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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测试中的“盲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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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专业测试中存在许多“盲点”，这些‘!盲点”涉及洲试目的、测试内容、命题技巧、成绩分析以及评估等各个环节。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测试效度和信度，进而给教学带来不少负面效应。依据语言测试理论对种种“盲点”的生成原因和负面影响

进行剖析，有助于测试者认清语言测试的本质，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以提高美语专业测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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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测试的功能被扩大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多高校，成

就考试作为评价学生学业的重要手段，取代了终结性评估，

因而在学籍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专业考试也不

例外。事实上，不论从测试理念到考试目的．从考题设计到命

题形式，或是从考试实施到成绩分析．语言测试实践中的误

区和盲点是普遍存在的。

所谓。盲点”通常是指容易被人们忽视或不易发现的某

些问题。这里讨论的。盲点”即是测试者在英语专业测试中出

现的误区或时常忽视的问题。通过对语言测试理论的研究和

实践的反思，不难发现在英语测试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盲点”。毫无疑问，这些隐性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了测试的效度和信度，进而对语言学习和教学产生了负

面反拨效应。

二．“盲点”与剖析

英语专业测试中的盲点可能出现于测试的每一个环节。

这里选择测试目的、测试内容、试题数量与测试时间、测试提

示语、测试分析及成绩评估六个方面进行剖析。

1．测试目的不够明确

测试目的是语言测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测试者这

往往是最大的盲点所在。这一盲点的表征是：考试与教学大

纲脱节。测试者往往对形式的关注胜于对内容的关注。他们

首先解决的是如何考，即决定采取什么方式、什么题型以及

相关权重等问题，而不是明确应该考什么．因此在实践中留

下了较大的模糊性。导致这种模糊性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

点：其一。由于大学教育的特点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同的

教师对同样的教材会做出不同的处理，教学内容和重点也不

尽相同。其二．课程大纲对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描述大多是指

导性和概括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其三，专业课程的成就考试

基本上没有考试细则可依，大多由任课教师独立命题。事实

上，成就考试与水平考试有着本质的不同。。成就考试的最大

特点显示在它与教学大纲的关系上。成就考试可以说是基于

教学大纲内容上的考试，即svUabus-based。”【I芦这种考试的

目的应该“在于告诉学生他们学了些什么。强调的是调动积

极性，而不是区分性”。12}．因此脱离教学大纲的成就考试具有

盲目性．它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能误导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方法．如过于注重题型练习和题海战术，甚至导

致学生迷失学习方向。

2．语言能力与知识失衡

。语言测试的主要用途在于推断受试者的语言能力”。阿

但种种迹象表明英语测试中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普遍存在。

怫‘阳如在测试内容方面，语言知识的比例往往超过语言的能

力；就测试形式和方法而言，分离式试题多于综合性试题，客

观测试题多于主观测试题，间接测试多于直接测试。显然结

构主义类型的测试模式依然在语言测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导致语言测试中知识与能力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测试者对语言能力结构缺乏认识；二是对语言能力测试手

段的贫乏。前者是认识上的误区，后者则是力不从心。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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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如何明确界定语言能力结构(1anguage幽“ty con—

sLnJct)、如何将结构效度(cons岫ct validjty)落实到测试任务

(teBt t船k)中以及这种结构是否与测试目的紧密相关。都是

测试者务必深度思考的问胚。就可行性(pmctic枷ty)而言，由

于人为的避重就轻心理客观存在。测试的理想往往不得不向

测试的现实条件妥协。Hug}les曾敏感地发现：。测试内容往往

是取决于测试的容易度，而不是测试的重要性”。l瑙这可谓一

语道破天机。不可否认，这种避重就轻以及加大精确度和客

观性的策略有助于提高测试的信度，但同时应该警觉：获取

这种信度是以牺牲效度为代价的。因为测试内容的重要性是

决定内容效度的重心所在，重要内容的缺失必将导致测试效

度的缺失。

测试中语言能力与知识的失衡往往导致了。高分低能”

的结果，换言之测试的分数无助于说明受试者的语言能力。

正如PahIIer所言：。从语法和词汇测试中得到的分数未必能

助于我们推断受试者分析篇章结构的能力”。闭Ⅲ此外测试的

反拨效应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由于测量的精确度难以把握而

受到冷落．而测试中被冷落的东西往往成为教学中被忽视的

东西。阳口这便是一种具有危害的反拨效应。

3．试题数量与时间配置不当

这个同题比较隐性．通常不会引起测试者足够的关注。

题量多了，考生无法按时完成，教师自然是吃力不讨好。但更

为常见的问题是题量不足。这种现象似乎在期中考试中更为

普遍。显见的情形是考试时间过半，考生就开始交卷了。不少

教师对此见怪不怪，似乎也不是原则问题。由于命题者即是

阅卷者，大多教师都会将命题与评卷综合起来考虑。除了对

试题质的方面的考虑，试题的数量与时间则是控制变量。减

少试题必然省时省力，因而。偷工减料”便成了回避工作压力

的捷径。而测试时间基本上按照常规而定，且执行中还可能

酌情凋整。实际上，试题数量和答题时间直接影响到测试的

效度与信度。对于知识点而言(如语法和词汇)，数量往往反

映了覆盖面(covemge)，测试的覆盖程度即是效度的一个重

要指标；对于技能而言(如完成某项任务)，量与时的变量都

关系到答题(pedb肿锄ce)的质量，此外还可能因受试者应试

策略的不同而影响到测试的公平度。试题数量偏少往往会在

增强答题的难度和偶然性的同时降低了测试的信度。因此在

考试设计中．测试者务必用效度与信度的尺度来适度把握试

题的数量与时间。尤其要避免题量过少和时间过多的问题。

4．提示不明．节外生枝

与其他盲点相比．提示语的问题影响面相对较小，因此

也更容易被人们忽视。试题提示语的作用在于告知受试者要

做什么和如何做．必要时可提供范例加以说明。在英语专业

成就考试中因提示不明而导致学生节外生枝的情形偶有发

生。在通常情况下，此类问题多出现于某一特定的群体中。比

如对于已经教过～年半载的学生．任课教9币会认定学生熟悉

并理解试题要求，因而忽略了提示语的清晰性。实际上这种

认定毫无保障。尤其对于产生性运用试题．在缺乏范例的情

况下，时常总有部分考生因误读或曲解提示语(一般均采用

英语表述)而影响了答题。比如要求将两个句子改写为主从

复合句，结果变成了翻译或解释句子。虽然此类问题往往以

个别形态出现．但它对考生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对测试信度

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此类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借用

Hu小∞的话说，。命题者不该依赖于学生的心灵感应力来引

发所希望的行为”。酗因此为了帮助受试者正确理解题意、熟

悉测试的形式和答题要求，以避免答题失误，命题者理应提

供明确的提示语和必要的范例，这无疑是提高测试信度的措

施之一。

5．试题分析表面化

对测试成绩缺乏深度分析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同题。通常

情况下，教师在评卷、登分之后便上报、通报成绩，有时还会在

评卷的同肘让学生查卷并核实成绩。近年来随着评估的推广。

教师手册中加上了分析报告。主要对分数的大致分布，如最

高分、最低分、平均分等情况进行一般的统计和简要评述，大

多属于表面文章．而对于更具意义的一些指标，如标准差

(SD)、试题难易度(P)和区分度(D)等却很少涉及，更不用说

测量误差和评分误差等内容了。其实关注成绩．本来无可厚

非。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成绩总是一个敏感的指标。其原

因不言自明。多少要归功于应试教育的大背景和分数驱动的

管理机制。但问题是不可厚此薄彼．尤其对于成绩测试而言，

对考分的关注显然不是目的所在。对于测试者和教学者．不

仅要注意到学生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度分析发现测试

背后所隐藏的信息。HugIl髑认为语言测试与教学的关系应该

是一种伙伴关系(pa咖e璐hip)。郾不能指望测试只跟着教学

走，应该要求它对好的教学发挥支撑作用，而在必要时对差

的教学起到纠正作用。试题分析至少要取得两个方面的信

息：其～。为学生提供诊断性意见。即让他们了解自己学习的

现状，在看到进步的同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明确下一个阶段

努力的方向。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引导学生自我分析，了解

个体差异，以便对症下药。其二。为教学提供指导性和纠正性

意见。不仅要让教9币了解学生的表现如何．更重要的是要反

思此类问题，比如测试达到目的没有；就测试内容和题型。哪

些有待改进；这种测试会产生哪些反拨效应；今后在教学方

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可见加强测试分析有助于发挥积极的

反拨效应，增进教学与考试的和谐发展，促进“教考合一”。刚-

6．将期末考试作为终结性评估

这是一个致命的盲点。所谓终结性评估其特征就是一次

性检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检验通常依赖于终结性测试。在

不少高校，期末考试即作为课程终结性测试，将考试成绩(通

常以分数的形式)作为评价学生学业的主要依据纳入学籍管

理。虽然部分学校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定比冽的半期考和平

时成绩，但分数的决定性作用和主导地位井没有改变。这种

。以分取人”的评价机制在客观上夸大了考试的功能，强化了

应试教育，甚至导致了学生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偏差，进

而影响到语言综合能力的发展．引发出重知识、轻技能和。高

分低能”的现象，甚至还可能引发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以测

试取代评估是以偏概全。测试理论研究早巳证明：测试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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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评估。作为评估的一个部分，测试的功能和作用是很有

限的。阳而作为一种测量手段，并非所有的测试都具有评估

性。把终结性测试作为教学评估的唯一或主要依据显然是不

够客观和全面的。因此专家呼吁要“改变现有的考评形式，以

确保将学生能力的提高落到实处”。印

三．应对策略

英语专业测试中存在诸多盲点，究其原因大多在于教

师，但管理层面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客观地说，要从根本上

排除这些盲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采取相应措施，是

完全有可能缩小测试中的盲区、减少它们给语言教学造成的

负面影响的。

1．提高语言测试理论素养

在英语专业测试中．大多教9币扮演的是多元化的角色。

他们既是教学者，也是命题者，同时又是阅卷者和评估者。因

此教师的素质将直接影响到测试的效度与信度。然而英语9币

资队伍的建设与教学的需求并不相适应。据专家调查，教师

短缺和进修资源匮乏乃是目前英语教师队伍建设的最突出

两个问题。即·I邶t出近年就一些地方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素质

的调查还表明：教师普遍匮缺语言测试基础理论知识。比如

对测试效度、信度等基本问题大多是一知半解．因而在测试

的各环节中出现种种盲点也不足为奇。⋯芦要走出应试教育

的种种误区。转变传统的测试观念，必要前提是理论武装。测

试理论素养的提升必定增强测试者对各种盲点的辨别能力

和透视力。比如对于效度与信度的关系、测试内容和方法与

反拨效应的关系、如何提高测试的效度与信度以及如何挖掘

正面反拨效应等问题的反思有助于减少测试实践中的盲目

性。毫无疑问，加强教师语言测试基本理论的素养对于保障

语言测试的质量具有战略性意义。自我进修与在职培训相结

合是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手段。这既需要个人克服困难实现

自我进修与发展，又需要职能部门创造条件尽可能提供脱产

进修或短期培训的机会。

2．加强测试手段的改进与创新

在提高理论水平的同时．专业教师还必须与时俱进，掌

握语言测试的新方法和新技巧。就实践层面而言，以下三个

方向的努力是很有必要的。其一，要掌握基本原理和方法，不

断改进测试手段。测试者必须在把握各类题型优劣的基础上

扬长避短，深入了解外语测试改革的新动向和新方法，通过

提高测试的真实性和互动性来加强对语言能力的测试。其

二，应加强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y)。由于计算机科学

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许多教师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应用

能力已跟不上教学发展的步伐，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外语教

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f-邪书因此加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学

习，是网络时代对教师角色多元化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有利

于发挥计算机在测试中的优势，提高测试、阅卷、分析和反馈

的速度和准确性，而且还可以拓宽客观性试题的范围，鼓励

学生开展自我评价。I籼其三，还需加强统计方法在语言测试

分析中的运用。在提高语言测试艺术性的同时，提高测试分

析的科学性。比如通过差异分布和回归系数等检验手段纠正

主观性测试的评分误差。I-，一总之，加强测试手段的改进与创

新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拉近和缩短测试与教学

的距离。

3．完善考试与评价机制

改变“以分取人”的终结性评估机制是大多高校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修订说明》明确提

出：。各校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教学情况和需要以及各门课

程的特点和要求，在各个阶段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

和检测。”I娜4同时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评估。”对此．学校管理层和职能部分理应担负更多

的职责。他们在强调规范化管理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决策的科

学性．比如现实中某些对测试及成绩的管理条例恰恰强化了

分数的功能和作用，从而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

此要借鉴多维度的测试与评价手段．首先要求管理层和测试

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打破常规

以建构起更加完善的考评体系。目前国内外测试与评估理论

的研究表明：形成性评估(fo皿ative as驼ssmem)可以弥补终

结性评估的缺陷，从而实现优势互补。I琊⋯概唧9“‘形成性评

估具有重在过程。以学生为主体和以人为本的特点。这种评

估方法着眼于学生的各种真实的课堂表现和课外学习活动，

关注点从考试成绩转向了学习行为，将主要通过对学习行为

的观祭、信息收集、建立档案、分析反馈等综合手段，让学生

通过自评、互评和评教等方式参与到教学的评价过程中，发

现问题、进而改进学习过程以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这

提高了评估的客观性和透明度．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学习空

间和自主性。也呼唤着学生更强的自觉性。它不仅可以摆脱

应试教育的阴影、促进教育模式的革新，而且可以有效地促

进教学相长，有利于学生语言综合能力的发展。无疑是一种

更加开发的、更具活力的、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估方式。【研陟肼

四、结语

事实上．语言测试中的盲点远不止以上这些。对语言能

力测试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测试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现

有条件下摒弃测试也是不够现实的。剖析英语专业测试中盲

点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认识语言测试的目的和本质特征，加强

对测试效度与信度意义的认识，以助于专业教师发现自身测

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减少盲目性．并逐步克服及排

除各种盲点。通过教师测试理论素养的提高和测试手段的改

进．通过管理层观念的转变和评估机制的完善，英语专业测

试的效度与信度会得到有效的提高，测试的反拨效应也会得

到优化．语言测试与教学的伙伴关系将更好地朝着“教考合

一”的和谐境界键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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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liIld Spots iIl English Langllage Assessment for the English Major
Ding LiIning

(Depanment of Forei印却ages，S柚miIlg Unive璐ity，sanmin9365004，China)
Abstnct：In E时ish language觚8essrnent for the English major'there exist、俩ous blind叩ots，

coVering testing purpo∞， content' test—writing， ∞oring， №t 肌alysi8 and ∞ o玛 which have af!fected tlle

Validity and 『eliabili哆 of tests and teachiIlg and le帅ing 舾weU． Backed up by testing tIleori∞，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helpful肌alysi8 of the blind spots f醅l柚gIlage teste巧，卸d proposes tIlree praIctical

sugge$tio咖to improVe the te8t quaJity．

Key words：tIle En曲sh majoE Ianguage酗se6sment；blind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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