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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blending learning combines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digital learning,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aces,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of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view of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 blended
learning model is proposed, and subsequently applied in teaching. Sixteen-week teaching proves
that blended learning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proficiency and their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reduce their speech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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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将传统教学和数字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
改革方向。本文分析了传统大学英语听说教学面临的问题，探讨了混合式大学英语听说教学优势，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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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学英语听说教与学的特点和需求，构建了混合式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模式并应用到教学实践。16周的
教学实践证明，该模式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英语口头表达自信心，降低学生口语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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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能力强且具备娴熟英语听说能力的人才，因此
培养大学生的听说能力应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但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英语口语教学一直是大学
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即使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笔试，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不具备有效的英语交际
能力，“哑巴英语”现象仍普遍存在。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要求加快对课程和专业的数字化改造，创新信息化教学与学
习方式，提升个性化互动教学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调要培养学生信息化环
境下的学习能力，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1]。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为改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提供了新的契机。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可以让教学摆脱传统教学模式
所受的时空限制，创建多元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实施线上和线下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朝着
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向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颠覆传统教学手段，重新定位师生角色，
丰富教学内容，将现代技术与大学英语教学紧密结合，能克服目前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极
大提高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2. 目前大学英语听说教学面临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长期存在重阅读轻听说的问题。很多高校没有独立开设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大学英
语听力或口语课程，口语和听力的授课只是综合英语授课的一小部分。评价体系中缺少专门测试口语能
力的考试，口语评分在课程评价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开设了听说课程，但限于班级规模和有限的课
堂时间，学生能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会有限，缺少口语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往往经过一学期的
英语学习，大多数学生的口语水平得不到提高。
教学内容单一和教学方法局限性大。大多数英语课程使用指定教材，讲解文章内容、结构和词汇成
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听力训练的内容也局限于四、六级考试听力练习，教学方法单一。课堂上教师播放
音频，学生做题，然后核对答案，缺少真实语言输入。有限的口语练习主要以教材里的文章为基础，旨
在激发学生对文章的阅读兴趣，缺乏语言使用的真实情景。学生学习态度和热情有待提高。受到课程设
置和应试教育环境的影响，很多大学生把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大学英语学习的目标，因此他
们花更多的精力备考，忽视口语的练习。因此，长期以来，学生学习口语的热情不升反降，口语能力滞
后，英语交流时学生往往表现出不自信和焦虑。

3. 基于移动学习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成为移动学习的主要群体。移动学习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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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生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运用移动终端开展学习活动。移动学习终端具有便携性、
社会交互性、情境敏感性、连通性和个性化等支持教育功能的特征，最适用于文化、理论性知识以及语
言类的学习，尤其适合具有音频类的学科学习[2]。2014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学习用户研究报告表明，在移
动学习内容分布方面，外语类内容的普及性使其以 89.3%的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学习内容[3]。
翻转课堂又称为反转课堂或颠覆课堂，颠覆了传统学习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
要求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完成知识的传授，课堂上学生通过各种教学形式，例如小组讨论、作
业、教师单独辅导等，完成知识的内化。教学流程由“先教后学”转变为“先学后教”，实现了教学流
程的逆序创新[4]。
何克抗在我国首次提出混合式教学概念，认为混合式教学把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教学的优
势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
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5] [6]。“互联网 + 教育”时代，混合学习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与数
字化学习或泛在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将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通过将教育信
息技术这一“要素”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课堂教学结构[7]。
“互联网+”背景下，课堂外学生能够进行自定进度的移动学习，完成翻转课堂的知识传授环节；教
师可以利用课堂时间组织个人探究、合作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加强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移动学习 + 翻转课堂 + 传统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
实现线上和线下学习的混合。

4. 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优势
4.1. 拓展授课和学习空间，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混合面对面的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使授课与学习活动不再局限于教室。互联网的全面覆盖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可以让教与学随时随地发
生。教师可以随时上传或更新网络学习资源，提供口语学习需要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互联网背景下，移
动学习、碎片化学习和微学习等可自定进度的学习模式在当代大学生中逐渐流行，有利于满足个性化需
求。互联网下的各种社交工具，如微信和 QQ 成为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互动交流的平台，有效填补
了课堂外的教学空白。

4.2. 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
传统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资源以教材为主，存在诸如教学内容滞后，口语话题陈旧等问题，导致学
生上课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互联网以其海量信息存储与共享，为听说教学提供了海量的丰富学习
资源。根据教学和学生需求，教师可以创建包括音频、视频、图片、动画等多模态的贴近学生生活的输
入型教学资源，追踪社会热点话题，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口语交流的能力。输出驱动假设认为就教学过
程而言，输出比输入对外语能力发展的驱动力更大，输出驱动不仅可以促进接受性语言知识运用，而且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新语言知识的欲望。课前丰富生动的以输出为目的语言输入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为开展课堂面对面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8]。

4.3. 转变教师角色，丰富教学方式
传统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中，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学方式单一，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播放音、视频，
核对答案和讲解口语知识，而学生缺乏互动交流的机会。结果，即使上了一学期的听说课，大多数同学
的口语水平提高幅度很小。互联网拓展了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也让教师可以尝试包括任务型、项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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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探索式和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王守仁指出混合式学习方式既要发挥
教师启发、引导、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
创造性[9]。在移动学习阶段，教师主要是学习资源的研发者和建构者；在课堂上，教师转变为学习任务
和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监督者，为学生提供互动交流的机会，同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反馈。课堂
外通过互联网下的各种社交软件，教师仍可对学生的学习实施监督和指导。

5. 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的建构
“移动学习 + 翻转课堂 + 传统课堂”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混合式教学模式(图 1)的构建思路是：有效
混合线上与线下学习、多样化课堂教学方式、创造“真实”的交际情景、促进有效交互、过程化教学评
价。

Figure 1. Blended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图 1. 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将学习过程分解为课前、传统课堂(课上)和课后三个学习阶段，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
在互联网空间可实现实时互动。课前，根据教学目标教师主要负责构建电子教学资源，包括音频、视频、
PPT 等多模态资源，目的是在面对面授课前就让学生在语言或文化知识层面有一定的输入，利于他们参
加以输出为导向的课堂活动；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以移动学习方式，自定学习节奏，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翻转课堂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解放了课堂讲授时间，使得课堂活动时间“延长”，如何设计课堂活动决
定了知识内化的质量[10]，所以在传统课堂上，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监督者，帮助
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而学生从传统被动学习者转变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有备而来”，积极参与到课
堂活动的每个环节，成为知识内化的主体以及情感体验与情感内化的主体。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也可为课
堂活动增添趣味，比如弹幕，电子投票等。课后，教师在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即可为自主探索型任
务，也可为小组合作型任务；多样化学习任务的完成培养了学生的探究合作能力。即使在课后，教师和
学生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在互联网空间也可保持实时联系，利于教师为学生提供实时课后指导，也利于
学生之间开展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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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效果
基于此教学模式，笔者于 2018 年秋季学期在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此课程历时
16 周，每周 2 学时，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教学对象为三个平行班，共计 93 人；综合多本听
说教材、网络资源以及笔者自建教学资源，课程内容主题化，为学生提供音频和视频资源作为语言输入，
创造“真实”的交际情景。课程教学理念为文秋芳提倡的“学用一体”理念，将产出活动作为驱动手段
和教学目标，将输入活动作为促成手段[11]。理解性“输入”活动与产出性的“输出”活动对接，将“学”
与“用”有机结合。在课前，教师根据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和需求，将包括视频、音频、Word 文档等语
言输入资料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或 APP 推送给学生，学生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开展自主学习，为课堂活动
的开展预先做好准备。课堂上，教师首先通过测验、提问或自评的方式检查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然后基
于课前语言输入，开展丰富的课堂活动，常见形式有小组/结对子讨论和汇报、小组表演展示、辩论、竞
赛等。动态形成性评价是课堂活动评价的特色。一方面，教师要及时点评学生的课堂表现，另一方面，
借助互联网，学生可通过弹幕、投票或打分等形式评价同伴的表现，把评价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学生，帮
助他们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提高学习效果。
为了检验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模式的教学效果，笔者在课程的第 1 和 16 周对学生的口语水平进行
评分，分别为前测和后测，并在第 16 周发放由 Horwitz 等开发的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12] (把量表中
的“外语”换成了“英语口语”)探究学生在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模式下的口语焦虑情况和口语学习效
果调查表。
口语水平前后测成绩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aired T-test statistic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表 1. 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统计表
测试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前测

93

76.55

4.500

后测

93

82.87

4.461

T值

P值

−33.415

0.000

从表 1 可以看出，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学生的口语评分平均提高 6.32 分，提高显著(P = 0.000 < 0.01)。
这说明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口语能力的发展。问卷调查结果也支持学生口语能力
得到显著提高的研究发现：85.6%的学生对用英语进行交流更有信心了，91.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口语表
达能力得到提高。
外语学习焦虑是“与课堂外语学习相关的自我意识、信念、情感及行为” (Horwitz et al. 1986)，口
语是最易引发焦虑的因素[13]。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整体上学生的口语焦虑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以下，
且男生和女生的焦虑值无显著差异，但对问卷中的具体题项分析时发现，在第 12 个问题：“英语课上主
动发言会使我感到尴尬。”男生的焦虑值显著高于女生(见表 4)。

7. 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下，经过 16 周的学习和操练，学生的口语能力得到了
显著的提高。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前自主学习，学生掌握了传统教学模式下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传
授的知识，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开展丰富的、让学生操练口语的课堂活动，把理解性“输入”活动与产
出性的“输出”活动对接，将学与说有机结合，让学生学有所得、说有所获。教师在课堂活动中主要充
当了组织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为课堂活动搭建“脚手架”，及时有效地提供活动反馈。学生是各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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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主角，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在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以致用，逐步提高英
语口语能力。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nglish speech anxiety
表 2. 英语口语焦虑描述统计表
人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90

1.17

4.07

2.6874

0.65866

Table 3. Independent T-test statistics of mean values between two genders
表 3. 性别独立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统计表
性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男生

53

2.7240

0.67481

女生

37

2.6351

0.64032

T值

P值

0.627

0.532

Table 4. Independent T-test statistics of question 12 between two genders
表 4. 独立样本 T 检验测试结果
问题
It embarrasses me to volunteer answers in my English class.
(英语课上主动发言会使我感到尴尬。)

性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男生

53

2.8868

1.13782

女生

37

2.3784

1.11433

T值

P值

2.111

0.038

在混合式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口语焦虑值处于中下水平，低于巫文胜、郭燕和徐锦
芬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口语焦虑研究结果[14] [15]。后者的研究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进行的，所以教学模
式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了语言和知识
的输入，问卷调查显示 97.8%的学生认为“活动前的输入，如观看视频或讨论，对我的口语输出有帮助”，
他们“有备而来”，有利于降低焦虑感；课堂活动设计主要以小组学习形式为主，教师走下讲台，融入
小组讨论，课堂气氛轻松、融洽，提升了学生学习体验的愉悦感，也有利于降低焦虑感。虽然在课堂主
动发言方面，学生总体焦虑感低于中等水平，但男生的焦虑感显著高于女生。以往的研究发现口语能力
和课堂参与方面，女生在一定程度优于男生[14] [15] [16] [17]。不论在何种教学模式下，女生整体上具有
更积极的学习取向。

8. 结论
本研究发现混合式听说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口语能力，增强了学生运用口语交
流的信心，并且他们的口语焦虑低于中等程度。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该模式有利于降低口语焦
虑。性别对口语焦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课堂主动发言方面，男生的焦虑感明显高于女生。
“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更多样化，这就要求除了专业能力之外，教师要具备基
本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有效开展“线上” + “线下”学习模式，将信息技术和
教学有效融合，切实提高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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