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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主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新模式。针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要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的优势和教师的中介作用，同时将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进行整合，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适应学习者

的个体差异。从而达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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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代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和学习

能力。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自

我发展，终身教育已经成为必须。而在高校，以传统

的教学模式向学生灌输知识和培养技能已远远不

能满足现代教育目标的要求。

我国对外语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

行外语教育模式的改革，旧的教育模式逐渐被新的、

更科学的教育模式所取代。教师的角色被重新定

义，如教师应着重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

习者也被赋于新的概念，即学习者应具有担负起自

身学习更多责任的能力。外语教育不再只重“教”。不

重“学”。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他们的个体差异、能动

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得到重视。外语教育的重点逐渐

转移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计划、评价学习的自主

学习能力上。在高校外语教学上．培养学生的自主

性是现代教育的需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Dickinson和Holic等人认为自主学习者应具备

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体现在：确定学习目标。学习方

法为个人自学。学习者选择学习材料。学习者监控学

习过程，如进度、时间、地点等。学习者自我评估。111

二、关于自主学习情况的问卷调查及结论

为了了解学生自主学习的基本情况，对本校

2008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包括文科和理科在内的

150名学生关于自主学习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问

卷目的在于对刚入学新生自主学习的态度及自主

学习能力进行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以上5项。问卷

选项采用Likert五分量表的形式分级，根据不同问

题问卷选项从“非常同意”到“很不同意”。
表1调查题项

调 查题项 评价等级

1我有明确的英语学习目标。 ()

2．我不喜欢老师讲二手太多，而希望自己更多参与。 ()

3．在荚语课上，我墼量丧整和老师不同的观点。 ()

4．我认为学习进步主要取决于自己。 ()

5．上课前，我能主动预习。 ()

6．我能自己找到有效的学习方法。 ()

7．我喜欢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学习英语。 ()

8．我经常闼读或听一些课本以外的英语学习材料。 ()

9课后，我除了做老师布置的英语作业，也做其他的习题。 ( )

10．我能为自己制定学习计划。 ()

11．我能按计划去做．并对计划进行调整。 ()

12．我希望有较多的课余时闻自主安排英语学习。 ()

13．我经常在课后总结在英语学习中墅崾哩题。 ( )

14我在每次英语考试之后一般都要白觉分煎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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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得来的数据按评价等级的分值进行权

重处理(选A者乘5，选B者乘4，以此类推，选E者

乘l，再计算出均分值。如果该项的均分值是5，说

明学生百分百填了非常同意，如果均分值是3，则学

生持中立态度，如果均分值是l，则说明学生都很不

同意。

表2调查各项均分值

在收上来的143份答卷中，从得分较高的第4

项和第12项来看，学生有一定的自主学习意识。从

第2项得分来看，学生不喜欢填鸭式教学，而希望

积极参与。从第3项均分来看，学生仍倾向于将教

师放在权威地位。从其他得分较低项来看．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较弱。调查反映学生虽然有一定的自主

学习意识。但是态度和行为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学

生不善于独立学习或通过合作方式进行自主学习，

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希望教师在各方面给予帮

助，通常不能自己制定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更倾

向于沿着已设定的学习方向来规划和调整学习。学

生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能力较差，在制定学习目标。

选择学习方法、评估学习效果等方面．非常需要老

p币的指导和帮助。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本校

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低．他们已经

适应教师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教学模式。习惯于依赖

教师。

在目前形势下，如果让学生完全自主学习，毖

定达不到预期效果。自主学习要尊蕈教学规律和语

言学习规律，避免绝对的“自主”。因而，当务之急，

在于发挥课堂和教师的作用，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

式，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和教师的中介作用

保留传统课堂教学优势。针对情感因素对学生

英语学习的影响．课堂教学的人性化因素不容忽

视。课堂教学中面对面的交流包含了语音语调、肢

体语言、交流者相互位置、性别、地位等各种信息，

有着完全自主学习达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学生的

口语能力上，课堂教学存在不可替代的9币生互动优

势。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各种教学

任务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同时也增加语言学

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课堂教学对自主学习能力弱的学生所起的引

导和约束作用尤为重要。自主学习是学生能够根据

个体需要进行个性化英语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中

心。但是“自主学习绝不是没有教师参与的学习”，

“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我实现并定期向他们提供帮

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讯

教师要利用课堂教学起到学生和自主学习间

的中介作用。建构主义者皮亚杰(Piaget)强调语言学

习中学习者积极构建语言输入任务的重要意义，认

为教师的任务是帮助促进这种建构的发展，把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重点。131

大学英语教学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教师帮助学生

不断强化学习自主意识，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并提高

自主学习的能力。

首先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动机。教师

要霞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动机强的学生保持学

习动机，帮助动机弱的学生培养学习动机，增强学

生的融人性动机。

其次。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策略，在课堂

上进行元认知策略训练．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有能力选择学习材料，并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技

巧、建立学习者档案和确定学习时间、地点和进度，

同时向学生推荐或让学生相互介绍一些可行的监

控与评估方法。“策略训练应该纳入正规的语言教

学计划中。不要把它作为独立的成分”。i4175因此教师

要将策略训练融入学习任务．对可能用到的策略进

行描述、示范和举例说明．让学生进行语境化的策

略练习，并让学生参与讨论，反复使用。

另外。教师要利用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自主学习．突破“教师、书本、教室”三中心模

式，提供学习资料，引导学生查找教育资源，让学生

根据某项任务。自行获取信息和采集信息，并对获

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加工。

最后，教师还可以帮助建立学习者档案。学习

者档案记录了学生个人相关信息。它包括学习需求

分析，学习者合约．，学习计划。学习成果记录，反恩。

教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语言学习档案的同时．掌握

学生学习行为的有用信息。如语言学习需求、目标

等，以利于更好帮助他们完成这些目标。而对于学

生来说，通过学习者档案，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自

身的英语能力。为自身的英语学习确立相应目标，

并且为今后的英语学习承担更大的责任。

目前形势下．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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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生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是相对于依赣教师而

言的相对自主。没有教师的中介作用，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自主学习远远达不到效果。

四、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相整合

由上可知．学生自主学习有其必要性，教师作

用又不可或缺．如何平衡学习者自主学习和课堂教

学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应改变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单

一教学模式．将二者科学结合起来。

1．采取分层次教学，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目标

在此次问卷调查当中，根据学生的入学英语摸

底考试成绩，比较发现，成绩好的学生有较为明确

的学习目标，学习动机较强，在制定学习计划和进

行自我检测方面有较强的自主性，成绩差的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差，对教师的依赖性大。而分层教学针

对学生语言能力等个体差异，教学过程中分成a、b、

c三个主要层次进行教学和辅导，按学生学习程度

组织教学，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不同的学习指导

策略，使学生根据自身语言能力、认知风格、动机、

态度和性格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得到发展。

2．协调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内容和比重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学生入学时自主学习能力

较弱，也无法很快适应英语自主学习模式，学生入

学的第一学期，英语课堂教学应保持占大学英语教

学的重要部分，以转变学习观念和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为目标，结合语言能力的提高，主要进行口语、阅

读、翻译和写作教学，但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与授课

方式耍根据新的课堂教学要求进行改革。增加教师

和学生的互动。在以后的三个学期逐步减少课堂教

学的比萤，同时课堂教学以能力培养为主。另外，充

分利用计算机英语教学软件、多媒体教学手段、网

络资源以及其它信息技术成果，使学生能全方位接

受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实现自主学习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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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utonomous Learning Modes of College English
Yu Jing，Hu Y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Students’autonomous learning is a new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Nevertheless，we

can't ignore that many students tend to depend Oil their teachers and are limited in autonomous learning．

To achieve the aim of improving students7 autonomous learning capacity，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class—

room teaching，fully play teachers7 role as mediators，integrate classroom teaching into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take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to adapt to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Key Words：autonomous learning；classroom teaching；teachers7 involvement；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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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了<英语国家概况>学习的难点并提出了学习策略,倡导学生加强自主学习,又要求教师注重课堂教学.

7.期刊论文 马红文.张燕.Ma Hongwen.Zhang Yan 外语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探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8,21(11)
    笔者探讨了现代外语教学理论指导下的外语课堂教学的目的与功能、自主学习的有关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应该改革

,课堂教学应该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服务,应该与学生的课外学习结合起来,以实现外语学习效率的提高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实现.

8.学位论文 瞿文华 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尝试与思考 2004
    该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自主学习的概念,自主学习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以及影响自主学习的因素.第二部分旨在探索促进自主学习的教学策略.首先总结了

促进自主学习的方法;其次总结了各种学习策略;探讨了自主学习条件的创造;综合了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教学特点以及学生主体作用与教师主导作用得以

最优组合的中学生的特点:愿学、乐学、会学、善学;最后论述了"四个以"和"四个统一"的教学策略.第三部分是对作者所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

影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学生的自主性、教师行为对学生自主性的影响、家庭环境对学生自主性的影响等.针对学生现状,注重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经过试验证实了上述教学策略及学习策略的实用性.第四部分论述了"自主学习"课堂教学的实际意义及对未来英语教学改革的建议.当

前,素质教育的理念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为了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知识传授的学习方式,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研究与分析,希

望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使学生的素质有明显的提高.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形式和中心环节,它不仅占去了师生在校的绝大部分时间

,而且课堂教学的质量如何,最直接地影响着学校办学目标的实现,影响着教书育人的效果."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是培养新世纪学生健康的主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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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是适应学生自身发展、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需要."学生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所培养的独立学习能力无疑是每个学

生通向21世纪的必不可少的个人护照."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这是构建

新世纪学生健康的主体精神的重要基础."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正是为了探索"教师少教、学生多学"的途径,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入手,从普遍的意义着眼,使学生真正"学会学习",从而不断提高学习活动的效率,促进教学质量的大

面积提高.作为英语教师,我们必须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必须把理论付诸实践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9.期刊论文 刘国生.曹佩升.王雨梅.陈孝宗 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结合的教学模式效果研究——以广东警官学

院大学英语教改实践为例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10(5)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大英教学改革,广东警官学院展开了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大英教学模式改革.通过确立教改总体思

路,积极进行教改实践,取得了丰富的实验数据和积极有益的效果,凸显了新教学模式的优势,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教改启示和思考.

10.期刊论文 金品卓 在网络多媒体条件下优化课堂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中国科技信息2008(3)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在这次改革当中,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改革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如何利用网络多

媒体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并引导学生课后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是广大英语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其中的一员,本文作者及所在的教学团队进行了有益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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