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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validity of College English in most colleges in China needs to be improved. Ecological
Ideologies and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if combined together in a sensible way, can be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validity and quality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ecological theories can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methods, and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anwhile, the Internet provides platform and plenty of materials for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two can optimize College English clas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teaching.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ecological class, and tries to propose several ways to
construct the College English ecological class via a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s the guiding theory
and the Internet resources as a platform an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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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英语课堂近年来出现失衡状态，教学有效性和教学质量需要提高。关注人的认知体验、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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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性化教学、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生态课堂能通过不断调整课堂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使课堂保持
动态平衡，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为生态课堂的建立提供契机和媒介。本文以生态学
理念为指导，简要分析了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失衡原因；在生态课堂的基础上尝试阐明大学英语生态课堂
的内涵；并提出依托互联网构建大学英语生态课堂的几种途径和应注意的几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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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刘长江等在题为“实施研究性学习，创新英语教学观念”(2008)的文章中将大学英语课堂面临的问题
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视教师的教，轻视学生的学；重视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的培养；重视对课
堂的控制，轻视对课堂的开放；重视对学生的统一化培养，轻视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重视学生的接受
性学习，轻视学生的探究性学习[1]。这“五重五轻”不只是大学英语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各教育阶段
英语教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甚至是很多课程课堂教学的普遍问题。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五重五轻”
反映了大学英语课堂的生态失衡状态。作为生物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之间较难建立高效、互动、可持续的
动态平衡，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造成教师不乐教、学生不乐学的局面。教师
不乐教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发现精心准备的每一堂课都在唱独角戏，学生最终学到的知识
不超过自己所教的十分之一。学生不乐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近年来，互联网和教育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如果能将其与本校大学英语教
学实际恰当结合，互联网将有可能成为打破目前失衡状态，重构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平衡的媒介。

2. 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失衡现象管窥
2.1.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内涵之探讨
生态课堂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的课堂形态。概括地说，生态课堂就是“运用生态哲学的理论、方法
和思维指导建构的课堂，是遵循生态规律、蕴含生态理念、彰显生态精神、体现生态气质的课堂”[2]。
它由教师、学生、课堂环境和外部环境组成一个微观生态系统，包括课堂中的环境生态、文化生态、行
为生态、心理生态、关系生态等[3]。生态课堂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发展”为旨趣，承认并尊重学生的
“个体性”和“自主性”，以人(学生、教师)的生命价值为本，寻求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重视学生的
自主发展和成长，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生活体验”和“生命的整体发展”[4]。它主要研究主体因
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如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主体因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师生与教学资料、资
源、设备、平台等之间的关系；师生与课程要求、课堂规范、课堂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生态学基本
方法和理论与课堂中的各生态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生态课堂重视学习的体验和过程，尊重学习主体
的个体性和全面发展，有助于教育本质的回归，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正当下教育功利化的现象。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就是以生态学理论、方法和思维作为指导的，由师生共建并关注师生认知领域发
展和生命价值体验的健康、和谐、可持续的，针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大学英语课堂。它是课堂生态系
DOI: 10.12677/ces.2018.64052

327

创新教育研究

周方方

统中一个更微小的系统，由作为主体因素的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以及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
环境因素构成，如师生关系因素，制度因素，课堂文化因素，师生心理因素，教材、资料、资源因素，
教学媒体、设施、设备因素，学生学习的媒介工具，课程和教学活动的安排，桌椅的摆放等等。在这种
理想课堂上，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师生共同参与课堂、建设课堂，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在良性的交
流互动中，各种信息与能量在师生间高效传递。教师能从与学生的对话中汲取营养和灵感，不断丰富专
业知识、提高教学效果，促进职业发展并获得成就感。学生不仅能提高语言知识，而且能通过这门语言
对世界有所了解，对生命有所领悟，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认知能力和文化思辨能力，有助于未来人生和
事业的发展。

2.2.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失衡现象及原因分析
宏观来讲，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上文中提到的“五重五轻”。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在多数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讲教材、学生学教材、期末考教材，学生学习大学英语的
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相关考试，而不是提高人文素养。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以考试为
目的的教学无法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更无法关注学习主体的认知体验和生命体验。缺乏有效刺激，
学生容易失去学习兴趣。这种兴趣的缺失反馈到课堂上，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容易使教师产生职业
倦怠。对教与学均不利。二、多数大学英语课堂缺乏师生交流互动，缺少人文关怀，师生关系比较淡漠。
师生在情感和心理上彼此独立的状态影响上课心情和效果。三、共性教学无法很好地满足学生个体差异。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仍以教师集体讲授为主，但这种以多数学生为基础的共性教学无法实现个性化教学，
无法有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在满足一部分学生学习需求的同时，很可能会牺牲掉其他学生的学习
需求。学习刺激的缺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一部分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的英语水平反而容易
驻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四、多数学生实际认知水平和教师对学生的认知期待不符合。教师在设计课
堂活动时可能过于理想化，忽略多数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致使课堂交流互动难
以有效展开，影响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学英语课程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但目前的课堂却无法兼
顾。在有限的学时内教师被要求既要夯实学生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还要培养学生
跨文化交际和文化思辨能力，同时传递必要的西方主要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学、历史等文化背景知识。
备课量、信息量、任务量之大可想而知，教师常常顾此失彼。为了使学生能取得相关级别证书，很多高
校大学英语课堂主要以讲授语言知识为主。对工具性的强调和对人文性的弱化无法使学生对大学英语课
程产生持久且浓厚的兴趣，无法满足学生的个体认知需求，也无法助力学生生命领域的发展。二、大学
英语教师教学任务均较重，总课时量偏大，一般会带 4 至 5 个班级，周课时量在 16 至 20 之间。班级多，
班级人数多，英语课时又有限，造成学生人均课时少之又少。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完成教学任
务，多数高校的大英教师不得不采取以讲授为主的授课方式对学生进行整体教学，根本无法顾及学生的
个体差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开放式、探究性、个性化学习。三、大学英语课程极具延续性和系统
性。学生之前建立的包括认知水平、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合作意识等在内的认知因素和心理因素直接
影响大学英语的教与学。受中学学习内容和授课模式的影响，多数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他们更愿意
听教师讲而不是开口与教师和同学互动，课堂活动难以有效开展。另外，由于多数中学阶段的英语教学
只强调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忽略听说能力，使得很多学生不适应大学英语课堂，有的学生根本听不懂教师
的课堂指令，更无法完成师生间或同学间以英语为载体的互动交流。以应试为主的高中英语教学和以人
文为主的大学英语教学之间跨度较大，对听说方面能力的要求更存在断崖式的差距。如果教师不能深入
了解学生基础、不能科学合理衔接，那么课堂教学势必无法有效进行。四、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影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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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学生每周两节英语课，只能在上课时间才能见到教师。课堂上，教师授课、学生听课，没有
时间与教师进行深入交流，唯一的互动可能是课堂提问；课下，教师要备课、批改作业、做科研、开会、
培训、照顾家庭等，没有太多精力主动与学生探讨学术或人生问题，学生也不太会主动和教师取得联系。
师生之间的交流大多局限于发布作业或相关通知，对知识或人生经验的探讨少之又少。有的学生可能在
整个大学阶段都没有与英语教师进行交流互动的机会。总之，多数大学英语课堂已不能有效激励和提高
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力，亦不能有效刺激教师的教学欲望，对教师职业发展无益。因此，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改革和课堂生态重建势在必行。

3. 依托互联网构建大学英语生态课堂的几种途径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有利于解决以上提到的共性问题和每所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所面
临的个性问题，有利于学生的个体需求、有利于实现教师、学生、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互联网，大学英语教师可以对自己学校学生的基础做详细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教学材料
和资源，制定具体、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方案；通过互联网，教学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教学无限
延伸；通过互联网，师生间可建立持续的互动互联机制，及时获得教学反馈，并不断修正教学方法，以
达到课堂的动态平衡。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活起来，并高效传
递。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平衡：

3.1. 引进或打造适合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平台
目前，国内几家大型出版社都提供教学平台，如外研社、外教社等。这些平台提供教材的在线学习，
并根据学习情况给学生打出过程成绩，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减轻了教师负担，方
便了师生对教材的把控，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但这些平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平台主要针对出
版社所出版的教材，不利于教师自主整合网络资源。二、平台把纸质版教材搬到网络上，学生主要学习
的仍然是教材，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三、有的平台虽然可以补充材料，但无法监
控学生对补充材料的学习情况，不能给出分数，因此无法有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四、平台学习资源更
新不及时，甚至不更新。针对这些情况，大学英语教学部可以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申请添加一些功能和
模块，或者申请让学校花足够的精力和财力打造适合本校的教学平台。平台应有测试功能和学习功能，
能根据学生的选择自动跳转到相关教学资源库或习题库，能监控学生的学习内容和过程，能根据学习情
况给予适当的评分，还得有作业提交和自动评分功能，并能将班级或全校的优秀作业共享，并通过大数
据反映普遍存在的问题，给教师不断调整教学策略提供事实依据。好的教学平台能有效监控和促进教与
学的开展，使教与学都事半功倍。

3.2. 建立立体化教学资源库
教材再好，也只是针对大部分学生的共性学习，不利于个性化学习，因此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教
学资源库势在必行。在建立教学资源库时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难度要有梯度，要承认并接受学生的学
习差异性，照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二是材料要多样，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兴趣爱好，为他
们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具体来讲，可搜集与教材内容相关的、不同难度的、且以英语呈现的社会、文
化、历史等背景知识，文学读本或选段，影视、演讲、讲座等视频或音频，新闻，论文等，让学生依兴
趣选择，促进其自由、自主发展，在培养人文素养、文化思辨能力的同时，也提高语言能力。另外，生
态课堂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共生，因此学生也可以是教学资源的贡献者。师生共建资源库可加强教与
学的互动，促进资源库可持续发展。教学平台需能监控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要加强相关检测，以促进
学生有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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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适合本校学生的习题库
根据本校学生实际语言水平建立习题库，加强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操练。可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等级，
对不同等级的学生提供不同难度的习题。每一个等级的习题要有系统性和延续性，涵盖听、读、写、译。
比如一级为低水平，二级为中等水平，三级为较高水平。一级题目较为简单，二级题目难度中等，三级
题目难度较大。根据需要，教师可引进高考题、四级题、六级题、考研题、托福或雅思试题等，供不同
水平的学生进行操练。学生基础差异确实存在，横向比较没有意义，关注学生自身纵向提高才有意义。
只要学生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材料，并被有效督促，就能在原有的基
础上有所进步，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更易自我激励，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以互联网为
载体的教学平台能打破集体教学所带来的弊端，真正做到个性化教学，体现生态的丰富多样性，利于生
态主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4. 培养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
有了平台和教学资源，学生就能进行网络自主学习。此时，网络状况、网络应用水平、计算机应用
能力、计算机使用的便利度都会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意愿。首先，校方需要给学生提供快捷的网
络和便捷的设备。其次，大学英语教师需抓住学生入学关键期，培养学生运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习惯，
并辅之以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操作培训。校方教学管理部门应辅助大学英语教师做好此项工作。本人对本
校 17 级学生做了问卷调查，收回问卷 602 份。数据表明，76.25%的学生更喜欢教师讲授，53.16%的同学
更喜欢交纸质作业，43.52%的学生可以熟练操作电脑进行学习，59.97%的学生认为网络平台可以有效促
进英语学习。数据说明：一、多数学生受高中时期学习习惯的影响，严重依赖教师，不善也不愿花时间
和精力进行自主学习。所有生态因子都有惰性，打破花盆效应很难。长期被动学习养成的习惯在最初会
严重制约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但只有适应了新的学习方法，健康的课堂生态才有可能建立。二、
相当部分的学生能意识到网络学习的优势，但还有近四成学生没有意识到网络学习的好处。可能是因为
不了解，也可能是因为不习惯。因此，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推广的力度还需加强。三、四成学生可以熟练
操作电脑，意味着六成学生的电脑操作水平需要提高。技术是影响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之
一。个人认为，相较于手机，电脑的屏幕、键盘、操作性更占优势、更符合生态性、更利于学习。缺点
是不能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因此，学校还是需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方便的学习设备。
除此之外，还应优化考核方式和评价机制。评价机制是利用网络构建生态课堂的制度保障。公评、
有效的评价机制能促进学生的学习，低效、缺失的评价机制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然教学资源和
习题库是立体化、分层次、多样性的，那么考核方式和评价机制也应该是多样的。在考核上，可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线上部分要有习题操练和自选资源学习的过程成绩和最终成绩。线下除了要有期末统考成
绩外，还要考虑学生课堂活动的参与度，网络学习在课堂上的反馈效果，正式作业和其他形式的小作业，
如与教学内容或与网络自主学习内容相关的小论文，对教学的感想、建议，英文朗读、演讲、影视配音、
歌曲等。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力和自主性。教师应根据不同的考核方式制定评价标准，务
必做到公正、客观、一视同仁。各部分考核项目所占比例也需要不断研究、调整，以得到科学、有效的
数据，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学英语教学部也可制作专门针对大学英语学习的量化评价表，让
学生对自己在每个学期英语学习方面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价，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反思、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为今后学习指引方向，也为教师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状况提供参考。

4. 依托互联网建设大学英语生态课堂需处理好几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教师、学生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生态课堂是多维互动的关联性课堂，课堂是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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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多元互动的生态系统[2]。在生态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与网络之间存
在多元、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课堂的动态平衡，促进信息和能量的有效传递。传统课堂
中，课堂上的主要关系是师生关系。互联网介入教学后，课堂上的主要关系是教师、学生、互联网三者
之间的关系。课堂已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是经由网络延伸到了图书馆、宿舍、网络自主学习中心、甚至
学生家里。教师需协调好自身与学生、自身与网络、学生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网络成为积极
因子，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教学的开展；处理不当，网络成为消极因子，阻碍师生间互动，拉
大师生间距离，甚至将学生拒于课堂之外，无法保证教学的有效开展。
其次，应处理好网络教学资源与课本教学资源之间的关系。课本资源系统性强，有配套课件、练习，
甚至还有免费教学平台，非常省时省力，但资源相对单一，教学内容相对封闭，不利于分层次个性化教
学。网络资源丰富、新鲜，但零散，需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才能建立起优质的教学资源库，但一旦建好
可实施分层次个性化教学。教师在整合网络资源的时候，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避免不加甄别大量滥用，
毕竟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单一的课本资源或网络资源都不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途径，只有将二者
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需求。教材与网络教学资源，谁是本，谁是辅？针对不同的定位该采
取何种考核方式和评价方式？各占比例多少？这些都是需要教师考虑的问题。
再次，要处理好传统教学法与新型教学法之间的关系。生态课堂提倡新型教学方法，注重师生间探
讨和互动，注重线上线下的关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和学习体验，为师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但这并
不是说新型教学方法可以取代传统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法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少有外界因素的介入，
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于教师所讲，这对于解决语言输入和操练等方面所遇到的共性问题非常有利。另外，
课堂有思想和灵魂的交流，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而人机交流则无法做到。因此，网络是辅助、是
媒介，它的有效性在于教师的把控。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和感染仍在课堂上。
总之，建立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捷径可走，也无法一蹴而就。生态课堂也没
有终点或统一的模式，它更是一种构建课堂的动态过程。各校应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互联网为大学
英语生态课堂的建立提供了媒介，使课堂“活”起来成为可能。不管使用何种媒介，教师应把工作做到
实处，切忌盲目跟风或形式主义。此外，作为语言工作者，大学英语教师还应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
不断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态课堂，更好地运用生态哲学理念指导自己
的教学和育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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