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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arduou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and gratify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been continuously criticized becaus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pplication competenc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ociety，for which the main reason “using” English is being ignored 

dur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ke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lies in the 

unit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using”, and more emphasis on “using”.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learning-using integrated principl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output” i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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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在“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但社会上对大学英语教学仍“诟病不断”，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没能达到要求，

究其原因，在重视“教”与“学”的过程中，对“用”重视不够。作者认为，把“教”、“学”、“用”有

机统一，更充分重视“用”，才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关键。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学用一体说”，

论证了“语言输出”在提高大学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中的重要性，并结合我国大学外语教学的

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问题提出 

大学英语教学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步伐一路走来，广大大学英语教育工作者呕

心沥血，在英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不断拓宽拓

深，教学方法不断翻新，论文、著作的数量不断攀升；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学习英语，通过不同层级考试， 终完成学业。然而，社会上对大学英语却“诟病不

断”， 概括、 普遍的说法就是“费时低效”。为什么会如此呢？ 明显、 根本的原因在于

大学英语教学没能达到教育部出台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中所制定的目标，在大学人才培

养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不必质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和政策的科学性、合

理性，因为它们都经过专家广泛的调研和反复论证且不断完善。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经

过多年的思考，笔者认为我们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对“用”重视不够是主要原因。《大学

英语教学要求》所制定目标以及大学人才培养，都要求英语学习者具备一定的语言运用能力，

而这种能力不是靠教师课堂教和学生课后学就能够获得的。毋庸置疑，知识需要传授和学习，

能力需要培养并在实践中提高。反思一下，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在“教”与“研”上下功夫，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学习资源不断丰富，教学手段不断更新，然而，我们多大程度上在“用”上下

过功夫？虽然“书房里的研究”与“课堂中教学”不断联姻，但我们是否还深陷于大学英语作为

一门课程去“教”和“学”之中？对于语言掌握的自然习得过程我们是否重视不够？大学英语

“教”、“研”、“学”、“用”的有机结合是否需要更深入研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更加充

分地利用语言习得规律，帮助学生获取语言运用的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英语使用情况调查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课题组成员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参照在实际教学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学生学习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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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状态，设计了此次问卷。问卷的总题量为 34 题，包含五个方面：（1）学生在课堂使用

英语的情况；（2）课堂之外学生使用英语的情况；（3）学生学习英语的习惯；（4）影响学生

学习及使用英语的主要因素；（5）学生对于英语“学以致用”的建议。这些问题的设置基本涵

盖了目前培养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问卷的设计较为合理。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主要采取纸质问卷发放的方式进行。问卷在农林类、师范类、医学类、工科类和综

合类高校发放。问卷发放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考虑到高校所在省份、学生的专业以及性别等

因素，尽量使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00 份，调

查的对象主要为大一、大二的学生。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发现，（1）大部分学生在课

堂上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课堂教学并不能充分满足学生使用英语的需求；（2）课堂之外学

生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较差，能够主动寻求机会使用英语的情况不多；（3）大部分学生没有良

好的英语学习习惯，对于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练习缺乏主动意识。造成这些现象或结果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1）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中文授课的情况比较多，与学生用英语交流的机会较少；

（2）大部分学生的英语基础较为薄弱，在使用英语过程中存在恐惧、焦虑以及缺乏信心的心

理状态，直接影响了其学习过程中的英语输出；（3）缺少语言使用环境，与老师、同学、外

教交流的机会很少，也很少有机会做一些与使用英语相关的兼职工作；（4）缺少学习英语的

主观能动性，内在动机不强，大多数学生对于学习英语资源的了解并不多。这些因素都直接

或间接影响了学生英语的“学以致用”。 

一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不断深入，但教学质

量一直受到诟病。很多学生学了 10 多年英语，但依然存在“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等现象。

归根结底，是在英语教学中把“学”与“用”分割开来，没能有效利用语言的习得规律。 

三、解决策略 

（一）理论依据 

2014 年 10 月，在“第七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这一英语教学理念。“产出导向法”的中心理论即为“学用一体说”。所谓“学

用一体说”，是指在英语学习中，所有的学习任务都应与语言运用紧密相连，将“学”与“用”紧

密相连，而不是作为两个个体单独存在。该理论针对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学用分离”现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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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边学边用，学中用，用中学，学用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提倡输入性学习和输出性运用紧

密结合。 

目前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学一般从教材的课文入手，主要由教师讲解文章结构、

课文的主旨大意、词汇、短语、语言难点、写作技巧等。但是讲解之后，却很少为学生提供

语言表达及运用的机会。也就是说，教师并没有把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作为教学的重

点。这种做法导致了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脱节，忽视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其结果是，

学生虽然完成了“学”的过程，积累了一定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能转化为产出能力，在实

践中运用。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采用“学用一体说”作为理论基础。即主张在课堂教学中，一切语

言教学活动都与运用紧密相连，做到“学”与“用”融为一体。学生不再单单是“学”教材，而是以

学教材为手段，学会如何用英语完成语言的输出。采用“学用一体说”，不论是老师的“教”，还

是学生的“学”， 终都要以语言的输出作为 终目的。对于学生来说，其结果是不论水平高

低，都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用英语做事。 

（二）实施策略 

1.教师驱动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想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

用能力，教师驱动不可忽视。 

首先，在教学中，教师要设计出符合学生英语水平的输出任务。所谓符合学生的英语水

平，即是指任务难度要适当，语言的使用要在学生的英语水平能力之内。在设计任务时，教

师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一任务要具有交际真实性，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其次，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地提供恰当的新的输入材料。新的输入材料能够帮助

学生补充欠缺的语言知识，以便完成输出任务。因此，教师在提供材料时，要注意材料与输

出任务是否吻合，是否能够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有效提高学生语言输出的效率。 

此外，教师要在学生完成输出任务的过程中适时地给予帮助。例如，学生输出内容的组

织、语言的表达等等，以确保学生在完成任务时语言能力能够逐步提高。教师还要给予学生

及时的、积极的评价与反馈。学生完成任务后，作为教师，应提供具体的、准确的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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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学生的问题，使学生能够不断地提高语言运用水平，保持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创造“学用一体”环境 

提高学生语言的输出，就要尽可能地创造“学用一体”环境，使学生能够尽快地将输入信

息进行转化，实现语言输出。在非英语语言环境中，我们要构建各种各样的交际环境，给学

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进行听说读写译的训练,如英语演讲、写作比赛、阅读比赛、英语辩论

等等。多样化的语境能够促进学生进行多样化的交际，尽可能多的使用语法知识，帮助学生

有意识的扩大词汇量，矫正表达错误，审视交际心态，加强交际判断，缩小输出与输入之间

的差距, 提高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 

比如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读后续写的方法来创造“学用一体”环境，促进

学生知识的转化与输出能力的提高。这种方法目前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得较少，但是对于

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是十分有效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英语能力水平挑选一篇文章，抹去

结尾，截留前面部分，要求学生用英语接着原文进行续写，把文章内容补全。要求学生注意

情节与逻辑的连贯性，篇幅不限，越长越好。通过读后续写的方法，首先可以提高学生的阅

读理解能力，学生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续写；其次，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要求学生尽量模仿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使续写的内容与读物的内容在语境、语篇等

方面保持一致；再者，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激发表达

愿望和交际意愿，有效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3. 培养语言输出动机 

是否具有正确的英语学习动机是能够学好英语的关键。同样语言的输出也需要学生具有

主动性与主动意识。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得知大多数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

通过四、六级考试或考研，对交际能力的提高重视不够，因为他们认为今后很少能用到英语，

正是这种学习心理，使学生把英语仅仅视为一门课程，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忽视语言的

运用，导致了他们语言输出能力较差。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不仅仅要注重知识的

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在动机，增强学生语言输出的动力和意识，使他们

能够融入到所学的语言中去，从根本上缩小他们语言输入和输出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培养学

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重要的是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内在动机。内在学习动机是指学生对英

语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发地、自愿地去学习英语。可以说，学习兴趣对学生的动机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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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 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是激发其学习动机、培养英语应用能力的关

键。 

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大多还沿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师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学生仍然

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境下，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的状态。

这难免使学生对于学习过程感到枯燥，个性收到约束，对教师有抵触情绪，从而抑制了英语

学习的兴趣。兴趣的缺乏必然会导致其学习能动性的降低，丧失信心与恒心，毫无学习动机

可言，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就更无从谈起。 

因此，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的是教学模式，改变教师的传统角色。教师应从课

堂的主导者这个角色中脱离出来，不再是一味的传授知识，而是转变为学习知识的引导者、

课堂的管理者与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应当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应放手让学生自己

解决问题，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但是，要注意的是，自主是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并不意

味着教师完全放手，学生完全独立。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组织教学活动，营造轻松和谐的学

习环境，鼓励学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启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唤起他们对英语学

习的兴趣，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时，要注意因材施教，不

同水平层次的学生要兼顾到，多鼓励学生，给予正面积极的反馈，这样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

信心，提高学习动力，进而固化学习动机。同时，营造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师生共同参与

课堂活动, 实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 相互激励，启发和分享，使学生在轻松愉悦

的环境中学习，转变传统课堂的“教”，实现学生主动地“学”。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浓厚，强化

了内在学习动机，学生会自愿地去学习英语，逐步提高英语应用的能力。 

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明确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学习计

划、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要让学生明白大学英语的学习是需要

坚持的，需要大学四年“不断线”。在整个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帮助学生反思，培养学习动机与

能力，进而获得 佳的语言学习效果。 

大学英语教学不仅仅要注重英语基本功的训练，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批判性的思维。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不能够立刻实现学习思维与模式的转变的。他们会感

到迷惘，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如何去学，主动地进行语言输出更无从谈起。这时，作为外语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规划学习任务，引导学生步入正轨。值得注意的是，教师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1908_3.0014 

 

 
116 

 

只是给予建议，提供指导，要尊重学生的意见，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在学习过程中，教

师应当给予监控，对学生的不足之处加以指正，并督促学生进行反思。对于学生取得的成绩，

要给予肯定，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评估。不同阶段的学习任务要有连续

性，使其逐步达到更高的目标，获得自信，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相结合，使学生愿意进行英

语学习，逐步培养英语的语言输出能力。 

4.互动协同 

互动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手段，互动需要贯穿于语言“学”与“用”的全过程，互动包括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以及学生与教学资源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教学过程 基本的互动形式之一。教师要使学生 大程度的获

取信息，必然会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模态的教学手段，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进行知识的习得。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知识点设置成各种学习任务，然后引导启发学

生进行思考、判断和补充所获得的信息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信息的传递、调整和转换，

并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加工整合，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除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生生互动也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提高教

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在课程导入阶段，教师可以就相关主题设置一定的任

务，如让学生听一首歌曲，或让学生欣赏一组图片或一段视频，然后引导学生就设置的任务

展开讨论。这种互动和交流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且可以让学生取长补短并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好基础。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可以判断出学生对课程

知识的了解程度，并适当的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完成

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习得。 后，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对所学内容的巩固与反思。这一过程

可以使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与学习策略，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因此，在每一单元的学

习任务完成后，教师可以进一步督促学生进行研究性的学习，其成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

以是一篇论文、做一次报告、也可以以 role-play 的形式进行，这样既完成了知识的迁移，同

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可谓“双赢”。 

现代信息技术为英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如自主学习平台的使用。自主学习平台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延伸形式，与课堂教学不同，

学生可以随时通过现代化的网络手段登陆到学习平台进行课程的学习。在平台中，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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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课程视频、课程相关资料，将课堂上的难点、重点再现，结合自主学习平台开放性的学

习环境，对课堂所学的知识进行扩展和延伸，并结合实际运用，使学习内容不再局限于抽象

的知识，而是让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利用平台增进师生、生生之

间的互动， 大程度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帮助他们准确、流利、得体地使用语言。可

以说，在教学中强化互动意识，主动运用互动手段，将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紧密结合，是提

高学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手段。 

5．资源运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使用，创建“互联网+ ”环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英

语、使用英语的积极性。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对网络资源进行整合与重构，以满足

教学需求。目前，可以使用慕课、微课等资源进行知识补充，也可以使用微信平台强化学生

的自主学习，加强互动环节，还可以应用各类英语学习的 APP 进行模块学习。同时，通过各

种网络平台，教师可给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测试与评价方式，进行在线作业布置、一对一问

答等活动。这些教学手段都可以增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敏感度和接受度，扩充学生的知识，

构建 “互联网+ ”大学英语教学环境可以促进学生更好的完成语言输出，提高英语运用能力。 

四、 结论 

文章针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即学生层面受情感因

素制约，内在英语学习动机不强、缺少必要的语言运用环境，教师层面导向作用较弱等。从

语言学习规律入手，以“学用一体说”为理论依据，本文客观地论证了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的

辩证关系，强调了“用”在大学英语习得中的作用，并对广大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了四点建议，

即要充分发挥“脚手架”的作用，在教学中将“输入”与“输出”环节紧密的结合；其次，重视对学

生学习情感的指导，克服不良的情感因素；第三，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加强学生英语

输出的动力； 后，为学生学以致用创造条件，创建相应的环境，尤其是帮助学生把英语逐

步变成专业学习的工具，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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