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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一堂曾获 2006 年全军院校大学英语优质 课比赛一等奖的 30 分钟大学英 语精读课的

课程设计, 认为大学英语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应持有积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培 养批判性思 维能力两 大理念,
从而实现新形 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新目标, 同时阐述了大学英语教师为实现新的教学目标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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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迅猛 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 的不

的英语知识是很难满 足社会 越来越 高的 要求的。 因此, 英

断深化, 社会对外语人才 的需求 量越来 越大, 对 我国 外语

语学习应是一个长期 的、持续 的过程, 学 习者 应具备 在离

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 形势下 我军面 临着有 中国 特色

校后仍然能够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需要继续学习的能力。

的军事变革和反台独军 事斗争 准备这 两大需求, 这对 我军

所以, 在外语教学过 程中, 外 语教师 不仅 需要传 授语

部队官兵的外语能力也 有了新 的要求, 因 此军队 院校 的外

言知识, 更兼 培养 学生 的认 知 能力, 调动 其主 观 能动 性,

语教学和外语教师在新形势下更面临着新的目标和挑战。

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使 其在学 习语言 的过程 中培养 学习

一、教学目标
为适应新的社会形 势的需要, 我国教育 部于 2004 年正

语言的热情, 掌握学习 语言的 方法, 成为 一个 终生有 语言
学习能力的人。
( 三) 提高学生综合 文化素养

式颁发了 5 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 试行)6 , 明确指出: / 大学

同时, 外语教学作为 人文素 质教 育的一 部分, 它 的教

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 学生英 语综合 应用能力, 特别 是听

学目标也应该包括学 生文化 素养的 提高。学生 在学习 的过

说能力, 使他们在今 后工作 和社会 交往中 能用英 语有 效地
进行口头和书 面的 信息 交流, 同 时 增强 其自 主 学习 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 我国经 济发展 和国际 交流 的需
要。
0 由此看出, 新的教学目标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 一) 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是 针对以 前的教 学中 存在
的 / 聋子英 语0 和 / 哑 巴英语0 而 言的, 很 多中 国学 生笔
试成绩非常好, 可是往往 听不懂 也说不 出, 因此 在毕 业后
的工作中进行 对外 交流 活动 时总 是遇 到 很多 障 碍。另外,
不少大学生的写作能力 也有待 提高, 有不 少优秀 的硕 士生
和博士生, 按说他们的英 语水平 已是相 对较高 了, 可 是在
撰写学位论文后, 请外语 系的老 师们翻 译其论 文摘 要。所
以, 如今我们已意识 到大学 英语教 学需着 重培养 学生 对英

程中面对的不仅仅是 一些语 言符号, 更 有以语 言符号 的形
式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人文知识。
虽然在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中, 我们所使用的是 英语,
但在这一种语言形式 下我们 涉及到 了世界各 国的 文化, 道
德, 宗教以及价值观。 同时, 不 容忽 视的是, 外语教 师在
课堂上既要教书, 更要 育人。外语 教师是 西方 优秀文 化的
引介者, 也是西方腐朽 思想的 批判者, 还 是中 国优秀 传统
文化的彰显者。外语教 师在课 堂上的 正确引 导, 将对 学生
的思想塑造带来一种 潜移默 化的作 用。由此 可见, 外 语教
学在为我国培养德才兼 备的高 素质人 才过程 中可以 发挥重
要的作用。
正确认识外语教学的 目标对 军队院 校的外 语教学 工作
者格外重要, 在有中国特 色的军 事变革 和反台 独军事 斗争

语的综合应用能力。
( 二)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准备过程中, 我军部队不 可避免 地将面 临与世 界各国 和各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是建 立在我 们的母 语汉语 之外 的另

地发生语言、宗教以及风土人情和价值观等各方面的 碰撞,

一套复 杂 的符 号 系统, 要使 得 学 生 在校 期 间 通 过有 限 的

我军官兵的外语知识、文 化知识 和外语 学习能 力将在 这样

200 多个学时完全 掌握 这门 语言 并且 领略 其丰 富的 文化 内

的碰撞中发挥战斗力 的作用, 即: 帮助我 军部 队官兵 迅速

涵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另外, 随着 时代 的发展, 国家 之间

了解战场, 适应战场, 从而控 制战 场。由此 可见, 外 语教

的合作交流日趋频繁, 越来越多的人们需要在政治、金融、

学在满足两大需求, 培养 新型军 事人才 过程中 可以发 挥重

科技等各个领域中使用 英语, 人们 在大学 期间所 学的 有限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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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大学英语教学理念
为在新形势下实现 新的教 学目标, 大 学英语 教师 们需
要以新的教学理念来指导我们的一切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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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思考和摸索适合各 自学校 和学生 特点的 培养自 主学习
能力的方法和手段。
( 二) 培养批判性思 维能力
关于批判性思维有 着种种定 义, 但各 种定 义都围 绕着

( 一)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一个中心概念, Scriven and Paul ( 1996) 将批判 性思维 定义

5论语# 述而6 : / 不 愤不 启, 不诽 不发, 举 一隅, 不以

为一种受智力约束的 过程, 人们 在这一 过程中 对那些 通过

三隅反, 则不复也。
0 大意是: 学生若不是经过冥思苦 想而

观察、经历、思考、推理或交 流等 方式获 得或 生成的 信息

又想不通时, 就不要去启发他; 学生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

进行积极并且 巧 妙地 诠 释、应 用、分 析、综 合 以及 评 价,

偶有体会、想说却说不 出来时, 那 就不 要去开 导他; 举一

批判性思维是人们的信念和行动的指南。

/ 角0 为例教他思 考, 而他却 不能推 知其 他三个 / 角0 , 则

Keeley Library ( 2001) 的研究者们对批判 性思维 能力的

不要再教了, 因为他太 不用心 思考了。 自己不 求上 进, 有

定义为: 学生们能够为满足个人或学习的需要, 从大 量的、

再多再好的名师, 也难 以成材。秦 秀白 教授曾 指出: 好学

各种形式的信息渠道 中有效 地获得、 评价、并 且应用 信息

生都不是在课堂上 / 教0 出来的, 而是靠老 师在 课堂 内外

的能力。他们将批判性思维能力概括为以下五种基本能力:

/ 导0 出来的。就学习英语而言, 应主要靠自学。( 秦秀白,
2003)
著名心理语言学家 Bruner ( 1960) 认为: / 把一门 学科
教给一个人, 不是要他 把结果 牢记心 头, 确切 地说, 那就
是要他参与 知识的获得 与组织 过程。我 们教一 门学 科, 不
是建造有关这门科目的 一个小 型现代 图书馆, 而 是使 学生
自己像一名 数学家思考 数学, 像 史学家 思考史 学那 样, 使

聚焦能力

y 确定所需信息。

信息获取能力

y 查找 并 获得 信息 渠 道, 对 大量 的、

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评价和筛选。
组织能力

y 记录并 且组织 信息。理 解并使 用信

息解决或回答问题。
综合能力

y 以恰当 的方式 将调查 研究的 结果进

行展示和交流。
y 评价使用信息获得的成果及其过程 。

知识获得的过 程体 现出 来。认识 是 一个 过程 而 不是 结果。

评价能力

( 于君, 2006)

简而言之, 批判性思维 能力也 就是对 信息 的理解 和处

Bruner 的观点给 我们 语言 教 师带 来的 启示 是: 我们 在

理加工能力。

教学中不能再简单地将 知识灌 输给学 生, 而是要 带领 他们

Van Duzer and Florez ( 1999) 提 出, 批判 性思 维能 力应

主动地去寻找 和发 现知 识, 并启 发 他们 用心 去 思考 分析,

当在语言教学活动的 设计和 改进过 程中受到 高度 重视, 因

将所学知识与已有知识 进行重 组从而 构建出新 的观 点。在

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正在日 趋成为 一个复 杂的信 息社会

这样的学习过程中, 学生逐 渐由知 识的被 动接收 者转 化为

而不易被人们理解。因此 我们该 如何对 信息进 行理解 和加

主动的探求者和创造者。我 们的学 生如果 在大学 学习 期间

工便显得比知道某些具体的信息更为重要。认识到这 一点,

成功地完成这样的一个 角色的 转换, 并形 成独立 思考 的习

我们这些语言教师在教 学过程 中不能 再将语 言教学 仅仅停

惯, 锻炼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 能力, 那么 在今 后的 工作

留在培养学生听、说、 读、写等 基本 技能的 层面 上, 而应

中无论面临怎样的任务和挑战都不会束手无策。

当注意鼓励和培养在 学习时 应超越 知识的表 层意 义, 去思

Dickinson ( 1987) 的 自主学习理论认为: 自主学习 是指
完全由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负责 有关学 习的所 有决策 并负
责实施这些决策。他还认 为: 自主学 习即学 习者 能识 别教
师的教学目标, 他们知道 该学什 么, 知道如 何确 定自 己的

考和探求其 更深 层次 的 含义, 从而 获得 思 想道 德、文 化、
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养。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学习目标, 并且能构建教 师的教 学目标, 以 满足 自身 不断

除了明确特定的 教学目 标和获 得正确的 教学 理念, 外

变化的需要, 他们能选 择、使用合 适的 学习策 略, 并 对策

语教师还要采取合理有 效的教 学方法 和手段 才能在 教学活

略进 行 监 控, 必 要 时 做 出 调 整, 以 监 控 学 习 的 效 果。

动中实现教学目标。笔者 和同事 们经过 多年的 大学英 语教

( Dickinson, 1992) ( 于君 , 2006)

学实践, 摸索出以下几种方法和手段:

在这里 我们需要说明 的是, 虽然 我们强 调学 习的 过程
应当由学生自主负责, 但这 并不意 味着学 习可以 完全 由某
一个学生独立进行。学生的 学习过 程仍然 需要在 教师 的指
导和帮助下才能有目的 有针对 性地顺 利开展, 特 别是 对目
前我国的大 学生, 由 于自主 学习这 一理念 在我国 尚属 较新
的理念, 目前很多高 校在观 念上和 各种配 套设施 的建 设上

* 运用多媒体技术, 增强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
* 组织丰富有趣的课堂活动, 激发学习兴趣;
* 设计问题, 组织讨论, 鼓励 思考, 分析问 题, 解决
问题;
* 布置课后任务, 培养自主学习习惯和方法。
以下是一堂 30 分钟的 5 大学英语6 精读课的 课程设计

还刚刚起步, 还不能完全达到使学生展开自主学习的条件。

和授课过程, 可以清楚地 展示一 个大学 英语教 师如何 能够

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正 确审视 自己的 角色, 虽然 在学 习过

基于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和批 判性思 维能力的 教学 理念, 采

程中教师不 再是 主 体, 却仍 然 是主 体 ( 学 生) 的 指 导者、

用上述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

评估者、组织者 和管 理者。我们 需要 花费更 多的 时间 和精

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综合 文化素 养这三 方面的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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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本课程设计曾在 2006 年 全军院校大学英语 优质课教

种人们应当克服的 缺点, 如疲 于奔 命, 浮躁, 缺乏耐 心和

学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责任心等等。最后, 由于 笔者从 教于 军事院 校, 又对 所教

教学内容:

5大 学英 语综 合教 程6 第 三册 的第 四单 元

5 外星人6 。

的军人学员 特别 提出 了一 个问 题: 作 为一 名军 校 大学 生,
我们应从文中人物所 犯的错 误中得 到怎样的 启示? 学 生们

教学对象: 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首先各抒己见, 之后教 师做出 提示, 军校 大学 生将来 会成

教学目标: ( 1) 掌 握课文中 心思想 以及文 中的关 键词

为我军的指挥官, 指挥官 的一个 小小的 疏忽都 有可能 给我

汇;

们的军队、国家甚至整 个世界 带来毁 灭性的 灾难, 因 此军
( 2) 学习正式与非正式文体的差别;

校大学生更应时刻牢 记职责 和使命, 具备细 心、耐心 和责

( 3) 对本单元的主题进行讨论。

任心。在本课教学即将 结束时, 教 师用幻 灯片 为学生 们展

教学步骤: ( 1) 布 置学生课 前预习 课文并 自主学 习本

示了西点军校的 校训: 职 责、荣誉、 国家, 以 及我校 的校

课的关键生词和疑难语句;
( 2) 课堂上教师首 先展示 两张有 关宇宙 和外 星人 的幻

训: 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再 次强 调军校 大学 生应时 刻牢
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灯片进行课前预热活动, 引出本课主题;

四、结语

( 3) 教师展示另两 张有关 课文内 容的幻 灯片 要求 学生
根据其内容尝试复述课 文大意, 教 员通过 学生的 复述 检验
其课前自学情况并进行点评;

现代大学英语教学 已经摈 弃了传 统的以 教师为 中心灌
输式教学方法, 以全新 的教学 理念为 依据, 采 用现代 化的

( 4) 教师使用幻灯 片展示 一系列 与课文 内容 相关 的问

教学手段, 提倡以学生 为中心, 充 分发挥 学生 在学习 过程

题, 通过学生的回答 进一步 检验其 对课文 的理解 和对 词汇

中的主体作 用, 切实 提高 学生 的语 言 的应 用和 学 习能 力,

的掌握情况;

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这就 对外语 教师提 出了更 高的

( 5) 教师要求学生 将文中 两个主 要人物 的语 言分 别列

要求, 在新形势下外语 教师不 仅是传 道授业 解惑 者, 更应

出进行对比 , 判断二 者在文 体上的 差异以 及造成 差异 的原

是教育研究的积极参 与者。我 们需要 不断学 习, 更新 自身

因, 并讨论概括正式与非正式文体各自的特点;

的知识结构, 掌握现代 教学理 念, 了解外 语教 学研究 领域

( 6) 教师使用幻灯 片展示 一系列 与课文 主题 相关 的问

的最新动态, 积极参与 教育科 学研究。通 过科 学的研 究和

题, 引导学员通过深入思 考来分 析问题 和解决 问题, 并使

思考, 总结不断发展的 新时代 的特征, 明 确新 形势对 人才

用课文中学到的词汇和语句表达个人的观点;

的需求, 了解人才的 特点, 探索 教学 的规律, 提高教 学的

( 7) 布置课后任 务, 要求学 生从 课本以 外的 各种 信息

质量。

渠道中搜集并筛选出含有 正式或 非正式 文体的 文章各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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