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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英语第二课堂是指除了老师按照指定教材，采用一

定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第一课堂教学之

外，围绕英语学习所开展的各项课外活动。英语第二课堂

是正规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为加强素质教育，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搭建了一个宽阔的平

台。近些年来，国内外语界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给予英语

第二课堂以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认

为英语第二课堂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然而，目前全国许多高校在对

待英语第二课堂的认识和行动上还存在很大的和精力，

或行动迟缓，蜻蜓点水，或没有行动；有的虽组织了第二

课堂活动，但活动方案的设计、实施的方法、手段和措施

以及教师的指导不得力，收效甚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鉴于此，我院外语系“应用能力需求背景下英语第二课堂

模式研究”课题组几年来对英语第二课堂在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初步构建了英语第

二课堂的实施框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实践使我们更

深刻地认识到外语教学要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英语

第二课堂活动，面向全体学生。这对于发掘学生学习潜

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构建英语第二课堂体系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

教育部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二十一世纪本科教育

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中明确指出：

“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课堂教学重

在启发、引导，要为学生留有足够的思维空间；课外活动

要精心设计，要注意引导，使其成为学生自学、思考、实践

和创新的过程。”教育部的《若干意见》是针对我国外语教

学的现状不能适应学习者的个人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对

高素质外语人才的需求而提出来的。
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重教轻学、重理论轻实践、重语言知识轻语言综合

运用的能力，简言之，就是重正规课堂教学轻第二课堂活

动。许多教师认为英语教学是英语课内的事情，完成了课

堂教学，也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至于第二课堂学习，那只

是学生的事情，由学生自己来完成。殊不知，不经实践得

来的知识，不经反复运作使用使之成为内化的知识，是不

牢靠的，是不能转化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
认知理论认为，英语学习的过程就是新旧语言知识

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语言能力从理论知识转换为自动

运用的过程。而这种结合与转换都必须通过学生的自身

活动才得以实现。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D.Krashen）的

二语习得理论认为，学习第二语言的最好环境是在语言

环境之中，即学生接触到真实或自然的语言，从而掌握

它。克拉申指出，在正规的课堂教学中，不管学生如何操

练，最终获得的只是显性的语言知识，而显性的语言知识

是不能自然而然地向正常交际中所需要的隐性的语言知

识转化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

认为利用情景创设、协作学习、会话交流等学习环境要素

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第二课堂

活动过程中，因不受教学时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以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语言学习环境，学生可随时随地学习，

而且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和负担，学得轻松，效果显著。
国内外语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就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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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深教授认为：“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大的潜力存

在于课外学习，我们如能花大力气去抓好它，充分调动学

生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英语学习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胡壮麟教授也认为，“在中国外语环境下，谁能在模拟或

建构接触和使用外语的环境（即第二课堂）上下功夫，谁

就将获得好的教学效果。”
由此可见，语言学习是一个参与实践的过程，熟练的

语言技巧是通过大量的操练，重复，亲身实践才能获得

的。众所周知，正规的课堂教学由于课时紧、任务重，很多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无法充分地加以使用，难以做到针

对学生的个体展开教学，让每个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现

自我，并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培训。所以正规的课堂教学是

很难真正提高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而第二课堂教

学具有时间、空间选择上的自由和方式灵活多样等优越

性。通过提供大量语言输入和输出，大量实践的机会，可

以使学生接近自然语言环境，在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中

掌握所学的语言知识，并最终转化为语言的综合运用能

力和日常交际能力。因此，英语第二课堂作为正规课堂教

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是非常必要的。
二、英语第二课堂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在构建英语第二课堂体系时，要把握好以下几条原

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是指目标要明确具体，也就是说，英语第

二课堂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落在实现高素质外

语人才的培养这一大目标上。每一项活动的组织安排都

要有一个中心主题，都要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有利于

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
2．趣味性原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活动的设计和安排既要讲究科

学性、知识性，又要讲究趣味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

要做到新颖别致、不落俗套。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现

代化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求
知欲和探究热情，为自主学习、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

基础。
3．适度性原则

适度性原则是指英语第二课堂活动的设计和安排在

质和量上要适当，不能拔得太高，也不能降低，要符合学

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也不要贪大求全，面面俱到。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样做符合

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D.Krashen）提出的二语习得理论

中关于语言输入应是“可理解的”，“i+1,而不是 i”（即学习

材料应该适当超出学习者的现有能力，只有当 i+1 时，习

得才会产生）的假说。
4、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

教师不应停留在“传道、授业、解惑”上，而应培养学

习者独立学习、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和技

巧。教师必须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给学生符合学生个人

特征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外语学习的

效果。同时，在课堂上教师必须结合课程内容指定参考数

目，供学生课外阅读，并安排布置、检查、督促和指导第二

课堂活动。
5、放手发动与精心指导相结合的原则

英语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需要学生参与和教师指导

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学生参与是活动的群众基础，教师指

导是把握活动质量和方向的保证。因此，要广泛发动学

生，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尽最大可能吸引更

多的学生参加，使之成为每个学生自主学习、培养能力和

提升素质的场所。与此同时，教师要在活动内容和形式安

排设计上予以耐心细致的指导，全过程地监督和检查的

开展情况，以确保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不流于形式、不半途

而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三、英语第二课堂体系的基本框架

几年来，合肥学院外语系遵循上述原则，积极开展教

学改革，拓展课堂教学，在结合自身专业特色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现有师资、英语广播、电视、图书音像资料、多媒

体和互联网等条件，不断进行各种尝试和创新，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活动主要包括外语之

角、外语文化周（包括英语演讲比赛、外语沙龙、外语学习

经验交流会、外语听力比赛、外语书目展）、书法比赛、高
年级翻译比赛、“寒、暑假一本书”、外语歌曲大赛、Office
hour 任课老师与学生交流、专业活动展板、英语短剧比

赛、圣诞派对等，具体安排如表 1-表 2。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面向对象 目的与要求

1 英语角
每周二

晚

全体

学生

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

力

2
英文电影

欣赏

每周三

晚

全体

学生

配合英语视听说课程

了解西方电影及其文

化背景、训练听力

3
英语知识和

西方文化

讲座

每月

一次

全体

学生

了解英语语言学、语

用学等常识、英美文

化习俗及西方礼仪等

方面的知识

4
读一本英文

名著
寒暑假

全体

学生

撰写一篇读书报告，

交流心得体会，提高

对英美文学的鉴赏能

力

5 圣诞派对
十二月

下旬

全体

学生

了解西方宗教和相关

文化习俗

表 1 第二课堂常规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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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我系英语第二课堂活动开展几年来，无论从内容上

还是从形式上都日臻成熟，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具体成果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多彩的英语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激发了

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求知欲，调动了学生参与第二课

堂活动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活动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就

连性格内向、胆小、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同学也勇跃参

与了进来。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第二课堂的发展。
第二，英文电影、英语知识讲座、一本英文名著和英

语文化周等活动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学生的视

野、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

力，使他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了英美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

习俗和风土人情。
第三，丰富多彩的英语第二课堂活动给学生提供了

一个锻炼才干，展示自我风采的绝好机会。英文短剧学生

自编自导，演员精彩到位的表演和流利地道的口语受到

在场观众大力赞赏和喝彩。在“外研社杯”英语辩论赛选

拔赛之前，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手们按照辩题的要求精心

策划认真准备。辩论中，选手们个个才思敏捷、唇枪舌剑，

展示了扎实语言基本功和快捷的思辨能力。在英语征文

比赛、英语知识竞赛和英语演讲比赛中，参赛选手自己寻

找资料、自己撰写文稿。知识竞赛展示了选手较广的知识

面；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体现了选手较强的英语写作能

力和口语表达能力。通过以上各类比赛，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其同时，他们的

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得到了同步的发展，语言的综

合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四、培养了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团结协作精神。在各

类活动中，学生们个个不甘落后、纷纷献计献策，擅长表

演的同学主动请缨参加比赛，性格内向、基本功扎实的同

学找资料、撰写文稿和剧本。
第五、丰富多彩的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机会。语言学习是一个语言输

入－语言加工－语言输出的过程。语言知识只有在不断地

使用和交际中，才能被消化和吸收，变成活的知识。而正

规课堂教学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很难做到这一点。第二

课堂活动弥补了正规课堂教学语言输入和输出不足的缺

憾，提高了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的效率。
然而，在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中，我们感到还存在一些

尚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教师的知识和理

论水平、教师教学和指导第二课堂的经验、学院的支持力

度及资金来源、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设备以及场地和时

间的保障等。这些问题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妥善解决。否

则将制约第二课堂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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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 比赛内容 面向对象 目的与要求

1 4 月中旬

“外研社杯”英

语辩 论 赛 选 拔

赛

二、三年级

学生

选拔优秀选手组成辩

论队，进行专门的培

训，参加全国比赛

2 10 月中旬

英语词汇比赛 大一新生

帮助学生尽快明确学

习目标，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激发学习热情

英语朗诵比赛 大一新生

英语书法比赛 全体学生

英语征文比赛
二、三年级

学生

3 5 月中旬 英语知识竞赛
三年级

学生

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
英美概况、英语语言学

等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 6 月中旬

英语演讲比赛
二、三年级

学生

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及应变能力

英语翻译大赛
三、四年级

学生

提高和培养学生的实

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和

翻译技能

5 12 月
英语文化周 全体学生

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

能力

英语歌咏比赛 全体学生 提高音乐修养

表 2 第二课堂各种赛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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