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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基于计算机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心的思考

赵 露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基于计算机的大学美语自主学习中心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和条件，学生在自主

学习中心可利用因特网和校园网英语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库进行英语自主学习．这既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和能动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又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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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明确规定：“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

和网络技术，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

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

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

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学习、自主

式学习方向发展”。ll再自《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公布以来，全国一批又一批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

点院校实施了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学实验。均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据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联络办公室调查，目前大部

分高校都在积极行动，广泛调研，逐步投入资金，建

设网络教学环境。首都师范大学投资200余万元安

装了4个网络自主学习教室，基本能满足网络教学

实验的要求。汕头大学等高校也在改革中不断投入

资金，建设网络教学环境。由此可见，网络教学和网

络自主学习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并得到迅速发展。黄山学院作为～所新升本的院

校．也正准备加入这一教学改革实验的行列之中。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有效地开展英语教学

活动便成了学校英语教师必须探讨的课题。

一、建立基于计算机的大学英语

自主学习中心的必要性

传统的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

知识和技能。其教学主要是通过口授、板书、教材等

方式来完成的．该教学模式已不能培养出当今社会

所需求的合格人才。近年来。虽然有些院校在很大

程度上实施了英语教学改革，如分层次教学，使用

课堂计算机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

能力．但单一的大班课堂教学以及教师为主导的知

识传授型教学仍然为其主要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模

式既不利于师生的充分互动，也不利于学生个体的

自由发挥，有限的课时和教学内容不能使学生的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和训练，自主学习

条件的缺乏以及被动的学习阻碍了学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李荫华教授在一篇题为《一场重大的教

学改革》的文章中写到：鉴于我国高校入学人数迅

速增长和师资严重不足，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充分地

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来较好地缓

解这方面的矛盾，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新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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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应是将上机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地结合；以现

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教学方式。

有利于学生主动地学习，有利于确立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上机自主学习与传统课堂教学是

优势互补的关系。闭另一篇由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联络办公室对

全国50多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院校调研后撰

写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

查报告》)指出：网络英语教学给学生带来了图文声

像并茂的学习资源。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英语

自主学习改革了以教9币为中心的旧模式。更新了教

学观念，这既可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帮助

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扩展知识视野．还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该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p】此外。网络

英语教学还解决了过去教师严重短缺、教师疲于上

课的问题。自从采用网络和课堂结合的英语教学模

式后。大多数学校的面授课时因此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缩减．教师每周授课时数一般减少了2-4节不

等。该《调查报告》还指出：实践证明，基于网络的自

主学习教学模式能起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因此，充

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力推进《基本要求》提倡

的“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努

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英语自主学习环境及更多的

自主学习资源已势在必行。为了尽快开展基于计算

机的英语自主学习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固定的英

语自主学习场所。基于计算机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

中心的建立便迫在眉睫。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心建

立后，学校除课堂教学以外，每周可为每个班级在

自主中心安排一定的课时和自习时间让学生根据

任课教师的要求或自身需求从网络教学资源和校

园网的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库中选择合适的学习材

料进行自主学习。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可以根据自

己的学习效果调整学习进度和难度，这既可解决师

生比例失调、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课时和教学

内容有限以及学生上网难等一系列问题，又可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式

学习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学生可在课堂以外接受

更多的英语语言输入，寻找更多的学习和运用英语

的机会，这对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将有很大的

帮助。

二、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心的教学资源建设

建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心需要配备良好的

硬件和软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由多台装有互联网

和校园网的计算机所组成的大型教室。相对于硬件

建设而言，软件建设更为复杂。除了在校园网大学

英语自主学习服务器上安装用于控制和进行教学

活动的程序、开发维护程序的文档资料以外，还要

建设和不断更新学习者所需的各种图文声像并茂

的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库及其点播和索引系统。教学

资源库建设是软件建设最为重要的环节。是英语任

课教师必须承担的工作．它的构建绝不是教学资料

的简单堆积。在建设时必须考虑到它的科学性、实

用性、交互性、真实性、动态性等。

1．科学性

在建设教学资源库时，首先要科学地进行教学

课件开发、教学内容编制以及网上英语教学资源整

合；其次要考虑到学生使用资源库的易操作性，不

同层次的学生要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己需

要的学习与训练内容。开发、编制及整合的内容是

否科学，资源内容的安排是否合理以及使用时是否

容易操作等均为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的关键因素。

2．实用性

教学资源库建设必须注重教学资源的实用性。

要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体现

出个性化教学，使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均可

在资源库中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和实用的学习材

料进行切实有效的自主学习。

3．交互性

在英语交际能力训练方面要充分体现用英语

交流的互动性，要实施人机交流及人际交流的训练

手段。在编制英语交际训练内容时，应设置大量的

英语交流话题或交流内容，让学生进行人机交流。

也可以通过BBS、QQ或MSN等网络交流手段进行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

力。

4．真实性

Rod Ellis认为，语言输入的最佳材料是学习者

身边的事物和思想．因为这些知识最具有可理解

性、重复性和突显性．最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参与

热情。14J因此在建设教学资源库时，应尽可能利用多

媒体等多种技术手段为学生创造逼真的交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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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交际情景之中。使他们对所学

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并在积极主动参与交

际性活动的过程中体验运用外语与人交际的乐趣

和成就感。

5．动态性

资源库的教学资源建设不是一次性建设，教学

资源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内容要根据课

堂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的变化、网络新型教学资源

的产生以及学生的需求等因素进行不断地创建和

更新。因此它的建设必须坚持动态的创建原则，只

有保持创建的动态性，才能使资源库充满活力。

校园网英语教学资源库资源的主要类型可分

为以下5种：第一种是网络资源库．如中国外语教

育网英语教学资源库等，可安装在校园网大学英语

自主学习服务器上使用。第二种是专题教学资源

库，它是由本校大学英语教研室教师集体建设，专

门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自主学习而设置的。可分为听

说素材、读写译素材及听、说、读、写、译专项训练练

习等。第三种是课件资源，它包括学校使用教材所

配备的成品课件、网络版课件及本校大学英语教研

室教9币集体编制或开发的教学课件。第四种是视听

资源库，它可提供丰富多彩的英语视频和音频资

料，其内容包括教学短片、电影欣赏、新闻报道、文

化背景知识、英文歌曲、名人介绍、有声故事等。第

五种是试题资源库．在试题库中可设立不同英语等

级或英语课程的专项测试题和综合测试题，如大学

英语课程单元测试题、听力测试题、语法测试题、阅

读理解测试题、写作测试题以及听、说、读、写、译综

合测试题等，教师可根据自主学习教学计划或教学

需要从试题库中挑选试题对学生进行测试。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是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

也是丰富的教学素材和教学智慧的积累，它为学生

自主学习取得成效提供了根本保障，该项内容建设

任重而道远。

三、开展自主中心学习活动的策略

网络环境下的英语自主学习虽然具有许多优

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调查报告》表明：

“有些学生缺乏自觉性，在网上玩游戏，聊天，部分

学生还在考试时利用计算机技术作弊。这些都给改

革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了避免网络自主学习中

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保证该教学活动得以有效开

展，制定良好的教学策略是非常霞要的。

1．任务式学习策略

由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比较薄弱，他们往

往会盲目地、无计划、无目标地进行自主学习，从而

造成学习效果不佳的后果，有些自觉性不高，贪图

玩乐或惰性十足的学生会在自主学习中一事无成。

因此．任课教师应布置一定的自主学习任务及自主

学习活动。使学生明确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和学习

要求。任务式学习策略可以使学生做到有计划、有

目的地进行自主学习，加强个人学习的责任感。

2．主动式学习策略

在自主学习中。学生除了完成教师布置的自主

学习任务以外．还可采取主动的方式进行自主学

习。网络教学资源内容丰富，学生可根据自身的需

求、兴趣、知识水平和学习目标等自主选择学习内

容，并主动采用自测的方式检测学习效果，通过自

测成绩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调节学习进度。主动

式学习策略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

3．协作式学习策略

自主学习并非意味着完全独立地进行自我学

习。有效的自主学习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

作。协作是自主学习所使用的一种手段，每个学生

均应该与老师或同学进行协作，应在老师的指导下

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策略，应在同学的协作下进行

英语语言交流，遇到问题时应请求老师和同学提供

指导和帮助，要养成协作与交流的习惯，要在人际

互动协作中学习和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协作学习

方法可以促进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哪

4．监控式策略

为促进学生更好地开展自主学习活动，实施监

控策略是，必不可少的。监控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

1)自我监控：在自主学习活动中，学生应不断地监

控自己的学习计划、学习任务及学习目标等方面的

完成情况，经过某一学习阶段后，要能对自己的自

主学习效果进行合理的自我检测并做出客观的评

估．对有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要给予调整，能够及时

地向老师反馈学习情况，以取得老师的指导和帮

助。力争有效地完成每一阶段或每一项学习任务。

自我检测和自我评估是学生调整其自主学习各环

节的必要前提，是提高自主学习的必要手段。2)教

师监控：这是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

节．教师在下达学习任务或指导学生确定学习目

标、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和学习方法后，应不断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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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估和检测等教学手段对学生实施监控，教师要

对学生自主学习多方面的表现做出综合评估，定期

对学生进行测试，把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

起来。形成性评价关注学习过程，评价兴趣、态度、

策略、合作精神等；终结性评价主要对学生的能力

作出评价．关注的是自主学习结果。作为评估者，教

师应及时向学生提供反馈意见，让他们通过外在评

估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为了督促学生努力学

习．教师可将测试总评成绩与教师的评估成绩综合

起来纳人学期平时成绩。3)测试监控：在设置自主

学习中心教学软件时，应安装测试系统，并在该系

统中建立不同英语等级或课程的专项测试和综合

测试等各种类型的试题库，教师可根据自主学习教

学计划和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测试。学生也可以在

试题库中自行选择试题进行模拟测试。教师测试与

学生自测两者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地了解学生的自

主学习成效，起到督促学生努力学习的作用。《调查

报告》中提到，北京化工大学为防止有些学生在网

络自主学习过程中流于形式，他们将自主学习软件

中的学习材料收取出来变成题库。供教师经常性地

组织随堂小测验，然后用计算机阅卷的方式检验学

生是否真正自主学习。这种方法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

生进行个性化和自主式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的新要求，也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建立基于计算机的大学

英语自主学习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该中

心的建设不只是配备上百台的计算机学习场所。除

了应具备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以外，英语自主学习教

学资源库的开发和建设以及自主学习活动的开展

更为重要。因此如何建设和开发优质的英语自主学

习教学资源库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开展英语自主式

学习活动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M】．上

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李荫华．一场重大的教学改革——写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要求)(试行)公布之际【EB，OU。http洲www。edu．cIl，20040409，

3103579．8hⅡ111．200Ⅲ一09，
f3]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联

络办公室．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调查报告【EB／0L】．http：，／sf8．

船nu．edu．cn^Tans．够px?id=1152'2006．07—31．

【4】李光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发展的外语教学策略研究【J】．教

育科学，2007，(4)．

【5】胡壮辟．大学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

化叨．外语教学与研究，20叫，(5)．

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让学 责任编辑：曲晓红

Reneclio璐on EstabⅡshing Compute卜b硒ed AuIonomo吣Leaming Center of CoUege EngHsh
Zhao Lu

(DePanment of ForeigIl Languag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l，China)
Abst髓ct：ne Compute卜based Autono咖us ColIege En—ish kaming Center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favoraUe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for their autonomous English leaming and students can conduct their

self—directed le啪ing in the center tllrough Intemet and th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Autonomous kaming
on tlle Campus Network．h c帅also mobilize students’跚tonoHlous Endish—leaming initiatiVe arId foster

tIleir leaming ability while helping tllem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use En斟ish in an all—round way．In this

paper'the author expounds t11e Views 0n the necess．ty of establishing College English Autonomous l七aming

Center and providing Teaching Resources for seIf—access Leaming on Campus Network 鹊 well 髂 the

s№te舀es of c卸ryiIlg out叫to呻mic leam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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