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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学习者关于例句听写带给他们全新的学习体验为依据，从学习者认知的角度分析了例句听写对学习者所起到的

“语言酵母”作用，指出句子听写融输入与输出于一体，融语音与语法于一体，不但对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有多重积极影响，而
且能够提升学习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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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来看，听写是衡量学生综合

部语法，待语法学完，学生就获得了较熟的语法知

语言能力的有效手段。听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语

识和一定的语感 ；学生接着学习类似作品，很快就

言学家 Hughes 把听写分为五个过程，即语音输入 、

取得了读写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能力。

速记 、解码、储存和书面输出，涉及到多种能力和

当前我们的高职学生，因语篇储存量极少且

知识，如语音、词汇语法、判断推理能力、记忆能力

少复习，远未形成“语言酵母”，而且高职学生对英

［1-6］

。虽然听写要求学生

语学习的态度不太积极，英语基础相对薄弱，语篇

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把它记录下来，但 Morris 指

储存对他们而言难免负荷过重。可以说，高职学生

出，听写所测试的，远非只是拼写，还包括学生对于

不但缺少语言知识上的酵母，也缺少学习态度上的

、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等

［7］

听到的材料做出积极的再解释

。我国老一辈外

“酵母”。他们对英语的学习，大多停留在记一些单

语专家，如陆佩弦、许国璋、李观仪、董亚芬、桂诗

词，对英语有一种因觉得无用无力而有的疏离感，

春、胡文仲等也对听写持十分肯定的态度。

且对涉及语法的句子生成和英语的应用有一种畏
惧感和焦虑感［6-7］。 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上课的

1

例句听写与语言酵母
发酵是用微生物改变物质的形态、成分，或利

用微生物的生长产生有用的代谢产物。发酵后，淀

设计，把他们所学的单词作为“引子”，利用单词用
法的例句进行发酵，提升其语言技能从而缓解其焦
虑感并提升其胜任感和信心呢？

粉等物质便于人的消化吸收。在外语教学中，知

综观关于听写对外语教学的作用的研究文章，

识是技能的酵母。约一百年前，欧洲外语教学改

都是从研究者认识的角度概括总结出其作用和意

革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法国人戈安（F.Gouin，1831-

义。为此，本文旨在探讨作为学习的主体，学习者

1896）提出了发酵理论。外语学习中的发酵，指的

对句子听写这一教学手段的认知 ：他们对这一教学

是精选少量的语言材料，通过熟背熟写，以之作为

过程对自身的作用有什么切实体验？他们从这一

吸收、发展语言技能和能力的引子，将外语知识转

教学过程中有什么收获？他们学习中的焦虑感是

化为技能、运用能力的总技巧。日本曾用过这种方

否因此而缓解？

法进行英、俄语学习。具体做法是选一篇短篇原文
名著，在了解句意而不讲解的情况下，让学生反复
模仿熟读，达到语音正确，应声听懂，开口能说，提
笔能写，易地能读 ；然后用这篇材料让学生学习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某职业技术学院非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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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二年级两个班的同学，共计 60 人。两个班的英语

49

学生对例句听写的切实感受

课曾经分别由一外聘教师担任。从开学之初了解

感受的性质

人数

到的情况是，学生们没有进行过听写训练，而且由

积极的

56

93.3% 趣味性强，学以致用

中性的

4

6.7%

负面的

0

0%

于多种原因，学生普遍对英语课抱着例行公事无所
谓的态度。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不论是课文还是练习，其中总有语言点。本研

究从每课的语言点出发，通过为期一个学期的以语

3.2

言点的使用为着眼点的例句听写，观察例句听写对

比例

原因
在下边写还可以，但我害
怕到黑板上写，因为怕写
不出来尴尬
无

例句听写所带给学习者的收获感
绝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例句听写这一课堂环

学习者所起到的“语言酵母”作用。

节，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练习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收

2.2.1

常态化例句听写
一改传统语言教学过程中对材料中语言点的

获。这种收获不但表现在他们明显感到对词汇记

运用提供例句给学生看的方式，而是由教师口授

误的发音被矫正了，还表现在他们感到对所听到的

相应语言点的实用例句让学生以听写句子的方式

句子的反应能力的提高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如表 2

进行，把所听到的句子记录下来并加以理解，看自

所示。

忆及运用的能力提高了，对语法的巩固加强了，错

己所写出的东西构成意义的程度如何。一般每个

表2

句子由教师报 4 遍，并根据句子长短和难易程度增

收获
人数 比例
程度

减所报次数，目标是为使大多数同学能接受。每
个句子的听写都由两个同学到黑板上进行，其余
同学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并明示积极上黑板写的
平时成绩加分。每听写完一个例句，教师就黑板

很大

58

一般

2

上同学所写的当场进行订正并讲解句意和其中的
语言现象，让大家整理并记住。下一句换人上黑
板听写，每次听写 3-4 个例句，时间大约 10 分钟，
并使之常态化。
2.2.2

我写我所感
例句听写训练持续一个学期后，期末考试之

前，请同学们课后以例句听写为题，结合具体实例

3.3

写出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主要内容包括 ：你对
例句听写有什么感受？为什么？例句听写带给你
什么收获没有？如果有，是些什么收获？由于是观
点和感受类的自由陈述，每个同学都能从自己的角
度坦诚说出几点。所有同学都提交了这份作业，细
陈了自己的感受。

3

研究结果

3.1

学习者对例句听写的切实感受
将学生在学期末所写的例句听写感受进行梳

理和归纳，分为“正面的和积极的”、
“中性的”和
“负面的”三类，发现绝大部分同学对这个练习环节
非常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本课所学的词汇、词组、搭
配、句式等马上就派上了用场，而且许多都和日常
生活相关，学以致用，很有趣味性，如表 1 所示。

学生觉得例句听写所带给他们的收获
收获具体表现

巩固了所学到的知识，让我记忆深刻；
锻炼了我的反应能力，让我能在语境
中体会到每个单词的用法；暴露我可
能出现的各种拼写错误，提高了拼写
96.6 能力；帮助我回忆以前的单词，也会
学到很多新的单词；通过老师的发音
来纠正我的发音；激发了我学习英语
的热情，也使我更自信；提高了我的
听、写、朗读等多种能力；使我在运
用句型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3.4%

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害怕英语，但现
在感觉好些了

学习者对英语课情感体验的变化
例句听写不仅仅使学生觉得在听力和写作能

力上有很大提升，也使他们对英语这门课的情感体
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们因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和收获而感到很开心，从而燃起了更大的学习热
情，对自己的英语学习能力也变得更加自信，焦虑
感大幅度降低甚至消失，如表 3 所示。
表3

4

学生对英语课情感体验的变化

原来对英语的感受

常态化例句听写后

无聊，紧张，
枯燥，没信心

有趣，开心，很有新意，气氛很棒，
越来越喜欢英语，更自信

讨论
例句听写逐步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信心，

也就是说对学习者的焦虑感起到了大幅的缓解作
用，同时增强了他们对英语学习与应用的胜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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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数学生在高中阶段未接受过专门的听力训

的例句内涵与质量的重要性。学习者对于与日常

练，进入大学上英语听力课时，由于听懂的内容较

学习和生活相关的表达非常感兴趣。因此，教学设

少，易产生紧张情绪，而且越紧张越听不懂，越感

计者所选取的例句，最好是其内容会使学生感到是

到不知所措，从而缺乏自信。而例句听写因负荷小

与其学习或生活的某方面有关联的句子，因为这样

而使其产生了愉快的胜任感，感受到原先学的“正

他们会有更多的学以致用的喜悦感和愉快体验，而

一点点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一训练过程让学习

这种愉快的学习体验更能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的

者惊喜地体验到了其语言知识的发酵。实际上，不

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但语言知识发酵了，更重要的是其学习态度也发酵
了，燃起了学习热情。在此训练过程中，需要注意

5

结语
例句听写融输入与输出于一体，融语音与语

以下几点。
教师语音语调要准确到位
长期的例句听写使学习者在愉快的学习体验

法于一体，融所学与所能于一体，对学习者有多重

中感受到了自己多方面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听力

“语言酵母”作用，不但使其在听、说、读、写等各

和口语发音，还有写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教师

方面都感受到了自己能力的提升，而且极大地激

作为例句的口授者，其语音语调无形中对学习者起

发了学习兴趣，使其产生了胜任感，大幅度缓解了

着示范的作用，所以需要很准确。

他们英语学习的焦虑感，增强了其信心，起到了语

4.2

言知识与能力和学习态度与热情方面的双重“酵

4.1

例句要与当天学习材料相关

的积极影响，例句听写训练对他们起到了明显的

本文从总体上看是从学习者认知的角度看句

母”作用。

子听写的“语言酵母”作用，但具体谈的不是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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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Cognitive Report on the “Language Yeast” Effect of Example-sentence Dictation
Based on Learners’ Own Learning Experiences
LIU Xin-juan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
Based
on
the
original learning experience given by learners on example sentence dictation, this paper
Abstract
analyzes the“language yeast”effect of example sentence dictation on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own
cogni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sentence dictation, integrating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ing phonetics and grammar, not
only has multiple positive effects on learners’language skill and ability but also enhances their sense of confidence.
（责任编辑 陈晓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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