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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n English Language Productive Ability and Optimal Course Design. The book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of English Teach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psycholinguistics and curriculum. In this book, the optimal design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 based on language output mainly
involves three aspects: course obje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These innovations bring new ideas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als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to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outline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and give a brief appraisal fro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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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对《英语产出能力与课程优化设计研究》一书的评介。该书是一部从心理语言学视角和课程视角
探索有效的英语教学途径的著作。书中基于语言输出的外语课程优化设计主要涉及课程目标、课堂实施
和课程评价三个方面，这些方面的创新为中国英语教学的整体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当前中
国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概述此书内容并对其进行简要
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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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谓是空前的方便和快捷，对于文化背景不同，母语
不同的世界人民来说，英语作为全世界通行的语言，为他们的交往搭起了一座“语言之桥”。在我国，
英语早已成为考核人才的必备科目之一，随着我国英语等级量表的逐步建立，英语语用能力将成为衡量
英语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依然是以理解为主的输入型教学，而输出型的教学方
式如口语和写作则成为了教学中的“软肋”。这样的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能在考试中取得较好的英
语成绩，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会显得十分局促。过于注重输入而缺少输出的教学
会使得学生缺乏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英语交流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教学终极目的上讲，语言产出才是
获得语言使用能力的中心环节，在实际的教学中却得不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江西
师范大学刘春燕博士/教授在其专著《英语产出能力与课程优化设计研究》一书中，着眼于全面提高英语
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英语素质，提出通过课程设计的高度，探讨基于语言输出的外语教学系统改革，
全面理顺课程、教学与评价的关系，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外语学习者及教师进
行考察，探讨如何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产出能力并全面发展学习者的语言使用能力，进而实现教学效果的
最优化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2. 内容概述
该书共 16 章，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划分为两大板块，理论研究又分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以及语言
输出视角下的外语课程，实证研究又分普通高校学生英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以及基于语
言输出的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

2.1. 绪论
第一章绪论部分就该书的研究背景、必要性、研究思路等作简要的阐述，同时对该书的缘起、研究
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也进行简要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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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该部分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介绍了输出假设及输出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主要介绍 Swain
(1985) [1]的输出假设及其后续研究，从社会文化论的视角、语言互动中的修正后输出与反馈和作为中介
的语言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输出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以及笔者提出的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作用的理论
模型。
第三章阐述了二语产出的心理语言学机制，主要综述母语产出模型及在此基础上由 De Bot (1992)
[2]，2004 [3])、Green (2000) [4]和 Kormos (2006) [5]等所做的二语产出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接着对二语产
出的一些新近的发展进行了专题的综述，包括二语产出的心理语言学模型、二语产出与控制、影响二语
产出的因素及个体差异等。
第四章回顾了二语口语和写作的发展研究，主要从语言的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综述学习者二语
产出能力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该书重点考察中国学习者口语和写作发展特点，并指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
存在的不足。

2.3. 语言输出视角下的外语课程
该部分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五章从课程设计的角度上阐述如何将语言输出渗透到课程的每个环
节和要素中，首先论述课程计划、教学、评价与语言输出的关系，接着重点探讨以语言输出为导向的课
程计划、教学和评价。
第六章在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外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确立的历程，阐述了应用
型外语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人才学习的目标，同时提出应用型外语人
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育目标由知识、技能、元认知和自我系统构成的能力结构框架。该框架是基于信
息处理过程、注重学习者主观能动性、注重应用型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注重学习者高阶心智技
能的培养的目标体系。
第七章以语言输出为切入口对高校英语课程进行了系统的教学设计。该课堂教学设计针对我国学生
输出能力弱的特点，利用语言输出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强调对教学目的、教学大纲、教材设计、教学
过程、教学评价等要素和环节进行整体优化设计，从而实现以写促学、以说促学的学习效果。特别提出
了以语言输出为驱动的“输出-输入-输出(Output-Input-Output, OIO)”课堂教学模式。
该书根据新的教学培养目标提出了促进学习的多元评价模式(第八章)，并论述了这种新型评价模式的
具体评价方法，如量规、自我评价、绩效评估、电子学习档案等。作者着重讨论了二语语言测试中新兴
的任务型测试模型及其测试指标等。此外，针对输出型的外语教学，作者特别考察了口语测试和写作测
试的具体任务设计和评分方式。

2.4. 普通高校学生英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
该部分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九章是二语口语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发展研究。作者对江西某
二本高校英语专业的十几位学生进行了一项为期近两年的跟踪研究。对英语专业入学新生两年内进行了
三次口语测试，运用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的测量指标对三次测试样本进行定量分析，从中得出其口
语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
第十章为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自主学习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作者采用大规模问卷的方法调查了
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自主学习能力现状，并对五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口语自我效能、口语能力归因、教师、
同辈群体及班级氛围和口语自主意识)进行了调查，建立了假设模型，随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验证该假
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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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是二语书面语复杂性发展研究。该研究通过每周收集一篇作文的跟踪方法，从语言复杂性
的六项测量指标来考察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纵向的写作发展变化，分析学生在一年内作文语言复杂性的
发展轨迹及特点。
第十二章是二语课程中二语书面语发展的个案研究。该章以香港本科生课程中二语写作课程为个案，
检验了该学习者的二语课程中的书面语发展。重点考察了官方课程、实际课程、隐性课程、课外课程中
的语言输出活动，以及这些语言输出活动在促进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2.5. 基于语言输出的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
该部分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基于语言输出的英语课程最优化设计的思路，作者对英语专业的综合
英语课进行了两轮的教学实验(第十三、十四章)。第一轮以江西省某高校英语专业 2010 级三个自然班的
学生为被试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实验。通过考试成绩、问卷、对学生的访谈和教师周记等方法收集该课
程的评价数据，并检验教学效果及师生对该课程的评价和态度。第二轮以江西省某高校英语专业 2012 级
两个平行班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实验，该实验在第一轮实验的基础上增加语言输出任务的多样性与课外
学习指导，并以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问卷、口试、笔试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检验其英语专四成绩、口
语和写作成绩及交际意愿是否有所提高。
第十五章汇报基于语言输出的课程改革中的人文教育特征。主要以课堂观察的质性数据考察基于输
出的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愿景、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师发
展等方面，探讨该课程优化设计在人文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十六章是该书的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主要总结该书的研究成果，指出该书的不足、发展前景及
后续研究的方向。

3. 简要评价
毋庸置疑，《英语产出能力与课程优化设计研究》一书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著作。纵
观全书，其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作者从语言输出的视角对我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语言产出能力的发展规律与特点、课程
优化设计及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作了全方位的探讨，理论研究立论独特，阐释详尽，颇有见地；实
证研究设计合理，系统全面，科学可信。国内专家早已注意到语言输出在习得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写长
法(王初明，2005) [6]和产出导向法(POB) (文秋芳，2015) [7]，该专著是在这些方法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提
升和实践改造，试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体系。
第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该书中不仅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而且在理论上博采众长，结合
了二语习得和心理语言学领域中的 Swain 的输出假设及其后续研究、Levelt (1999) [8]的母语产出模型、
第二语言产出的心理语言学模型和二语产出的一些新近的发展，以及二语口语和写作发展的研究成果，
具有理论上的开放性。作者从理论上阐述和概括了语言教学系统工程中的课程、教学、评价各环节和要
素，并结合语言输出的视角提出语言输出的外语课程目标、以输出为驱动的教学模式、促进学习的多元
评价模式等作为该书的理论基础，其中蕴含大量的理论创新。首先，作者创造性地建立了语言输出在二
语习得中作用的理论模型(第二章)，突出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既是习得的结果，更
是习得的原因，而语言产出能力只能通过输出活动来培养。其次，作者认为若要全面提高学习者语言产
出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就必须将语言输出落实到课程的每一个环节和要素之中(第五章)，具体实施如下：
在计划阶段，设计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时，应将语言输出能力作为重要培养目的，并将说和写的能力用
具体的、可测量的方式描述出来，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外语人才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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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及由知识、技能、元认知和自我系统构成的能力结构框架(第六章)；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作者提倡以
说促学、以写促学的“输出-输入-输出(Output-Input-Output, OIO)”课堂教学模式(第七章)，该教学模式是
作者基于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而设计的，是对传统教学法的改进，也是交际教学法的发展与应
用，但并非否定传统教学和交际教学；在教学评价阶段，作者指出对语言输出的评价既要考察学习者的
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更要考察学习者实际的语言使用能力，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使用促进学习的多
元评价模式(第八章)。丰厚的理论研究与科学的实证研究相结合不仅为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提供了
保证，而且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第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该书主要采用了教学实验的研究方法，但考虑到其存在的局限
性，增加了问卷、个案研究、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分析、访谈、教学周记及课堂观察等多种数据收集手段
对所得结果进行三角验证。特别是在普通高校英语专业语言产出能力的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中，不仅对
学习者的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进行了分析，而且还研究了学习者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对口语学习自主
能力的影响。定量分析中采用了先进的分析技术和手段，如 RANGE、COOLEDIT、SPSS 等。此外，还
专门有定性研究考察基于输出教学在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使用这些方法便于研究者
立体地考察学习者语言产出能力发展规律及基于输出的教学的效果，同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
所需工作量大，耗时、耗力，尤其是口语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发展研究中的录音和转写工作；书面
语复杂性发展跟踪研究中要分析学生长达一年的作文语言复杂性的发展轨迹；书面语发展的个案研究；
历时三年的两轮教学实验等，不仅体现了本研究的科学性、真实性和系统性，也反映了作者深厚的专业
知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科研态度。
第四、将课程优化设计的理念引入教学改革[9]。课程设计就是要对所有课程要素进行整合和管理，
它不仅包括教学大纲的设计，而且包括需求分析、教学环境分析、教学目标的设定、课程安排、有效教
学的实施、教学材料和设计、以及对整个课程设计的评价。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筹
优化，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这一理念使得我们突破教学方法的改革的局限，全盘考虑课程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来看教学效果的优化。从微观的角度来说，课程设计具体到每一堂课便是教学设计，在第七章、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中，作者通过实施基于输出的教学设计探索了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
第五、紧贴一线教学实际，直面一线教育工作者最现实的需求，颇具实用价值。目前我国英语教学
的现状是，教师在教学中倾向于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输入性课堂，忽视口语和写作的输出教学，从而导致
学习者往往具备丰富的语言知识却缺乏实际的语言交际能力。该书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着力于
探索输出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把输出渗透在课程设计中，其研究成果表明：该书在理论上初
步提出了我国高校外语课程的理论建构；将课程设计的理念引入教学改革，提出基于语言输出的英语专
业课程优化设计，其目的指在突出语言输出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改革我国英语专业课程与教学实践中
的重输入、轻输出的教学理念，培养出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外语实用人才；在语言测试方面，基于普通
高校英语专业语言产出能力的现状，教育管理者应当改进语言测试的方式方法，尽量加大口语考试的比
重，更加侧重语言的应用能力，促使学生重视语言的使用，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识记；两轮教学实验
结果为英语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六、编排体例清楚明了。该书属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论著，为了展开研究，作者
首先对高校外语教育培养目标、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作用的理论模型及促进学习的任务性评价等方面
做了理论的梳理和建构，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
与之相匹配的是“以说促学、以写促学”的以语言输出为导向的外语课堂教学模式和“促进学习的任务
型评价”，最后通过对二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规律与特点的研究、基于语言输出的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
改革的实验研究对作者的理论研究进行论证并赋予其现实意义。总体上，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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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板块，理论研究又分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以及语言输出视角下的外语课程，实证研究又分普通高校
学生英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以及基于语言输出的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
当然，还要看到该书的其他方面。首先，该书只在综合英语课程中实施了基于输出的教学设计优化
改革，而没有对课程设置开展相应的改革和实证研究，这样，课程实施的实际效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取得的成果也受到限制[9]。此外，该书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也存在一些局限，如，在学生口语语
料的研究中选择对象时因转写的工作量大而没有采用统计意义上的大样本，书面语发展的个案研究中选
取香港高校非英语专业课程中二语写作课程而不是英语专业的课程。今后的研究可扩大研究样本，以获
得更大的外部效度。最后，该书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西省某些大学的英语专业的学生，这些结果和发现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还需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

4. 结束语
该书是针对英语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项先行研究。作者立足于我国
实际，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课程设计的高度探讨了基于输出的外语教学系统改革，
不仅给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带来指导性意义，更为将来以输出为主的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
了科学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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