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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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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思辩能力培养—基于口语教学的行动研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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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

份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

□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师 □其他人员

起止

年月1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牛刘伟 性别 男
出生年

月
1983.12

专业技术职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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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无

最终学位/

授予国家
硕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邮政编

码
510091

电话 020-83493027

通讯地址

主要

教学

工作

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

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09-2010 大学英语
高职一

年级
576 外语系

2011-2014 综合英语
高职一

年级
864 外语系

2013-2015
商务英语视听

说

高职

一、二

年级

180 外语系

2013-2015 跨文化交际

高职

二、三

年级

108 外语系

与项

目有

关的

研究

与实

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14
基于项目的商务英语口语能力培

养实践研究

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

2013
商英专业学生口头沟通能力的培

养—基于新闻播报的行动研究

广东理工职业学

院

项

目

组

总人

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

士

后

博

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1 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2-3 年，开始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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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核心重要性。正因如此，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生思辩能力的

培养，美国政府早在 1993 年就把思辩能力培养列为大学教育目标。

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有助于提高高职英语教学的质量。国内的英语教学过度

关注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忽略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教学目标定位于运用英语

完成交际任务，未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认知能力，导致其认知能力停滞甚至退化

（李莉文 2010)。培养思辩能力有益英语专业学生摆脱以认知、理解、应用为主

的语言学习层面，引导学生多向思维，理性思考，提高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主动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客观评价的能力，发展其相关认知技能和创新能力，提高行

动力。

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有益于高职英语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思辩缺席的痼疾不

除，高职英语专业很难培养出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培养和发展英语专业学生的思

辩能力可改变部分学生热衷于考证书而放弃正规课程学习的极端实用主义，完善

其知识结构、深化英语专业教学素质教育，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现状分析

1．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外关于思辩能力的研究大致包括思辩能力的界定与测量和思辩能力的

培养途径两个方面。就思辩能力界定而言，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框架有“特尔斐”

的双维结构思辩能力模型(APA, 1990)、Richard Paul（1995）的三元结构思辩

能力模型、林崇德（2006）的三菱结构思维能力模型和文秋芳（2009）提出的层

级结构思辩能力模型。关于思辩能力的分析和测量，国内外有二十多种量具，如

加利福尼亚思辩技能测试量表、加利福利亚思辩倾向问卷、国际思维测试中心的

批判性思维短文测试以及文秋芳 (2010 )等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设计的思辩能

力量具等。这些量具的信度、效度和可操作性仍在不断地测试和调整中，但所测

试的内容都基本涵盖了思辩能力。就思辩能力的培养而言，国内针对外语专业学

生思辩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查考文献发现仅有三项：文秋芳、刘润清

（2006）通过分析英语专业四个年级学生英语议论文作文的内容，考查了学生抽

象思维的特点；文秋芳、胡健（2010）通过分析英语专业大学生四年的口语跟踪

语料，探究了学生思维特点的变化；刘航、金利民（2012）评估了英语辩论课对

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效用。其他少量研究包括英语演讲（高一虹 1999)、翻译

（余国良 2010)、写作（李莉文 2011)等都是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运作及教学模式

和经验的反思（黄源深 2010；孙有中 2013)，还有几篇关注的是专业测评体系创

新（孙有中 2013) 和影响思辩能力发展的因素探讨（曲卫国 2015)等。但这些研

究大多数都只是从心理和认知角度揭示存在的问题，对实际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

的思辩能力关注不够。

综上，思辩能力培养虽然受到了国内外语界的广泛关注，但实证研究依然缺

乏。1998 年，黄源深首次指出中国外语专业学生患有“思辩缺席症”。 自此，

对外语专业学生思辩能力不足的批评声从未间断过。遗憾的是，10 多年过去了，

由于对思辩能力的认识仅止于宏观的理念或重要性层面，全国英语专业在培养学

生思辩能力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步。如果这一顽疾得不到根治， 外语专业毕

业生难有 “出头之日”（文秋芳 2014）。

2．现实分析

根据黄源深（2010）的观察，国内英语专业的教学现状与学生思辩能力的培

养几乎正好是背道而驰：在培养目标上，很少顾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独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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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能力；开设的多为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课程，缺乏提高人文素质的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重背诵、记忆、模仿等机械脑力劳动，轻视或忽略有利于发展思

维能力的讨论与争辩。孙有中（2011）据此认为，英语专业应该把思辩能力培养

纳入核心培养目标。作为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英语专业教学自然也应

把思辩能力纳入培养目标。同时，高职英语专业教学若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满

足社会发展需求，学生也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培养英语专业

学生思辩能力的教学改革关乎英语专业整个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目前有关高职

院校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中思辩能力的培养的研究很少，且多为教学经验介绍或理

论综述，很少有将思辩能力的培养有效地融入英语语言技能课程的实证研究。传

统的英语教学方法过分重视语言形式教学，忽视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这个严重

缺陷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崔刚，2011），本课题将思辩能力的

培养融入英语口语教学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限 1000 字）

具体改革内容

项目以构建高效的思辩型口语教学模式为导向，借鉴思维能力结构理论、认

知科学、心理学等有关理论，从调查学生的思辩人格倾向和思辩技能水平入手，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和动态学习过程的观察，呈现学生在思辩能力方面面临的

问题，然后通过反思性教学实践提出适用于英语口语课的思辩能力培养模式。具

体包括四个方面：

1．调查和分析高职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辩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具体问题，

制定教学行动研究方案，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

2. 实施教学行动研究，通过思辩训练与口语训练有效融合的反思性学习，

培养学生的思辩意识和思辩能力；

3．结合对学生参加广东省高职英语口语大赛的情况分析，以输出为驱动，

优化行动研究方案，继续改进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升学生的

口语能力和思辩能力；

4．评估思辩型口语教学模式的效果，为近一步改进和应用新模式提供反馈

信息。

改革目标

1．转变学生学习理念，使之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调整学习策略，

明确学习目标，在师生、生生交互协商中提高、发展学生批判、探究、反思的意

识和能力，培养其积极情感思维。

2．使学生从狭隘的纯语言视野中解放出来，除注意语言的正确性和流利度

外，更注意内容的独创性和思想性。拓宽学习英语的视野，积极参加英语口语比

赛和各类专业竞赛，在掌握学习内容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创

新。具体来说，研究者希望通过实施本项目让学生掌握以下思辩技能：

 学会关注细节

 分析论辩的推理过程

 整合信息，集中证据，形成自己的观点

 清晰、严密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评估证据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自己的论点

 学会选择最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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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现有证据推导出阶段性结论

 基于证据进行推理，把听者引向你的结论

 辩别他人的观点和结论

 发现论辩中的不连贯之处

 依据证据和假设判断某一论辩是否成立

 识别诡辩技巧

 识别言外之意和虚假逻辑，辩认虚假假设

 公正地评价他人的论点和证据

3．丰富测评形式，加强测试内容的思辩性，促进英语口语教学评价的多元

化，客观评价学生的思辩能力；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项目组成员曾在课堂上使用有限的实例组织过思辩活动，但如何在口语

教学中扩大真实例子的来源，实现思辩活动和口语活动的有效融合，是提高教学

效果的关键。

2. 成为一个熟练的思辩者，要求态度、技巧和实践三者的结合。如何让学

生愿意思辩，能够思辩并且付诸实践？有效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关键。

3. 思辩能力训练需要理论和实践相互交织。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实践情况决

定了学习的成效。如何安排教学程序和方式才能促进学生自主有效地学习？

4. 思辩能力量具众多，如何选择合适的方式评价学生的思辩能力是进行反

思实践和明确教学效果的关键。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限

2000 字）

实施方案和方法

本项目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项目组成员共同合作，通过思辩人格倾向量具

和思辩技能量具分析掌握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思辩能力的特点。在阅读分析文献的

基础上针对发现的实际问题制定改进计划，初步明确英语口语课程中思辩能力培

养的原则、策略和路径，然后在教学实践中实施、验证、修正得到研究结果。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始终按“计划－行动－观察－反思”步骤进行，首先制定

总体计划和每次行动的具体计划，然后根据计划实施行动，并在行动中对行动过

程、结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观察，接着对此次行动进行整理和评价解释，并

对下一步计划进行构思，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思辩活动形式为：课前实例分析，课上小组讨论和交互问答。

选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包括反思日志、录音、观察记录、教学观摩和思辩

能力量具。

具体实施计划

1．2015.07-2015.08 收集文献，申请立项。

2．2015.09-2016.03 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开展自我反思和文献阅读，聚焦

研究问题。通过观察、访谈、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分析数据，初步明确学生

在思辩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行动研究实施方案。制定方案的基本原则是，

实现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特点的思辩能力训练活动，突出口

语活动和思辩活动的结合。

3. 2016.01-2016.06 实施口语教学行动研究方案。观察、记录方案实施效

果，并在实施过程中开展教学反思。通过课堂观察、问卷和测试收集数据，分析



8

评估思辩能力培养效果，以此为基础提出下一步研究方案。

4. 2016.07-2016.12 与项目成员和其他同行交流，总结行动研究的经验和

存在的问题。撰写论文，发表教改中期成果；

5. 2017.01-2017.09 完成项目研究的相关文章和研究报告，成果推广，申

请结题。

可行性分析

1. 本项目源自英语专业教学实践，项目实施可得到院系的大力支持。

2. 项目组有丰富的行动研究经验，一直坚持开展英语教学改革和行动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3. 项目主要成员教学经验丰富，学历背景、年龄层次、职称结构合理，分

别担任“跨文化交际”、“综合英语”、“英语语法与写作”、“商务英语视听说”等

课程教学，主持过省级教研教改、校级教研教改项目，项目实施经验丰富。具有

完成本项目的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

3.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限 500 字）

预期成果

1. 学生英语口语能力和思辩能力有显著提高，教学质量有所提升；

2. 完成研究论文 1-2 篇；研究报告 1份。

预期效果及推广

1.我院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辩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得到提升，力争在广东省高

职高专英语口语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参加国内教学研讨会议，推广英语口语课上的思辩能力培养经验和理念。

3. 举办教学改革交流会，邀请校内外同行代表参加，介绍和交流改革经验。

4. 课题研究成果将直接应用于本校英语教学，并为其他高职院校英语口语

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也为专业英语以及其他学科提供可借鉴经验。

应用范围

1. 项目成果不仅可应用于高职英语口语教学，还可以推广至英语专业其他

课程。通过思辩活动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帮助学生走出学英语

多年而不会运用、不善思辩的困境，破解长期困扰英语专业师生的思辩缺席难题；

2. 为外语系制定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借鉴和参考。

受益面

1. 项目成果可帮助学生提高思辩能力和英语学习效率，促进语言知识向运

用层面转化，达到显著提高英语口语能力的教学目的；

2. 项目成果将助力高职英语专业思辩能力培养研究与国际接轨，提升科研

水平，为同类院校的英语专业口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限 500 字）

项目特色和创新之处

1. 打破英语口语教学常规，突出思辩能力培养。本研究将思辩训练过程拆

分成一个个容易理解又循序渐进的练习步骤，并辅以练习实例，引导学生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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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中熟悉思辩技巧，突破单一思维模式，在学习中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

2. 本项目在选题上具有独特性。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辩缺席症是近年来外语

教学中的重要议题，基于行动研究观来探讨这一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3. 本项目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实践性。以往有关英语专业学生思辩能力培养

的教学研究，多为教学经验探讨或思辩能力测量研究。测量虽然重要，但只能反

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本项目采用行动研究法，研究者不仅要对研究问题进行

描述和解释，还要不断提出新问题，通过实施行动方案来改变实践。这是以往单

纯的测量研究或理论探讨所不能完成的。

4. 立足时代社会需求，培养优秀人才。本项目不再纸上谈兵，而是首先考

虑时代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基于行动学习理论，通过批判性的语言输入和输出

活动将思辩能力培养渗透到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中去，从而培养优秀的英语专业

人才。

四、教学改革基础

1.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已取得的教学

改革工作成绩（限 1000 字）

相关教学改革

项目组成员从事高职英语口语教学改革多年，对口语课程教学沿革、教改思

路和学生的语言水平发展情况有细致而深入的把握。2009 年以来，外语系一直

致力于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口语教学改革。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数年来的口语

教学改革。2013 年，项目负责人在商务英语视听说课上开展了探究式口语教学

改革（Inquiry-based learning)，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对讨论话题的

理解、运用、分析、评价能力都明显进步，这些能力正是思辩能力的重要构成。

此类口语教学改革为接下来的思辩型口语教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积累。

图 2 探究式英语口语教学模式

科研项目和教学改革成绩

项目成员中 2人为专业负责人，3人为专业骨干教师。主持校级科研项目 5

项，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省级科研项目 3 项。近三年，项目组主持完成了“基

于项目的商务英语口语能力培养实践研究”、“商英专业学生口头沟通能力的培养

—基于新闻播报的行动研究”和“高职商务英语口语项目教学实用性研究”等三

项英语口语教学改革课题。在《中国外语教育》等教育类、外语类期刊上发表论

文 10 余篇。此外，课题组成员 1人获“南粤优秀教师”，3人获“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优秀教师”，1人获“广东省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0

与该课题相关的代表性成果：

[1] 牛刘伟.高职英语专业学生口头报告行动研究[J].中国外语教育,

2015,02.

[2] 牛刘伟.基于项目学习的高职英语口语教学研究[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2016,02.

[3] 牛刘伟英语口语教学行动研究—以高职学生为例[J].南昌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2015,01.

[4] 牛刘伟.基于有声思维法的高职学生英语阅读实验研究[J].疯狂英语

(教师版)，2015,01.

[5] 牛刘伟.基于口头报告的英语口语学习动机行动研究[J].福建商业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2015,03.

[6]赵翠芳.商务英语写作合作学习任务设计与实践[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2012,05

[7]赵翠芳.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商务英语教学动态评估[J].怀化学院学

报,2012,06.

[8]赵翠芳.表现性评价在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2012,03.

[9]赵翠芳.基于形成性评估理念的商务英语教学评估设计[J].哈尔滨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2012,04.

[10]史妮君. 听写与英语课外学习[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04.

[11]彭伟强,朱晓燕,钟美华.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现状、思考与展望

[J]. 外语界,2008,05.

2.学校已具备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学校对申请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

政策、经费支持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尚缺少的条

件和拟解决的途径（限 1000 字）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我院制定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经费校内资助实施办法” 和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从项目申报、评审、经费使用、实施

与检查和结题验收制定了明确的要求。对省级教研教改课题将给予必要的资金支

持，并制定了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以有效地保证项目的顺利开

展和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

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外语系虽然具备完成本项目教学改革的基本条件。但尚缺乏一些借鉴其他高

校先进教学经验的机会。希望能到同类院校、综合性大学和外语类院校调研，进

行英语专业学生思辩能力培养的横向和纵向调查，多参与一些层次较高的学术会

议以加强与其他高校的学术交流，丰富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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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