改革，给高中英语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以“因材施

教”教育学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和“输入假设”语言习得理论为基础，对于满足

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提高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效率、适应新高考招生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

意义。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包括制定分层编班标准、明确分层教学目标要

求、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四个方面。 

1．引言 

国务院在2014年9月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实施意见》对英语科目的高考招生方案进行了重大改革，明确提

出“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新高考招生

录取制度改革给高中英语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了高中英语教学模式的创

新和变革。其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逐渐成为各地高中英语教学的新常态，该模式在“以
人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下，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学习意愿，将同一行政班的学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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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层级，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全体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学有所得。本文从分层走班

的理论基础出发，阐述了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重要意义，并探索相关的实施策略，

以期为新高考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2. 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总的来说，该教学模

式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于“因材施教”教育学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和“输入假设”语言

习得理论，上述理论多维交互作用构成了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理论框架。 

2.1“因材施教”教育学理论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首倡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应有针对性，考虑学生的

个性和特长，注重扬长补短，学有所得。其本质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个性和志向进行

差异化教育，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才。需要指出的是，高中英语分层走

班教学模式的理念在“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孔子当时提出的因材施教

立足于个体教学，而现在倡导的分层教学理念则更多的强调学校集体教学。 

2.2“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 

上世纪末，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它突出学生学

习主体的地位与作用。提倡学会适应变化、学会学习的思想。它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

系，创造最佳的教学心理氛围。人本主义对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启示在于：作为高

中英语教学的对象，学生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的起点不同、兴趣各异，采取的学习方式及

达到的学习效果也必定不一样。而关注人、生成人是我们一切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对

各层级的学生应一视同仁，教学的中心应围绕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展开。 

2.3“输入假设”语言习得理论 

“输入假设”语言习得理论也称为“语言习得i+1”理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的。

克拉申认为，语言习得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语言学习者必须理解所输入的语言，并且该语言内

容必须略高于学习者现有的知识水平。假设i为语言学习者现有的知识水平，那么输入的内容

相对于学习者已有水平略微高一些，即i+1，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如果输入的内容太难，

变为i+2，学习者无法掌握所学内容，极易因为挫败感而放弃学习。如果输入的内容太简单，

即i+0，学生学习时感到没有进步的余地，无法产生学习动力，难以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这

一理论充分体现了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循序渐进的特点。 

3. 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的意义 

3.1 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由于不同学生的性格特征，学习动机，知识背景，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存在差异，传统的

固定班级教学难以满足学生自主选课、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势必造成学生英语学习动力不足，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和教学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充分尊重了学生对

英语学习的不同需求，针对不同层级的学生采用不同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既大大降低了“学
困生”的学习难度，又满足了“学优生”更高的要求，使每个层级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英

语学习途径，从而提高了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3.2 提高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效率 

传统的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由于没有对进行科学的学生英语水平摸底，只能单纯依据学生

中考的英语成绩判断学生的英语能力，教师对教学对象充满了未知数。在教学的过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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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完成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师不得不准备几套教学方案来适应学生，

费时费力，顾此失彼。在分层走班模式下，同一班级的学生英语水平大致相当，教师的教学

更有针对性，减少了花费在已掌握英语知识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学生对自身英语能力与预期

的学习目标有一定的认知，在了解自身英语能力等级的基础上采取适合自身英语能力发展的

学习方法，达到知识技能组合的最优化，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教学中的干扰因素，提高了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 

3.3 适应新高考招生改革的需要 

在传统的英语高考制度下，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次英语高考机会，因此各地高中的英语

课程都是按照行政班“齐步走”的教学组织管理方式。所有的学生采用同样的教学要求、教学

方法和教学进度进行授课。而且传统的高中英语课堂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轻视语言

的实际运用。新的高考考试招生制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多次参加英语考试，并且注重

英语应用能力的考查，这就促使高中英语教学在教学进度、教学方法等方面尽快做出调整，

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进度培养学生，适应

新高考改革的需要。 

4. 高中英语分层走班制教学的实施策略 

4.1 制定分层编班标准 

分层走班是为了加强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指导，因此客观、合理的分班标准对整个高

中英语分层走班模式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一般来说，高中英语分层的标准除了依赖学生前

一学年或某学段的成绩外，还要根据影响教学效果的周边因素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包括学生

的学习潜力、学习兴趣、教师评价，特别注重参考学生申请、家长的意见，形成灵活、动态

的分层标准。例如把学生划分A、B、C三个层级，其中A级为基础级，适合英语基础较差和

英语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B 级为提高级，适合英语基础和学习态度一般的学生，C级为发

展级，由英语基础扎实的学生组成。同时分层走班中的“分层”是着眼于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个

别差异，并把个体差异看作资源来开发。学生是有差异的，更是发展的。因此“分层”应该是

动态的。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在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后，退出原有的学习层次并向上下层

级流动。例如在两个学期的英语课程学习后还进行A、B、C三个层级间流动性测试。对于有

明显提高的学生可以适时令其进入上一层级，对于跟班困难的学生则鼓励其加入低层级的班

级。不同层级的流通过程给学生带来危机感的同时也促使学生积极进取、主动学习，从而大

大激发其求知积极性，有利于形成互帮、互助、互赶的学风。 

4.2 明确分层教学目标要求 

在各层级人员基本确定后，下一步是制定相应的分层走班教学目标，以便有效地指导教

学。分层走班教学目标的制定应以学生为中心，兼具多元性、层次性与差异性的特点，让不

同层次的学生既实现共性的要求，又达到个性的充分发展。例如以教育部最新的《高中英语

课程教学要求》制定A、B、C三个层级基本目标，又根据不同层级学生的认知水平，详细地

量化标准和具体规定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的目标，使不同

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4.3 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不同层级班级的老师要善于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实施因材施教，为每一类学生掌握不

同的内容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例如A层级学生基础较差，课堂讲授应循序渐进的原则，适

当放慢教学进度，并配合大量的讲解和示范，以激发兴趣为主。对于占总人数大多数的B级
学生，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并重，教学进度适中，讲问结合，注重语言知识与技能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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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夯实基础知识和训练基本技能为主。C层级学生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较强的自学能力，

教师可适当加快教学进度，注重课外强化训练，课堂上注重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合作学习。 

4.4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合理客观的教学评价对学生、高中英语教师、教学管理部门都可以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反

馈作用。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应注重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既关注学生的

英语学习行为又关注英语学习结果，两者的结合可作为对学生动态分层管理的重要依据。形

成性评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根据上课出勤情况、课堂纪律及学习态度、课堂上的发言

与讨论、作业完成情况给出评定。终结性评价也要体现层次性，试卷要包含一定量的基础题、

提高题和拓展题，不同层次的学生完成不同类别的题目。同时教师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

点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例如对A层级学生采用表扬评价为主，及时肯定他们的进步，使他

们消除自卑心理，重拾英语学习的信心。对B层级的学生采用激励评价，指出的成绩与不足，

促使他们积极向上。对于A层级的学生以竞争性评价为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促使他们更

加发奋努力，不断进步。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于普通高中的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反拨效

应，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是新高考背景下深化普通高中课程

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高中英语分层走班教学模式是一种大面积，动态的组织过程，需要在

在分层编班标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体系、教学教务管理制度五个方面综合设

计，才能适应新高考改革的需要，使不同层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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