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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块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陈 军

(成都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四川成都610083)

摘要：当前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理论研究欠缺、课程设置不合理和学生写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将

现有读写课程进行改革，重点是要加强学生的语块意识。教学中注重语块的有效输入。创设合作学习的良好

氛围，进而建立“激活一创建”的图式化写作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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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培养学生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

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

面的信息交流”是大学英语的主要教学目标，对书

面表达能力的一般要求是“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

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点、

情感等。能在一般或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

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写作是大学英语教学

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写作教学的严重滞后造成了语

言输入和输出的严重失衡．影响了学生的英语能力

和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合作学习理论

合作学习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

一种教学理论与策略体系．该理论将合作学习方式

纳入课堂教学，小组成员互相帮助，从而最大程度

地促进学习，实现共同学习的目标。合作学习理论

的基本内涵是创立紧密结合与整合学习为一体的

学习方式．形成和改变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增进其

合作学习技能，发展批判性思维、推理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Cuseo指出：有目的地组成小组，明确小组

任务和个人责任，促使组内成员相互交往和依靠，

注重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发挥指导者的支持作用

是合作学习理论的主要特征。旧

(二)图式理论

Cook将图式定义为语篇过程所必需的思想表

达，是人脑中存在的整体以及有关某一领域的专门

知识，即一种“知识结构块”。僻语块包括：(1)短语，由

一个以上单词组成的固定短语；(2)搭配，以较高频

率出现的单词组合；(3)惯用话语，具有固定语用功

能的单词组合；(4)书面语中的框架和引语，作为篇

章组织手段，其形式和功能固定或半固定；(5)谚语、

名言等。自然话语的90％是由那些处于单词和固定

短语间的语块实现的。131

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

需要将输入知识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对新输入知

识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人脑中已存的信息图式、

框架或网络。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

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图式是认知的基础，在

大脑中形成后会对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组织、

理解和记忆。口语和写作属于话语产出部分，阅读

和听力则是话语理解部分，传统的图式学习理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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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话语理解部分．图式对学习者的作用也可以

体现在话语产出部分。

(三：)语言输出假说

Swain针对Krashen提出的可理解输入假说

(comprehensible input)提出了可理解的语言输出假

说(comprehensible output hypothesis)，她认为学习者

要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仅有可理解的输入是不够

的，必须使学习者充分利用现有的语言资源对将要

输出的语言进行思考，输出的语言才更加恰当、准

确、容易理解。叫壬何孤立地讨论输入和输出的重要

性都割裂了两者内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

证关系。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涉及了不同的认知过

程，输入的重点在于对意义的理解，而输出要求学

习者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要斟字酌句。更加注意语

言的形式。Swain还提出合作学习能实施语言的注

意＼触发功能、检测假设功能以及元语言功能三大

输出功能。151

二、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写作教学理论研究薄弱、教学模式落后

外语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

代，直至80—90年代，国际二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

才蓬勃发展起来，由于交际法教学思想的影响，过。

分强调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写作能力的发

展，我国的外语研究者对二语写作研究的热情不

高，外语写作教学理论研究的边缘化使得英语教学

者对于该学科的教学理论不太关注。

外语写作教学模式经历了文本分析阶段的控

制性作文模式(the controlled composition model)、对

比修辞模式the contrastive rhetoric model)、写作过

程模式the writing process model)3种教学模式的

发展过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也层出不穷，如

结果法、过程法、体裁法等以及几种教学法的结合

或变式如体裁过程法、体裁对比分析法、任务教学

法等等。161但遗憾的是，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结

果法长期居于垄断地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最

后的写作成品为终极结果，是一种机械的语言知识

的输入和输出过程。

(二)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畏于写作

从下表可以看出，考生的写作平均得分率为

39．2％-59．13％，远远低于相应的及格标准(9分)，即

使像清华大学85级至91级连续7届学生的写作

平均成绩也均为不及格。与前几年相比，虽然学生

的总体英语水平和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他

们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写作成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

进步，基本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ff]
表1 全国99级至03级学生四级考试中写作总体平均成绩

级别 成绩

99 5．88

00 6．62

01 6．87

02 7．52

03 8．87

根据孙秀芳的调查，只有10％左右的学生乐于

英语写作，5％左右的学生无所谓。而85％左右的学

生害怕写作，而对持否定态度的学生进一步提问其

害怕写作的原因．其中65％的学生认为不知道如何

在写作时正确用词及应用语法。iSl学生对写作缺乏

积极性，从动机上讲，他们没有兴趣学习写作；从目

的上讲，一些入勉强学习写作是为了期末考试能通

过，或者是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再者提高写作技

能费时多见效慢，不少学生认为英语写作难，出现

畏难情绪，不愿进行写作训练。

(三)课程设置单一、教学时数有限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院校都没有开设独立的写

作必修课，写作教学一般放在精读课中进行，在具体

的教学实践中，教材中精读课每单元的授课时数多

的10学时。少的4学时。教学的大致安排和主要内

容仍较为传统，教师讲授的重点多为课文、词汇、语

法和课后练习。数据统计表明，41．6％的班级写作周

课时只有0．25节，24．3％的班级写作课等同虚设，

82％的学生也认为写作课的课时偏少，一学期学生

的作文练习数量平均为4—8篇，86．1％的学生认为

现在的写作教学过于随意，缺乏系统性，84．5％的学

生认为写作方法单调．83．3％的学生则认为不合理。朗

教师批改作文和撰写评语工作量大、耗时多，学生

的写作得不到教师的及时指导。

当前流行的大学英语教材大都以精读、泛读、

听力、语法、快速阅读等为主要构件，而很少有配套

的写作教材，与写作相关的内容。大都分插在各学

期精读教材的课后练习中。不仅分散、铺排较广，且

时间跨度较大、难成体系。

三、改进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途径

(一)改革精读课教学，有针对性地讲解写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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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是写作知识和技巧的源

泉，前者是接受他人信息，后者是接受他人信息基

础上模仿他人传送信息的方式来输出自己的信息。

阅读与写作是一种典型的、跨物理、心理和生理等

若干领域的活动，牵涉到人类认知、借助语言符号

和语言意义在交际和信息生发、传输、接收等过程

中极为复杂、微妙的生理、心理以及思维的活动(见

图1)。阅读是化解语篇表征构建特征的逆向运动，

要求阅读者解读作者通过共同认知的语言符号负

载的信息和内容，使语言意义化、图式化、实物化；

写作是阅读的逆向运动，要求作者利用共同的语言

符号来负载、编码易于为阅读者解读的信息内容。

使信息内容语码化、文字化、图式符号化、实物抽象

化。

图1 阅读与写作二元关系示意图

精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充

分利用精读教材，利用教材中的一些优秀文章和段

落辅助写作练习。巩固、学习一些重要词语、句型的

用法，通过语篇分析掌握文章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不但要注重给学生讲解基本词汇的用法、词与词的

搭配、过渡词语的运用等语言知识．同时还要讲解

基本句型、句型变化手法、各种形式的篇章纽带等

写作知识，帮助学生把感性的知识通过内化上升为

理性的知识，让学生能够理解并最终写出比较复杂

的句子，而不是简单句的堆砌，阅读应该做到三个

层次：comprehension(理解)--+appreciation(欣赏)_+

production(产出，即写作)，只有这样做才能从阅读中

获得最大收获，最终写出优秀的文章。

(二)提倡语块写作教学，背诵范文与大量练习

由语块理论可以得出，语块可以增加记忆容

量。信息以语块的形式储存更易于日后的检索和提

取。对于语块的掌握无疑会增加英语写作的流畅性

和准确性。在写作过程中．学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无法把所要表达的词组和句子准确地写出来。学生

大脑中储存的英语语块有限．在输出时不能立刻提

取信息，只能从记忆中的大量单词搜取相应的词语

进行编码输出．而输出的结果又常常是大量孤立的

单词，影响了词汇的检索和提取，为改变这一状况

就应提倡语块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语块的意识。

为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应打破按照语法规则孤立讲

解词汇的状况。围绕着词语、句子、篇章来组织语块

的输入和输出，使学生学会用语块联系语境，来构

建完整的句子和语篇。

学生由于缺乏语块意识，输入词汇信息时要特

意加强语块的显性学习。在学习单词阶段应注意词

语的搭配，并保证词语在语境中使用；注重句子的

固定表达方式，提高输出的效率；注重篇章的衔接

和句子框架语句，由于文章的发展手段的不同要使

用不同的连接词语或词组。例如：用于表示列举顺

序的连接语：for one。thing⋯．for another⋯；one⋯，

another⋯，still another⋯。如果文章的发展方法是比

较法，常常用以下这些过渡连接语：in tIle same

way；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in contrast to，but，although。whereas。

(三)刨设和谐的合作学习氛围

写作不是一项孤立的语言输出任务。而是可以

充分共享知识的合作学习。合作学习能不断引起即

时输出量与质的微小改变，对语言学习的最终结果

具有解释的价值。学生之间为了验证语言形式的假

设而进行形式协商，并常伴有修正、信息和观点沟

通的需要，能激起更多学生参与内容协商。合作写

作，合作写作教学可以创设和谐的学习氛围，用新

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影响学生的积极情感因素，

缓解个体因害怕负面评价而产生的焦虑感；合作写

作任务分担、经验共享。改变个体在班级中原来的

地位，避免高焦虑个体产生回避和退缩现象。

合作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

给每个小组及成员提出具体的学习任务。小组成员

分别负责某一部分的学习。同时又相互帮助与协

作。一个小组能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取决于全体组员

的共同努力，学生在小组中扮演不同角色：记录者、

组织者、素材提供者、汇报者、协商者、评价者，每个

成员都应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合作写作的具体形式

有：(1)分工阅读报刊和文学作品．浏览网站，收集

作文佳句，按照不同体裁归类句型；(2)互相分析语

言错误形式，建立高频错误语料库；(3)利用英语写

作沙龙拓展写作经验交流等等。

(四)建立“激活一创建”的图示化教学模式

写作需要生动的图式的有机结合，应该将图式

理论有机地与英语写作教学相结合，启发、调动学

生已有的图式，并帮助学生不断构建完善其形式、

内容图式库。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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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已经具有了一些相关的写作图式，教师能在教

学中成功地将这些图式激活。段落是构成篇章的基

本单位。段落写作教学时，应该先给学生构建这样

一个段落图式：主题句一推展句一结论旬(见图2)，

再提供范文。和学生一起来分析出其中的主题句、

扩展句和结论句．这样学生头脑中段落写作的图式

就会变得更清晰。其次．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

段落主题是否具有可写性。扩展句是如何对主题进

行详尽论述的．结论句是否起到了对全段的强调、

总结等作用。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激活和构建图式

知识过程，学生才能掌握段落写作的技巧。’

圈2段落图示创建过程图

结束语

从语言习得本身和其社会价值看．输出尤其是

书面语言输出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写作是大学生英

语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的综合体现。但写作教

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练习不多且学生缺少必要的

写作基础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想达到预期目标．使不同地

域、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不同水

平学生的英语能力都能有所提高，就必须从教学实

际出发，认真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健康协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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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unks in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Chen Jun

(Foreign Language DepaCtment,Chengdu Medical College，Chengdu610083，China)

Abstract：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ngoing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clude：the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s，unreasonabl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students7 low motivation in writing

et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 should be

reformed with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awareness of chunks，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el-

fective input of chunks，creating a collabom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building叩。Stimulating-Creation”

writing teaching mode．

Key Words：Chunks；College English；W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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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卢中.LU Zhong 预制语块与大学英语作文教学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3(1)
    通过预制语块的研究成果,从二语习得的角度,论述了预制语块在英语作文教学中的三个优势.利用预制语块进行作文教学,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传授

语块学习的知识和策略,鼓励学生"死记硬背",以及增加语块输出机会,这样才能为大学英语作文教学找到新的思路.

2.学位论文 陈小近 语块在大学英语四级议论文写作中的实证性研究 2008
    本文是语块理论之于大学英语四级议论文写作的实证性研究。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词汇、语法的传授与纠错为核心内容，容易忽略语言作为整体

的提取和使用，忽视语篇及语句的构建对写作宏观层面的意义。语言学研究者对提高英语学习效率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讨和尝试。近年来，语块理论因

其融合形式和功能，体现了语义、句法及语用之间的关系而获得了广泛关注。在理论上语块能够促进语法规则的习得，有助于语言表达的地道性、流利

性和连贯性。

    然而对该理论的实证性研究，特别是语块理论之于中国大学生的议论文写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理论

研究基础上，修正语块教学法，通过对Lewis语块教学模式的考查，结合注意理论，本研究给出了“语块注意-语块输入-语块接触-语块练习”的教学模

式，即通过注意语块，输入语块，广泛接触语块，语块练习，使学生在四大类语块(即聚合词语块，句子构建语块，习俗语语块与短语架构语块)的习得

及应用方面有所提高。并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系大学一年级一个自然班3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为期四个月(从2008年3月至2008年6月总共16周)的教

学改革。为了证明教学改革的有效性，本研究借助SPSS软件对试前试后的学生议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维度主要集中在四大语块，即聚合词语块，句

子构建语块，习俗语语块与短语架构语块的使用方面。

    本研究第二个目标试图发现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写作中：(1)语块分布状况如何有何变化；(2)语块句法特点有何不同；(3).中国学生所采用的语

块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差异是否有所缩小.

    在进行语块认知与培训后，学生的议论文写作在地道性，连贯性，流利性上有所提高，体现在语块的如下变化：(1)短语架构语块出现明显增长，聚

合词、句子构建语块也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学生对短语架构与句子构建语块的驾驭能力明显增强。与培训前比较，习俗语语块均未出现显著增长

。这说明在培训之后，在口语中占相当比例的习俗语语块在书面用语中仍然占小部分，学生对语块认知加强，开始注意并采用本族语者的语块使用策略

，地道性明显提升。(2)学生的语块类型也发生明显改变，在短语架构语块中，介词语块和动词语块开始增多。在句子构建语块中，语块选择上开始使用

形式主语所引导的语块，从句语块增加。句子种类出现多样性变化，说明学生已经有意识地从整体的角度来组织句子、构建语篇，并用具有逻辑关系的

语块陈述观点，因此文章的连贯性明显增强。(3)很明显可以看出，学生的语块使用策略与本族语者开始接近：开始避免过度使用人称+情态动词语块以

及主动句构建语块，身份标记明显减少，多使用议论文所特有的语块来陈述观点。语言以整体的形式提取和使用，说明学生在用语的流利性上有较快提

高。

    本文根据研究实验结果，对目前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有益建议：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要加强识别语块的能力，使学生大量接触真实的语境资

料，学会通过双语的对比，习得真实的语块，避免在英语写作的过程中应用母语习惯与母语思维进行自我创造。此外，传统的诵读与记忆的教学方法

，在二语习得中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应继续提倡发扬。

3.期刊论文 张欣.ZHANG Xin 预制语块在大学英语过程写作法教学中的运用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1)
    写作是心理认知活动,也是思维创作和社会交互活动.针对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一直很薄弱、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极慢的问题,本文将"预制语块"与

"过程写作法"联系起来,灵活运用过程写作法的教学理论和原则,探讨了行之有效的、易于操作的写作教学模式.力求在写作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调动学生英语写作的积极性,树立自信,从写作中获得乐趣,培养学生时预制语块的应用能力,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期刊论文 郭锦辉 "预制语块"在大学英语"过程写作法"教学中的应用 -辽宁教育研究2008(8)
    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一直很薄弱,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的速度极慢.长期以来,广大的一线英语教师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试图改进写作教学,如写长法

,过程写作法等,但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着不足.实践证明,将"预制语凑"与"过程写作"巧妙地联系起来,可以培养学生对预制语块的敏感性和适用能力,提高

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能够走出一条行之有效,易于掌握的写作教学模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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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刊论文 刘莉.戴臣军 如何在大学英语演讲教学中利用预制语块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
    利用预制语块加强演讲训练不失为大学英语演讲教学中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提出在大学英语演讲教学中利用预制语块的四个步骤,以期为大学英语

演讲教学提供一些借鉴.

6.期刊论文 王林.朱凡希.Wang Lin.Zhu Fanxi 语块预制与网上聊天的口语交际探讨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05,24(2)
    众所周知,语言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交际,而交际的关键是得体、流利的口头表达.但长期以来,大学英语的教学主要是围绕着"四、六级"笔试而展开

的.这就为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留下的缺陷.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强大学英语的口语教学?本文认为"语块预制、网上聊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

手段和新尝试.

7.学位论文 周艳 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口语中词汇语块研究 2007
    语块的概念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词汇，指兼有词汇与语法特征的多词板块。虽然词汇的板块性长久以来被视为边缘现象，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

随着语言及语言习得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语块是真实语言中不可忽略的现象。许多研究者已达成共识：语块不仅

是构成语言的基本成分，也是语言学习和教学的理想单位。语块研究的不断深入让人们对真实的语言与语言学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对原有的认识产

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语块研究也由此成为近几十年来语言及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及趋势。

    语块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但相关实证研究相对于其理论研究仍是个新课题。本文以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为基础，对

60名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参加专业四级口语考试的语音及转写文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其口语中的语块使用进行深入研究。着重分析以下

四个问题：

    (1) 学习者的语块能力与其语言水平之间是否相关?

    (2) 任务类型的不同是否会对语块使用产生影响?

    (3) 学习者对不同类型语块的使用是否存在差异?

    (4)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块使用有哪些特点及不足?

    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水平高的学习者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语块，语块能力与语言水平密切相关；交际环境对语块的使用有较大影响，学习者在交际目

的强的任务和环境下会更多地使用语块；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在交际性强的任务下使用的带语用功能的语块远远多于不带语用功能的语块，在交际性

较弱的环境下，不同语块的使用差别不大。本文还指出，中国英语学习者，即使英语专业学习者，其语块能力还有很大的欠缺，使用的语块也倾向于单

一、重复。本研究结果有力证实了以前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作者讨论了本研究对于语块学习及教学的启示，并提出了现实可

行的语块教学方法。

8.期刊论文 陈小近.CHEN Xiao-jin 预制语块与大学英语议论文教学 -保定学院学报2009,22(3)
    预制语块理论因其融合形式和功能,体现了语义、句法及语用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关注.在理论上预制语块能够促进语法规则的习得

,有助于语言表达的地道性、流利性和连贯性.

9.期刊论文 周维利 论预制语块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企业家天地（下旬刊）2010(6)
    语块是英语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介于语法和词汇之间,是整体习得并储存在记忆中的范例,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英语习得过程中,却被经常忽略的语

言现象.本文从语块的内涵出发,归纳了语块在大学英语写作中的作用,并探讨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10.学位论文 周勤 “投入量假设”对语块附带习得的影响的研究 2009
    二语教学和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词汇习得。尽管人们对词汇习得的过程仍然不甚了解，但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学习者容易学会其投入多的新词。

Laufer和Hulstijn（2001）的“投入量假设”（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使这一概念可操作化。他们认为不同的学习任务会诱发学习者不同程度

的“投入”（involvement），学习者的投入程度越高，词汇附带习得效果越好。而“投入量”可以用“需要”（need）、“搜索”（search）、“评估

”（evaluation）这三个因素来量化。目前国内外基于“投入量假设”所做的词汇研究仍主要关注单个的词而不是语块，鉴于语块在二语学习中的重要

性，本论文主要研究“投入量假设”对语块附带习得的影响，以期找到有助于语块学习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通过三项任务（阅读理解任务，阅读理解加填空任务、目标语语块造句任务）调查了不同投入量的任务对附带习得的语块产出性知识的影响

。三个非英语专业自然班的学生在阅读同一实验材料后分别完成了三项任务之中的一项。根据频率和实用两个标准从实验材料中选定了10个目标语块

，用控制型测试调查了受试的语块形式在即时和延时测试中的保持。对前后两次测试结果用SPSS.1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发现：阅读理解加填空任务、目标语语块造句任务对语块形式的保持效果明显优于阅读理解任务，但投入量最大的目标语语块造句任务和投入

量中等的阅读理解加填空任务这两组没有明显的组际差异；“评估”因素对这两个任务的影响并不如“投入量假设”所设想的那样具有明显差异性；输

出任务比输入任务明显有利于语块形式的保持。此外，研究初步验证了：整体储存的语块以渐进、逐步的方式习得（Schmitt，2004）。

    本研究对当前我国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语块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词汇习得的效率，而语块习得需要附带习得和刻意学

习/显性学习的有机整合。教师应设计各种输出任务来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语块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语块学习意识，使其拥有更多的语块知识；同时，鼓

励学生最大程度、长期地投入语块学习，并且在不断地使用中巩固这些附带习得的语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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