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及其现状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2

年启动以来，教育部在全国 180 所高校推广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给中国英语教学带来了一系

列深刻的变革。经过几年的试点实施、运行和调查研究，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于 2004 年进行了修

订，制定了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并于 2007 年正式实施。 

综观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主要是对教学大纲的不断完善和修订，从而以

大纲为目，纲举目张，不断进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中国大规模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已进行了三轮，这三轮改革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学影响深

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始于 1982 年，当时分理工科和文科出台了两份大纲，规定“大学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使学

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转引

自王海啸等，2005），其中明确提出了把英语作为工具，并提出专业阅读课程的安排，实施分类

指导，分级教学。 

第二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始于 1994 年，背景是学术界对第一轮改革中的两份大纲存在较大



分歧，主要集中在“科技英语还是普通英语”之争。同时，由于当时要进行全国四、六级统考，而

大纲中的不同标准和要求对教学而言是个极大的阻碍。这一轮教学改革形成了新的全国统一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具体要求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

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

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次大纲

和第一轮大纲的较大不同是去掉了英语教学的“工具性”，而代之以“文化素养”，即“人文性”。 

第三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在应试教学愈演愈烈，“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批判声中进行的。

这些批判论述包括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1999）、高教司司长张尧学（2002）、南京理工大

学井升华（1999）以及后来的戴炜栋等（2001）的论述。他们认为，多年来中国的外语教育投入

大，产出却严重不足，造成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为此，2002 年教育部启动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和教学改革工程”中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列入四项改革工程之一，可见国家对本次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的重视程度。本次改革摒弃“大纲”这一名称，代之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主要内容

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

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的教学目标包括三个

层次，即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发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此次改

革用“课程”这一术语，首先体现了对外语这一课程理解和理念的改变，从课程的角度理解和定义

大学英语教学，并对课程设置有了明确的规定，课程设置走向多元化，包括综合英语类、语言技

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使不同层次学生

的英语应用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其次，把英语教学定义为素质教育课程，提出要兼顾外语教学

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但三轮改革结束，中国外语教学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已经进入转型期，



或称为“后大学英语教学期”（蔡基刚，2007，2010，2011，2012；孙倚娜，2009）。蔡基刚是这一

提法的积极首倡者。他的观点是：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在提高，

大学英语的学分在压缩，课程设置呈现多样化，学校的英语自主学习在改善，这些新情况的出现

预示着以能力培养和教学模式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将面临着方向性的突破（蔡基刚，2010）。他认

为，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存在偏差，一直将基础（普通）英语作为主要培养目标。这导致了

大学英语的诸多问题，如学生对大学英语的普遍不满、教学目标不清、应试教学、学习内容重复、

学生学习懈怠、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等，最终将导致大学英语的消亡。因此，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

方向应当是专门用途英语或学术英语（蔡基刚，2012:47-62）。持同样观点的学者还有束定芳

（2012），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是：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培养实际的英语使用能力，为培

养创新型人才服务，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学术英语。但王守仁（2011）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来说，不能轻易取消高校普通英语教学，因为部分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还不强，英语语言基础还

有限，还需要在大学继续学习和巩固。他提出大学英语的课程体系构建要与学校定位、人才培养

目标和要求相一致，要将普通英语、特殊用途英语和通识教育类英语并存并教，根据具体需求控

制三者的比例，做到“基础性与选择性相结合，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结合，达到一个平衡，即必

修课和选修课的平衡、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语言与文化的平衡”。韩宝成（2012）与其理念基本

一致，认为大学英语课程应为三个类别，即通识英语、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吴鼎民（2010）结

合大学英语学科的特点，明确提出了把英语语言教育、中外文化和多学科知识系统地融入大学英

语教学的教育理念。 

学者们在肯定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目标

定位不是非常准确，导致了教学改革雷声大，雨点也大，但改革质量并不理想的结果。对于中国

大学英语教学的出路何在，各家之言，各有看法，可以说中国高校大学外语教学走入了发展的十

字路口或瓶颈期。 



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和百花齐放的变革辩论中，也不能忽视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随

着改革开放和 1999 年开始的大学连年扩招，中国的大学教学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

育”，外语教育也不例外。大规模的扩张使得教师需求急剧上升，部分本科毕业生走上高校教学

岗位。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仅 2003、2004 年两年就有近 20 名本科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在经

过并不正规的短期教育理论培训后直接上岗，承担本科生的大学英语教学工作。这些教师大多并

非师范院校毕业，并未进行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和培训，缺少教育理论的学习。再者，由于学生人

数大增，师资力量有限，几乎所有教师都承担着超负荷的教学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在

职进修和培训，学习教育理论或反思教学行为以提高教学效率，大多数教师的想法就是应对每天

的课程，保证表面的正常教学秩序。另外，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的两大特点就是女教师和年轻教师

占大多数，家庭重担也阻碍了部分教师积极进取、不懈努力的劲头。当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的也大有人在。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妨碍了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这也是大学英语教学

诸多不良效果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不管改革朝哪个方向发展，都离不开大学英语课程改革这个本质所在，那么对于

课程的研究就不单要包括显性课程、正规课程等这些外显的课程，还应包括隐性课程等内隐的课

程的研究，使课程的研究走向全面化、整体化，发挥课程的多种作用和功能。同时，不管改革朝

哪个方向发展，都离不开处于这个改革核心地位、实施和践行教学改革的教育主体——教师——

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就明确指出：教师素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也是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广大英语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促使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更新

教学理念、丰富专业知识、加强教学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水

平，才能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1.1.2  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 



1.1.2.1  教师肩负着实现教育培养目标的时代重任 

21 世纪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多元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

面的变化和飞跃发展也令世界瞩目，中国正在从“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李宇明，2010）。

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亟须培育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来担当中国融入世界发展体系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正需要中国千千万万的教师为实现这样的教育战略目标做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2007 年 8 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的未来发

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

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2010 年 7 月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展示了中国未来 10 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

其中明确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级各类教

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已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教师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作用。 

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进一步了解中国，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

作为传播英语知识的高校英语教师，首先要具有国际化的教育理念，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使英语

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更是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其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主体性饱满的“人”离不开教育主体之一的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身处战略棋局上重要元素的

教师个体都应该有自觉意识，并主动践行之。教师的自主创新、自我认知、反思实践能力、对自

我角色的定位等是践行我国教育政策精神的关键。 

1.1.2.2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呼吁创新型的教师 

综观几个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在不断变化：第一阶段突出的是

语言能力，特别是阅读能力；第二阶段强调的是语言能力和应用能力；第三阶段要求学生具有语

言能力和综合素质；到了 2010 年，领悟《纲要》，在语言能力、综合素质之外又加上了创新能力。



但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的是学生认知能力、语言知识能力、应用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并

未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培养给予太多的关注。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

的教育者意识到创新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甚至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不仅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意义重大，在教学实践中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教学效果。 

因此，在新时代的英语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如何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笔者认为，这首先需要提升教师自身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包括教师教学理念的创新，教

学角色的创新，教师行为的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的创新，教学媒体的创新，课程设计的创新，

教学环境、氛围的创新等等。这些创新点分布在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其中对课程的

认识和创新以及教学策略的有效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1.1.2.3  新时代教学需求的变化需要教师的角色转换 

根据课程论的理论，制定与修订课程目标要依据学生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需

求（转引自文秋芳，2012）。自 2007 年教育部高教司颁布并正式实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以来，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少学校建立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新

教学模式，普遍强化了对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广泛实行了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

合的体系，有效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王守仁，2011）。但是，几年过去了，随着这

三个需求的变化，教育教学的目标也应做相应的修订和调整。 

首先是学生发展需求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2003 年推行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使进入大学的新生英语整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

同时由于我国外语师资和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全国英语教学质量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明显，新

生外语水平呈两极分化之势，学生需求的差异性比以前更大（文秋芳，2012）。这一变化产生了

两个问题：其一，学生水平提高，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乃至教学方法等都需进行调整；其二，学



生差异加剧，在目前的大学英语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情况下，增加了教学的难度，也更需要个性

化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根据刘润清（2003）、蔡基刚（2012）等人曾先后就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做

过的全面大规模调查，目前仍有很大部分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认为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

力，甚至牺牲了部分专业课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大学英语学习，结果却是不会说，不会写，也

看不懂专业方面的英语资料。另外，大学英语教师也反映，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不愿学，具体到

课堂教学，睡觉、看闲书、玩手机等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所教课程内容、

课程教学方式等和学生的需求不匹配，导致学生厌学、不满意大学英语教学。 

其次是社会发展需求变化。2004 年以来，我国深入改革开放，整体国力不断提升，国际交

往迅速扩大，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

才的需求也呈现高端化趋势，急需精通外语、熟知目标语文化并具有国际化专业知识（如国际

法、国际贸易法、旅游管理法等）的高端人才。此外，社会各行各业对学生外语水平的需求也

呈多元化倾向，因此教学当中也应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和水平差异，预测学生未来就业去向，

进行分类指导，让不同的学生在大学英语课程和教学中都能有所获益，并学以致用。 

再次是学科发展需求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英语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英语已成

为国际间操不同母语者之间的交流工具。文秋芳认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即 EF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教学过分追求语言的完美，缺乏对语言瑕疵的容忍度，对思想表达不够重

视，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国际化交流的需要。为此，她提出了开设英语国际语的教学框架。该框架

包括三大模块：英语国际语系统、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文秋芳，2012）。根据这一愿景，中国

的大学英语课程和教学势必进行极大的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也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 

随着这些需求的变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等方面也会随之改变，这需要教师不断调整自己，不断理解课程，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和改革创

新，以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满足学科发展变化的需求，满足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发



展需求。 

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赋予了教师在提高全民素质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不可替

代的重要使命。无论什么课程的实施都离不开教师这个主体，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

对教师的期待，也是教师自身成长的内在需要，更是学生发展的榜样，是学生学习的活教材。

教师专业发展过程，尤其是在职成长的过程，实质上构成了一门隐性课程，对学生产生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曹长德，2006），无论是对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还是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1.3  国内外教师隐性课程及其研究的主要视角及不足 

如前所述，教师作为教育系统内的主体之一，在教育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的专

业和职业成长形成了一门系统的隐性课程。本研究所关注的是“大学英语课程实施中的教师隐性

课程”，其中有两个因子，一个是大学英语课程实施，另一个是教师隐性课程。下面将主要以大

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课程实施为背景，研究教师的隐性课程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检索搜集了 1990 年至 2013 年共

33 年间发表在所有期刊上的有关隐性课程的研究论文。由于隐性课程的称谓较多，笔者又以其

相似概念“隐蔽课程”“隐形课程”和“潜在课程”等主题词进行搜索。文献检索搜集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8 日，检索范围为全部文献，匹配为“模糊”。在此条件下以“隐性课程”为关键词，检索到符合

条件的论文 2082 篇，“潜在课程”1179 篇，“隐蔽课程”332 篇，“隐形课程”155 篇，共计 3748 篇。

从每年的发文数量来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近 5 年上升幅度较大。同时，笔者也以同样的

方法对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进行了检索，词条数量分别为“隐性课程”550 条，“潜在课程”311

条，“隐蔽课程”105 条 ，“隐形课程”35 条，共计 1001 条。相对于其他研究热门动辄成千上万的

研究词条，对隐性课程的研究尚处于相对冷门的地位。 

笔者结合搜集到的国内外研究资料，对国内外隐性课程的研究现状及不足做一简要概述。 



1.1.3.1  隐性课程国内外研究现状 

“隐性课程”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课程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令人关注的事

件之一”（李复新，1998），“已成为课程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使课程研究产生了一个质

的飞跃”（傅建明，2000）。国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隐性课程研究是继泰勒（R. W. Tyler）领导

的早期“科学化课程编制运动”和布鲁纳（J. S. Bruner）领导的“学科结构运动”之后课程领域的又一

次革命（田慧生，1988），“隐性课程”这一术语“已成为教育论文中一个公认的术语”（Assor， A. 

& Gorden，D.，1987）。课程领域从此有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之分，同时课程领域的研究也明

显表现出两条线索。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隐性课程进行研究，就教育科学领域本身来

看，教育哲学家、课程理论家、心理学家、德育论者等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参与研究；从跨学科领

域来讲，各种研究已涉及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不同的知识领域；从研究

地域来说，对隐性课程的研究首创于美国，但很快扩展到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中国、

以色列以及南非等国家。隐性课程既被当作一个重要领域来研究，也被看作一种研究视野或途径。

人们对隐性课程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 

笔者对所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综合归纳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隐性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隐

性课程的概念界定、作用和功能以及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还有部分涉及隐性

课程的建设和实践研究。前期的隐性课程研究者在理论总结和实践实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

的概念界定，辨析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关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的美国，而后很快发展到欧洲、亚洲和非洲，产生了一批隐性课程研究学者，如 Jackson

（1968）、Martin（1976）、Greeben（1968）、Vallance（1973）、Apple（1971，1980）、Jean Anyon

（1980）、Henry Giroux（1983）、David Gordon（1981，1984）等，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流派，即社

会批判学派、现象诠释学派和结构功能学派。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L. B. Hendry & Jennifer 

Welsh，1981; Kenneth A. Lewis，1975; Vandra Masemann，1974; Margaret LeCompte，1978; Elsa 



Roberts Auerbach & Denise Burgess，1985）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实证研究，涉及隐性课程的方方面

面，如课堂中的隐性课程、教材中的隐性课程、日常教学中的隐性课程、测试中的隐性课程等。

从研究初期到目前，国外对隐性课程的研究也从没有停止过，涌现了大批的研究者，如 Pablo 

Regalsky & Nina Laurie(2007)、Andre Kraak (1991)、Fulya Damla Kentli (2009)、Noah De Lissovoy 

(2011)、Eric Margolis & Mary Romero (1998)、Sarah Elizabeth Barrett et al (2009)、Richard Edwards 

& Patrick Carmichael (2012)、Ghasem Barani et al (2011)、David J. Wren (1999)、Peter Rennert-Ariev 

(2008)、Maribel Blasco (2012),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