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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S口试不同考生群体话语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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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8年安徽省某考点PETS2级和3级口试中城市中学生、社会在职人员和高职学生三类参

考群体的话语能力为分析对象．发现城市中学生口语流利性好于社会在职人员和高职学生，社会在职人员

在互动意识和交际策略方面好于城市中学生争高职学生。但话语流利性弱于城市中学生。高职学生相对于

城市中学生和社会在职人员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语音、词汇语法、话语产出和互动交际上都需要较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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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髑)是面向社会的

含有5个级别的标准参照性考试体系。PE，Is考试

由笔试(满分100分)和口试(满分5分)组成。该考

试体系自1999年在全国推行以来．考试人数逐年

增加，已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声誉。【1肛17通过几年的

实践，对该考试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分析各类考

生群体的特色．为PErIs口试建设和认识各类参考

群体提供依据。

PE碍口试是建立在交际性语言行为模式基础
上的一种语言测试，其目的是通过考生的语言交际

活动，准确地评估考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阿蝴·降n
体现了交际教学法、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多门学

科的最新理论在口语测试中的运用。以城市中学

生、社会在职人员和高职学生三类参考人员

PE鸭1—3级中的口语产出为样本语料。描述和分析

他们的话语能力。并对提高他们口试表现与成绩提

出考前训练方法建议。

一、PETS口试考生话语描述

(一)语料来源

研究语料来源于2008年3月和9月安徽省某

PETS考点2-3级口试考生的口语产出。

(二)考生话语描述和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研究者对PE傥级考生和
PE，Is3级考生的表现分开描述。PE，IS2级考生在语

音、词汇语法和互动交际三个方面的表现可归纳如

下。

1．语音方面．大部分考生存在发音错误、发音不

清晰，句子重音和节奏掌握不好等问题。像societ)r，

ksh和舳小tened等这样不是很难的单词都发错

音。个别学生存在严重的吞音现象。一些多音节单

词中的部分音节被省略。句子中不需要重读的非实

义词，如代词、介词、连词等，一部分学生都下意识

地读成了重音。听起来十分别扭。由于没有重读单

词和非重读单词的间隔、交替，句子听起来没有抑

扬顿挫感。不像是比较规范、地道的英语语音。

2．词汇语法方面。相当一部分考生混淆名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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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用法。基本英语句型掌握较

差，语法错误随处可见(参见例旬1-6)。

1．How do yDu do in t11e高arden?

2．’％e孢8聆)rou trip?

3．Whe陀c明you like t0 play witll your赫ends?|

4．We c蜘by h证n to tlle孢．

5．仆e ticket￡时go舳d b卸k is 400 yll肌．

6．Y伽tllink garden big?

基本句型中汉语负迁移现象明显．属于典型的

汉语造句法。此外。一部分考生下意识地地使用“那

个”、“就是”、。还有”、“害怕怎么讲”等汉语口头语。

3．互动策略方面，在提问与回答的对话中，一部

分考生不知道该如何发问。对话过程中出现停顿和

冷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此外。由于没有互动

意识，考生之间缺乏必要的目光交流，一些人表现

紧张或者机械。

PE．IS3级考生在互动策略上和P明观级考生

相比有明显的好转。大部分考生都有一定的交际策

略，如主动提请同伴注意，目光提示或转交话轮，使

对话能够维持下去。I田l：融豳参加踞Is3级口试的主
要是城市中学生和社会在职人员。也有少部分高职

学生。然而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话语产出的质量上，

PEl：S3级考生仍然存在着问题。语音上．单词发音错

误，句中单词没有重读和非重读之分，句子缺乏适

当的停顿和节奏。词汇和句型的使用比较单一。变

化有限，也有比较典型的汉语句型(见例句7—10)和

模式化句型，如We 8hould时。毗b∞t to protect

tlle envimnInent．We must not do 8uch tllir^蹈．{舌语

质量方面，部分考生因看不懂或误解图片意思，说

出的语句文不对题，或只是简单描述图片，无法表

达图片内涵和个人观点。

7．tr嘲and g嘲mom蛐d mo弛le鲳

8．，11le 8tudent do ho眦w诎i8 imponanL

9．I tllink tlle∞n do it i8 wro略
10．We c舳save a蛔e nuInber of water．

将所有考生在语音、词汇语法、话语产出和互

动交际上的问题数量进行了整理，用图表列出。

表l PETs口试问题分析表

■覆臭嗣 ■翟描述 人t 百分比

1．炭t昔{毛 19 30．6％

2．生专不清晰 14 22．6％

蕾+ 3．向于t专■{毛 13 21％

4．誊+ 4 6j％

5．节奏失调 14 22．6％

1．词性混淆 5 8．1％

2．语法错误l时态措谖 9 14j％

b．人称不一致 3 4．8％

c．石词单复数错误 3 4．8％
词汇语法

d．白干坫构错误 23 ”．1％

3．汉语造句法 16 25．8％

4．汉语口头表远 7 11．3％

5．用词错误 20 32．3％

1．误解圈片意思 23 37．1％

2．话语脱离语境 7 11．3％

3．无连贯话语产出 17 ”．4％
话话产出

4．听不懂考官指令 18 嬲
5．囊选不出现点 8 12．9％

6．词汇和句型的使用有限 13 2l％

1．不知道蕾怎样提同与田善 4 6j％

2．出曩停螺和冷场不知琏蕾怎么办 2 3．2％

工动交际 3．同伴之间没有目光交流 24 38．7％

4．鲞曩擎张或者机藏 5 8．1％

5．交泷投入不足 24 38．7％

以上数据来源于3个考场30组考生的口试表

现，其中2级9组，18人，3级2l组，44人。从图表

可以看出，考生问题比较集中的是(1)互动交流投

入不足，同伴之间没有目光交流；(2)误解图片意思；

(3)句子结构错误和用词错误；(4)发音错误；(5)听

不懂考官指令。

二、PETS口试不同考生

群体特点、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PE，IS口试不同考生群体特点

从安徽省某考点参加PE鸭口试的三类群体：

城市中学生、社会在职人员和高职学生口试的表现

来看，城市中学生口语的流利性和表达的连贯性好

于高职学生和社会在职人员。词汇和句型的使用比

较丰富，有一定的思想，能表达出和话题相关的个

人观点。但互动意识和交际策略的掌握还有待提

高。阴崩脚¨‘社会在职人员在互动意识和交际策略

方面好于城市中学生和高职学生，思想深刻一些，

思维的逻辑性也强一些，但话语的流利性方面弱于

城市中学生。高职学生相对于城市中学生和社会在

职人员没有明显的优势。在语音、词汇语法、话语质

量和交际策略上都需要较大改进。

(二)不同考生群体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本世纪初实施新的课程标准以来．城市中学

的英语教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重在培养学生的综

合语言运用能力，通过体验、交流与合作的学习方

式和任务型教学方法，全面开发学生的听、说、读、

写技能。有了英语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再加上

中学生思维活跃，他们的用词和句型掌握的比较

万方数据



·94· 黄山学院学报 2010年

好．口语表达也比较流利，有一定的个人观点。但互

动意识薄弱，这反映出中学生自我意识强烈，以及

因高考的导向作用，中学英语教师对学生课堂互动

和交际策略的训练成效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社会

在职人员因为有丰富的工作和人际交往经验，所以

在口试中能使用灵活的交际策略维持交际双方的话

轮．啡～保证足量的话语产出供考官评估。其思想
和逻辑思维能力与年龄成正比。但因为缺乏使用英

语的环境，或者他们的英语功底不够扎实，尽管他

们使用的词汇比较丰富，提的问题也比较有意义，

但社会在职人员的口语流利性明显不如城市中学

生。对高职学生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英语基础

薄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自基础教育薄弱的农村

或不发达地区。尽管他们的专业是商务英语、旅游

英语或财经英语。但由于在高职期间缺乏英语技能

的系统性训练，以及师资力量不够精良等因素，他

们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话语能力方面都存在一些问

题．勉强达到或达不到口试及格分的要求。

三、不同考生群体考前训练方法建议

针对上述PElS口试中城市中学生、社会在职

人员和高职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通过有计划的、

针对性强的考前训练，可以提高他们在口试中的表

现与成绩。

(一)城市中学生

城市中学英语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小组

交流和合作学习的方式，布置任务，鼓励学生协同

完成任务。这是发展学生互动意识和交际策略的一

个有效方法。有了一定的互动意识和交际策略，学

生在口试的互动环节中就不会只顾自己说。另外，

教师对交际策略的讲解也是必要的。教会学生在不

同的交际情景中使用具体的策略，如近似表达、转

述、造词、求助、搪塞语和非语言手段，来克服或绕

过障碍，维持话轮。针对中学生的模式化表达倾向，

如“We 8hould(∞t)⋯”、“We must(not)⋯”，教师可以设

计一些交际语境，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进行深度思

考，并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拓展学生的思

维，或者引导学生发散、联想，讨论和某话题相关的

事物、现象．避免就事论事、表达受到局限的场面出

现。比如在描述许多年轻入围住一个歌星要求签名

这一现象的图片时。学生不仅可以讨论年轻人追星

的具体表现、现象背后的原因．还可以说说自己的

做法，或者举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表达对这种现

象的看法。这样不仅保证了足够的话语产出．也因

描述和分析的具体化避免了模式化的表达。为了提

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还可以定期地开展一

些拓展学生思维、加强学生思考问题能力的活动．

具体方法包括口头作文、讨论、演讲和辩论等。刚蜀

(二)社会在职人员

社会在职人员的主要问题是表达不够流利，产

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缺乏使

用英语的环境，没有具体的英语交际场合，或者他

们的英语功底还不够扎实。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使

用得越多，就越流利、越准确。因此，作为考前训练

的一种手段，社会在职人员可以选择尽可能地参加

一些公共英语活动。如(本地的)国际会议、会展，大

学校园里的英语艺术节、英语之角等，并且在这些

活动中担当一个具体的角色，如翻译、接待志愿者，

英语艺术节的校外参赛者、英语之角的交流者。通

过具体角色的语言实践。提高英语表达的流利性和

连贯性。同时，扩大英语输入，包括听和读。输入是

为输出服务的，听和读(输入)在内容和语言组织上

对口头表达(输出)有直接帮助。I删
(三)高职学生

高职学生PETs口试通过率比较低。而他们的

英语基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所以对他们进行

全方位的考前训练尤其，必要。首先，让他们了解并

熟悉PE鸭口试的环节和各环节的内容。通过口试

现场观察发现大部分高职考生对口试的具体程序

和他们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不清楚，所以他们常常

不认真听考官指令，互动交际中不知道该如何提问

和回答，缺乏交际策略，不能保证足够的话语产出。

考生只有熟悉了口试的具体操作程序，按照程序对

各个环节进行训练。在口试中才能不慌不忙，从容

应对。

其次．针对PETs口试历年真题各环节所涉及

的话题。对高职学生开展模拟性的训练。如第2节

的图片互动交际，教师可以仿照真题，设计信息卡，

教会学生拿到信息卡后对其中的内容做个大体的

了解，心中形成一个连贯的情景，再根据具体内容

开始提问和回答。除了教会学生如何提问和回答，

教师还要对学生问答的语言质量把关：校正他们的

发音、句子中的重读与非重读单词，使用恰当的语

调和节奏以及正确的单词、句型和时态，杜绝低级

语法错误和汉语的负迁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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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3节描述图片并表达观点。这一环节中。

考生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如下：l、相当一部

分学生误解了图片意思。如把08年3月图片里卖

商品的小贩和外国游客看成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朋

友在讨论上中学时应该学好英语。而图片实际意思

是小贩懊悔中学时没有学好英语，现在不能和外国

游客做生意。通过考场观察发现某考场30名考生

中只有6人看懂了这幅图的真正意思。2、学生仅仅

描述了图片，没有表达观点；3、表达观点时，遇到了

不会说的话。陷入停顿或冷场。

针对这三大问题，考前训练中，教师可以运用

以下方法对学生进行指导：l、告诉学生这一环节的

图片都是揭示某种社会现象或问题的。必须表达自

己的看法。2、教会学生看懂图片后．用1_2句话对

图片做一个比较具体的描述，包括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然后把话题向自己熟悉的方面靠拢．做到

有话可说。并借机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描述一位

父亲逼迫女儿学钢琴的图片，可以谈论与之相关的

家庭教育。自己类似的经历，还可以进一步谈论家

庭教育改革。3、学生因表达不畅陷入停顿、冷场时，

教会学生换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如简单一些的单词

和句型进行表达。以保持话语产出的连贯性。或者

向同伴求助。有时同伴的一个单词或一句提示都能

使已打断的思路重新接上，或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来帮助组织思想。同伴之间的目光交流是必需且必

要的。4、鼓励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交流中去，告诉

学生错误在所难免，但交流的投入程度和话语产出

量是考生得分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通过分析城市中学生、社会在职人员和高职学

生在PE聪l一3级口试中的表现和问题．给这三类考

生群体提出了考前训练的方法建议。帮助他们提高

在PE鸭口试中的表现与成绩。如果能按照这些方

法去做．这三类群体都能相应地提高PE，Is口试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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