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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语值日报告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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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值日报告对英语的教与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该活动的实际开展中，也产生了一些棘

手的问题，影响了该活动的实际效果。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说者、听者及教师三方面。因此，英语教师应采取

相应的解决方法和策略。以使该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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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英语值日报告(duty report)是英语课堂中一个常

见的教学环节。它主要通过学生三到五分钟的演讲或

报告的形式．锻炼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它不仅能

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同时

还能活跃课堂氛围，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克服在公共场

合演说时的紧张、羞怯心理。因此，这种口语练习形式

被广泛应用于英语课堂。

然而．在该活动的实际开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

问题，致使其未能真正取得实效。总体而言，这些问题

存在于说者、听者及教师三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说者(speaker)艮P值日生本身来看，主要存

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值日生在准备值日报告时，为

了搜索素材虽然阅读了一定量的英文报纸或杂志j从

中得到了相应的“语言输入”。但是在进行值日报告

(“语言输出”)时，却往往图省事，照搬照抄原文，而没

有经过自己的二次加工。这样的报告或演说内容通常

很难被听者理解和接受，因为报纸和时事杂志中的文

章多使用较为正式的书面语，用词较难，句子结构也复

杂冗长，即使阅读起来都要反复多看几遍才能理解其

含义。所以，听者匆匆听完一遍，没有足够时间推敲和

思考的情况下。要想完全理解就十分困难了。这样，无

疑就给听者的“语言输入”制造了障碍，感觉不知所云。

倘若，有时值日生的发音方面再存在问题．那恐怕连老

师都会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点评。这样一来，通过值

日报告的形式，使一个学生的“语言输入”过程转化为

全体学生的“语言输入”过程的目的就没有达到。第二，

值日生在进行报告和演讲的时候，由于紧张，害怕出错

和被人笑话等心理因素影响．通常表现地拘谨、不自

然，说话时只顾低头念稿子，眼睛不敢注视听众，不顾

听者的反应，与听者之间没有眼神的交流和沟通。这

样，演说过程成了值日生的“独角戏”，或者更像是值日

生为了完成任务而走过场似的．只管自己尽快把稿子

背完或念完，而没有注意去吸引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

这样一来，由于缺少了说者与听者之间起码的交流和

共鸣，值日报告也就没有达到锻炼和提高语言学习者

演讲水平的目的。

其次，从听者(1isteners)的方面来看，当值日生在

台上做演讲和报告时，时而有部分学生对值日报告不

感兴趣，不能专心聆听，而是交头接耳或做自己的事

情。所以，就会出现所谓“台上不管台下的，台下不理台

上的!’局面。即使有时，台上的值日生会问些诸如“Do

you agree?”或“What's your opinion．'?”等激发互动的问

题，但应答者寥寥无几．弄得台上的说者颇为尴尬。这

样同样阻断了“语言输入”从一个学生到全体学生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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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此外，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尽管他ff J认真听

了．其效果又怎样呢?他们听懂了多少?对报告内容理

解地正确与否?又从值日报告中收获学习到了多少有

用的知识和信息呢?“语言输入”的过程真正实现了从

一个学生到全体学生的过程转化了吗?这些问题，在值

日报告结束后通常无法得到检验，而没有正确性检验

的练习和操练。其效果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了意

义。

最后，从教师方面来看，如上所述，在值日报告做

完之后，教师通常只对值日生的报告做出点评，即对报

告中的语言要素(语音、词语、句型等)的准确性进行评

价，但却没有对其他学生理解效果的检查或检验的环

节。如果没有相应的督促或检查措施，就无法保障“语

言输入”从一个学生到全体学生的切实转化。教师也无

法准确掌握和了解大部分学生的“语言输入”效果。此

外。教师的点评则多数局限于对报告语言的评价和内

容补充，而忽略了对演说这种交际形式本身的评价，如

演说者是否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演说的仪态是否大方

自然：话语是否具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等。如果演说者的

表现力不到位的话，就达不到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交际

目的．那么语言再准确．内容再充实也都没有意义了。

并且，有时教师习惯性地“纠错”，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挑

毛病和找错误上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值日生造成

了心理压力，“越怕错，错越多”，影响了正常水平的发

挥，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削弱了他们学习锻炼的积极

性。

原因剖析及应对策略

鉴于以上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师应采取有效的

办法和策略，予以解决，以使值日报告切实发挥实效。

首先，在学生(包括说者和听者)方面，前文提到，

少数学生在听演说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专心听。根

据调查，听者对值日报告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有：演说

材料中的生词较多，句法复杂；演说者语速太快，或发

音不准；演说者选择的话题不熟悉或不吸引入。Il可见，

听者的消极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与说者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密不可分的。说者的语言难度太大或者内容不吸引

人．那么听者当然不可能听得专心。因此，在解决听者

与说者方面的问题时，应该采用联系的观点，将两者放

在一起来分析研究，具体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降低报告语言的难度。教师要让学生清楚地

认识到．演说及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交际形式，其最终目

的是让人理解接受。倘若摘选的文章过难，就无法保障

听者的“可理解性输入”。听众无法理解，就达不到这个

目的，那么报告的内容再精彩，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因

此，教师应多鼓励值日生尽量自己动手撰写值日报告，

而不要一味地照搬照抄。演讲词的写作过程使得学习

者充分注意语言形式，确保学习者能从语言输入(in．

put)中获得足够的语言吸收(intake)。只有用自己的语

言表达，才更接近听者的听力理解水平，更符合他f『J的

理解习惯。同时也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一举两

得。除此之外。还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把原文进行

改写．比如用大家熟悉的词汇替换原文中的生词、准

词：把复杂的长句转化为简单易懂的短句等。只要换一

种方式去复j苤(retell)或释义(paraphrase)原文的大意，而

不是原封不动的照念。听者的反应和理解效果自然会

明显地好转和提高。

第二，提高报告内容的“吸引性”。建构主义学习观

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

动地接受外在信息，而是主动地根据先前认知结构注

意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121

语言的习得也依赖于学习者的主动建构。学习者只有

对学习的材料感兴趣，才能促进语言习得。因此，要想

广大听者积极主动地聆听值日报告，提高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就得让值日生者选择大家所

感兴趣的话题。从而促进全体学习者的语言吸收量。语

言输入阶段的关键因素是注意(noticing)，注意是激活

中介语变化的因素。语言输入的材料只有被注意，才有

可能被理解。语言吸收(intake)才会真正产生。‘哒样，
就要求值日生事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和调查，选择那

些大部分同学都熟悉和感兴趣的话题，才能在演说时

吸引大家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值日生没有

把握．可以提前几天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多数同学

都表示感兴趣，便可以动手准备，这样的值日报告才具

有针对性和吸引性。听者自己表示感兴趣的话题，在听

的时候就认真专心多了：而说者也会因为大家的认真

和兴趣，而对自己的演说充满信心，不至于在台上羞羞

答答．紧张害怕得只顾低头念稿子了。

其次．教9币方面，教师的点评对值日报告的顺利进

行和良性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主要应注意以下

几方面。

第一，以教师的点评来切实检验“语言输入”从一

个学生到全体学生的转化效果。如前文所述，在值日报

告做完之后，教师通常不能仅对值日报告做出点评，同

时还要对其他学生的实际理解效果进行检验。教师可

以在每次报告结束时，就其中的主题或细节内容对若

干学生进行提问。让听者在听的时候有任务，有压力，

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听，督促和确保“语言输入”从一个

学生到全体学生的转化过程和效果，使一个人的学习

收获转化为全班学生的共同收获和进步。此外，这种检

验也可采取其它形式，比如让值日生和其他同学之间

进行双向的“互动”提问，也就是让值日生自己提问几

位同学与报告相关的问题，或发表意见评论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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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也可以对值日生进行发问、质疑甚至反驳，这样也

锻炼了演说者的实际口才和应变能力，提高了思维和

反应速度。

第二，以培养交际能力为主要目的，提高学生用英

语发表演讲的兴趣和水平。大学英语课堂的演讲或值

日报告，远不同于中小学英语课堂。后者仪仪是值日生

汇报天气、出勤情况等，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进行简单、

机械的语言操练。相反，大学英语课堂的值日报告，更

像是英语演说(Public Speaking)，除了要提高学生使

用英语的流利和准确程度外。它更是一种实际的社交

手段和形式。是一种交际行为．旨在通过值日报告的形

式。培养和提高学生在公共场合公开演说的能力和技

巧。所以，教师对值日报告的意义和目的，应该有更高

层面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口语练习的范畴。众所周知，

大学是学生培养锻炼各方面才能的地方。而公开演讲

能力则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职场和社交技能。尤其

对于将会站上讲台的师范专业学生，更是如此。因此，

教师在对值日报告进行点评时．不能忽略演讲中的非

语言因素即态势语言。应为学生多介绍一些公开演讲

的技巧和方法，帮助学生改进在演说中的仪态、手势、

眼神、面部表情等，以更有效地表达和交际。学生的演

说和交际能力得到了提高也就是英语值日报告实效性

的最好体现。141

第三，以鼓励为主，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值日生的报

告。根据威多森(H．Widdowson)的过程大纲设计理论，阁

语言教学不应片面强调结果．也应该考虑过程和学习

手段，让学生通过应用所获得的能力去取得结果，即应

强调发展学习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点评值日报告时。

要转变固有的观念和习惯。挑剔的眼光和苛刻的要求，

会给学生造成过度的心理焦虑，不利于学生发展学习

能力。因此。教师要换个角度来审视每个学生的表现，

不要过分地强调结果即语言的准确性．而应本着发展

学生长远的学习能力的原则，抱着宽容和鼓励的态度，

以指导方法，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兴趣为主要

目的，多鼓励学生积极大胆的参与英语活动，对他们的

表现多予以赞赏，对他们的进步多予以肯定，让他们每

次都能感受到成功或进步的喜悦。这样才能为发展学

习能力创造有利的环境。此外，语言学习者的情绪因素

理论也同样认为，只有学习者克服焦虑心理，满怀自信

时，学习动机才越强，学习效果才越好。过多地纠错只

能给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制造障碍，不利于语言习得过

程的长远发展。16t当然对于不同程度和水平的学生。也

应有所区别的评价和激励。对于程度较好的学生，可以

给予相对较高的要求和标准．使他们意识到以自己的

水平和实力还可以做得更好。而对于程度较差一些的

学生，则要从实际出发。多给他们鼓励和信心，这样他

们才有前进的动力。学习者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是

任何一种教育形式的最终目标。英语课堂的值日报告，

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

结语

英语值日报告虽然只是英语课堂教学的小小环

节，但其无论在学生的二语习得还是交际能力方面都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教师未能

解决好存在于听者、说者和教师自身的问题，就不能达

到真正目的，其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广大英语教师

应共同努力．使值日报告在英语教学和素质教育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好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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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Duty Repor

Zhang Ju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ract：English duty report has man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but

various thorny problems emerge in its practice，which seriously influences its effectiveness．These problems

exist in the speaker,listeners and the teacher．Therefore，th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adopt some meas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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