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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法视角下外语教学中的项目学习框架
张 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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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050018)

要: 项目学习作为世界范围内外语教学实践中的一个 重要模式, 已经成 为应用语 言学领域的 新的研

究焦点。研究从后方法视角, 根据我国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特 定的教学环 境, 剖 析了项目学 习的要素、内涵、特
征、步骤及其影响因素, 构建出我国外语教学环境下的 项目学习框 架, 旨 在加强本土 化项目学 习的理论研 究,
为项目学习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实施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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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习起源于杜威的 从做中学 的思想和思
维五步法。项 目学习经常被翻 译为基于项目 的学
习、专题学习、专案学习、
基于主题的学习等等。国
外大量研 究说明以 杜威 的 做中 学 与 思维五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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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后方法将教学特征和要素融为一体, 可以为各种
[ 2]

后方法教学框架创造无限契机

。

一、项目学习国内外研究现状

法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加纳德多元智能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 项目学习作为一种以学生为

为依据的项 目学习( project - based learning ) 是 帮
助实现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方法。项目学习可

中心的教学方式被引入第二语言/ 外语教学中。早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项 目学习的目标 研究。最

以提供真实的语言体验环境; 激发强烈的学习动机;

近, 一些学者分别将项目学习作为: 一种以内容为基

强化语言技巧; 提高小组合作、
协作技巧; 扩充知识

础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 一种适合专门用途英语教

内容; 增强自信、
自尊, 改善对语言学习的态度; 增强
学习的自主性、独立性; 提高做出决定、分析问题、批

学的方法, 外语教学的计算机辅助项目教学法, 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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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为基础的语言社会化的方法, 一种培养学习者批

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面对源自西方的项

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巧的方法; 国外的一些学者

目学习, 不能将其简单照搬到我们的外语教学中, 需

探讨了二语习得中的项目学习框架; 还有一些学者

要从后方法视角探讨在我国外语教学环境中的项目

研究了在二语习得或外语学习环境中实施项目学习

学习。后方法二语教学不是对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
简单否定, 而是对各种方法的延伸与超越。后方法

的效果。从总体上看, 国外近 30 年基于项目的外语
教学研究还处于试验阶段, 缺乏系统性和广泛性; 项

教学要求我们对教学的一整套基本要素进行认真思

目学习的理论研究处于理念探讨和模式构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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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较薄弱; 项目学习的实证研究则处于基于

应当关注植根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特殊教学环境,

个案分析的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阶段, 以自然观察

以及在特定环 境中追求特殊教学目标 的教师和学

和定性数据为主, 还缺乏理论驱动的实证研究, 对项
目学习过程及影响因素关注不够等问题 [ 3] 。

生 。 特定性 强调教师应深入了解所处的宏观
和微观的特殊教学环境、
特殊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

项目学习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被引入我国。早

不断发展立足于本土教学, 即适应本土教学环境的

期的相关研究以介绍国外项目学习的内涵、意义及

教育理论和实践。实践性是指教学方法要在实践中

其理论基础为主。近些年, 国内一些教师尝试将项
目学习模式应用于某一具体课程中, 如计算机、
现代

不断发展, 它不是僵死的模式, 而是动 态发展的过
程。从广义上说, 后方法的实践性是指理论与实践

商务、
医学等等, 而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比较少,

的关系, 在狭义上则指教师监督自己教学效果的技

尤其对项目学习在外语教学中 的实证研究更 是罕
见。Beckeet & M iller 对近年来中国以项目为基础

巧。思考的教师不再是只应用理论的人, 而是将实
践理论化的人 [ 5] 。教师既要从宏观角度考虑影响教

的英语教学做了回顾。M . M. T . L ee, Li & L ee 首

学的社会政治因素, 又要从微观角度考虑具体的教

先探讨了如何为项目学习选择合适的题目, 接着他

学大纲、
教学任务、
教学目标、
学生需求等因素, 通过

们又探讨了在香港英语学习者 中如何实施项 目学
习, 并指出教师需要提供必要的语言帮助, 项目学习

自我分析、
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 提高自身的洞察力
和教学直觉性, 发展自己的理性教学意识, 从而构建

并不排除直接的语言教学。顾佩娅在英语教学中设

自己的实践性教学理论。可行性是指语言教学所采

计了为期 12 周的项目学习, 研究结果显示: 项目学

用的方法只有符合教学情境, 才能行之有效。可行

习增强了中国学生的学习动机, 改善了他们的习作
表现与交际能力, 提高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Fang

性强调社会、
政治、
教育以及制度的力量在教学中的
重要性。因此, 对于项目学习, 教师需要从后方法视

& Warschauer 汇报了苏州大学进行的为期五年的

角, 根据自己所处的宏观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

多媒体项目教学法研究, 结果显示: 中国学生在项目
学习中之所以参与程度高、自主性更强是因为学习

微观的特殊教学环境设计出本土教学环境下的项目
学习理论框架。由于项目学习模式不是固定、
一成

的过程与他们的生活更相关。虽然国外学者探讨了

不变的模式, 所以教师还需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项目学习框架, 但是大都是国外二语环境下的项目

根据特定的教学环境因素, 科学、
灵活地设计和调整

学习框架, 至今还缺少对项目学习在我国外语教学
环境下的系统化、
本土化的研究。

项目学习要素, 从而不断地丰富、
完善项目学习理论
框架。

本文从后方法视角剖析项目学习的要素、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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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宏观的社会环境看, 改革开放至今, 外语

特征、
步骤及其影响因素, 试图构建适合我国外语教
学环境的项目学习框架, 旨在加强本土化项目学习

学科得以快速发展, 我国学校开设外语主要是满足
对外开放和日 益增加的国际间科技文 化交流的需

的理论研究, 为项目学习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实施

要, 以及当今中国由 本土型国家 向 国际型国家

提供理论依据。

转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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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新时期,

二、后方法视角下的项目学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要求的提高, 社会对
外语人才的需求由过去相对单一的需求转变为目前

近年来, 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对以具体

的多层次、
多规格、
多样化的特点, 形成以 多维式

方法为外语教学组织原则质疑、
不满的基础上, 一些
国外知名的外语教学专家先后对各种外语教学方法

为主导的外语人才需求趋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优秀
的外语专业学生不仅应具有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同

提出质疑。之后, 后方法理论应运而生, 如: 斯特恩

时还应具备以下非语言能力: 缜密的外语思维能力,

( H . H . St ern) 的 三维框架 理论, 奥尔赖特( R. L .

批判的、
系统的推理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敢于创

Allw right ) 的 探索性实践框架 理论; 库玛( B. Ku
m ar av adivelu) 的宏观策略框架理论, 其中最具有代

新、
独立开展与外语相关的工作能力, 具有适应涉外
工作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外经济与合作的能力, 具

表性和 影响 力 的理 论 当属 库玛 的 宏 观策 略 框 架

有对外国文化的评判能力和辨别能力, 熟悉中外不

理论。
库玛论述了后方法教学的三大特征: 特定性、实

同的思维方式, 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并且融会
贯通的能力, 等等[ 7] 。面向多元社会需求和多元目

践性和可行性。特定性要求 任何相关的语言教学

标取向, 培养 厚基础、强能力、
高素质 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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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
微观的特定教学环境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因素:

教学环境的分析基础上, 本研究设计了本土化项目
学习框架, 如图 1 所示:

课程类型、
教学目标、
学生需求和教师素质。不同类
型的课程设有不同的教学目标, 语言技能课程主要
锻炼学生的听、说、
读、
写、
译技能, 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专业知识课程包括语言学类
课程、文学类课程和社会文化类课程。语言学类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语言意识, 发展理性思维, 提高学生
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以及 对文化差异的 敏感
性、
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培养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 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与
外语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或内容, 如经贸、教育、新
闻、
旅游等, 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熟练地运用
外语在外事、
教育、
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
事翻译、
教学、
管理、研究等工作; 综合实践课程重在
使学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运
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从学习目标上看, 学生的需求指学生目前的学习需

图1

本土化项目学习框架

求和未来的工作要求。学生目前的学习需求指学生

项目学习包括四个要素: 语言、
内容/ 知识、能力

目前的实际水平与他希望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
这一需求具有个体差异性。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对多

和情感。在语言方面, 通过项目学习可以帮助学生

维外语人才的需求, 外语专业学生不仅仅需要具有

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锻炼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和
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在内容/ 知识方面, 使学生

一定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 还需要具备一系列的非

掌握本学科知识、了解跨学科知识和丰富相关的百

语言能力, 需要达到厚基础、
强能力、
高素质的规格,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自身职业 生涯不断变化 的要

科知识; 在能力方面, 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策略, 研
究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合作交流能力、批判性思维

求。为实施项目教学, 教师应具备相应的语言素质

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等非语言能力; 在情感方面, 培

和项目学习理论素质。一方面, 教师要具备熟练运
用目的语组织教学的能力, 另一方面, 要深入了解项

养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较强的

目学习理论, 并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教

自我效能感。针对学生在学习各个阶段不同的学习
需求和各门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目标, 项目学习中的

学要求, 设计合适的项目, 科学地展开项目学习。这

四个主要素以及次级要素均处于动态设计, 四要素

两项素质直接影响项目学习的实施效果。
( 一) 项目学习要素、特征及其框架

要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对于初级阶段的语言技能课
程, 以语言和情感要素为主, 通过实施 语言实践项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
为主要内容的外语教学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多维外
语人才的需求, 无法实现学生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协

目, 如: 办英文报刊、英文主页、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英语辩论赛、
英文戏剧表演比赛、英文电影配音等,

调发展。项目学习是教师指导学生对真实世界中的

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学习动机, 树立积极的学习态
度, 建立较强的自我效能感, 促进学生各项语言技能

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激发他们以自身的方式学习, 促

的发展, 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对于高年

进他们终身学习技能和素质的发展。在 做 、找资
料 、 调查 、试验 等一系列的活动中促进每个学

级的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 则以内容/ 知识
和能力要素为主, 通过实施课题研究项目, 如: 网络

生智能强项的发展以及积极的 个性心理特征 的养

语言中的语码转换、
汉英复合词的对比分析、
科技文

成, 培养收集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 的能
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献的英汉翻译策略等, 使学生理解、掌握、运用专业

在对我国宏观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和微观的外语

知识的同时, 培养批判性思维 的能力、合作学习能
力、
自主学习能力和专业学术研究能力。对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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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程, 通过实施综合应用项目, 如: 调查当代大

反馈环节主要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小组互评、小

学校园称谓语使用情况、制作某一类英文访谈节目、

组自评和教师评价。在项目学习实施过程中, 学生

为某一出口产品做宣传和策划等, 使学生运用所学
专业知识、
百科知识和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培

是项目活动的主体, 他们的学习活动表现为协作、
反
思和表达, 教师是学习的支持者, 教师起的作用较为

养学生的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
问题解决、创新的能

间接, 提供促进活动顺利展开的条件, 如提供咨询、

力, 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教学目标。

辅导和反馈等, 对学生的活动进行真实的评估。图

项目学习具有下面一些特征: ( 1) 学习并运用真
实语言材料; ( 2) 强调以学生( 小组) 为中心的体验,

2 展示了项目学习实施具体步骤。

弱化教师统领的学习; ( 3) 过程和结果取向, 既注重
学习过程又注重最后的学习产出; ( 4) 产生一个实实
在在的最终成果; ( 5) 一定的时间跨度内的课内外系
列活动, 如项目构想、田野调 查、信息整理和展示;
( 6) 强调技能整合、
学生学习和运用多种技能; ( 7) 鼓
励学习者自主, 学生对项目构想、
实施和展示各环节
负责; ( 8) 教师承担新的角色, 不再是单纯知识的传
授者, 而是项目的管理者和顾问; ( 9) 学习者的语言
学习、
学科内容学习和能力打造完全融合; ( 10) 学习
[ 3]

者反思学习过程及产出 。
( 二) 项目学习实施步骤
项目学习的实施主要 包括五个阶 段。第一 阶
段: 选择项目主题。根据课程类型、
具体的教学目的
和学生的实际水平, 遵 循项目课题的 真实性、挑战
性、
探索性、
实践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原则, 设计项
图2

目课题。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爱好自由结组, 从
给定的项目课题中选择本组课题, 学生也可以对原
有课题做适当修改。第二和第三阶段, 即制定项目
计划和实施项目计划阶段, 向学生提供提前设计好
的项目档案, 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活动建议、支
持辅导和阶段成果反馈, 必要时开展专题讲座。学
生需要按照项目档案的设计, 制定项目方案, 包括时
间规划、
团队分工、资料收集方式、
成果类型和项目
会议安排。任务分工时, 应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强项,
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例如: 有的学生信息检索能力
比较强, 可以承担资料收集的工作, 有的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比较强, 可以负责组织项目内容, 有的学生计
算机能力比较强, 可以负责后期成果制作。接着, 各
小组分别根据各自的项目计划展开活动, 通过实地
考察、
问卷调查、
专家访谈、文献检索等方式收集项
目课题信息, 并对所搜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在小
组会议上交流讨论, 形成阶段性成果, 并记录活动进
展情况。然后, 汇总成果, 制作作品。第四和五 阶
段, 即呈现项目成果和实施项目评价阶段, 教师要有
计划地组织各小组分别进行成果汇报, 这一阶段包
括: 成果汇报、
现场答疑和评价与反馈环节, 评价与

项目学习实施步骤

( 三) 实施项目学习的影响因素
目前在我国外语教学中实施项目学习仍面临着
不小的挑战。根据 Becket t 和 Eyring 等人的课堂观
察, 依托项目 教学对于教师( 尤其是初次运用 PBL
的教师) 是个不小的挑战, 可能造成教师的挫折感;
另一方面, 也有一部分学习者对项目学习持怀疑甚
[ 8]

至否定态度 , F ang & Warschauer 调查结果显示:
一些中国大学生拒绝接受项目学习方式[ 9] 。学习者
的注意力容 易偏离语 言学习 和运用 的目标 等[ 10] 。
目前在我国外语教学中实施项目学习的主要影响因
素有: ( 1) 对传统外语教学理念的挑战: 在传统的外
语教学理念的指导下,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 课本是
知识的唯一来源。( 2) 对应试教育环境的挑战: 目前
许多大学将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和英语专业四、
八
级考 试 与学 位 证挂 钩, 学 生为 考 试而 学 习英 语。
( 3) 教师需要职业培训: 有些教师不知道如何实施项
目学习; 有些教师实施的项目学习流于形式, 也不知
道如何在项目学习中指导学生, 学生无法从中受益;
有的甚至没听说过项目学习。( 4) 学生消极甚至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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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态度: 学生习惯于传统的听讲课- 做笔记的教

境和微观的教学环境, 剖析项目学习的要素、
内涵与

学模式, 而实施项目学习需要收集资料、调查研究、

特征, 构建适合我国外语教学环境的项目学习框架,

分析讨论、
解决问题等等, 这就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与精力, 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进行项目学习, 不愿意

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本土化的项目学习
框架。该研究中的项目学习框架不同于西方二语教

参与项目学习。( 5) 有限的教学资源: 部分学校相关

学中仅仅强调的语言与内容的融合或者语言、
技能

图书、
期刊较少, 而且有些比较陈旧, 因此, 可供学生

和内容的融合, 它囊括语言、内容、能力和情感四要

参考的资料不充足, 尤其是英文原版材料有限; 计算
机网络使用不便利, 网络上的 不准确英语 的使用

素, 并强调根据具体的课程类型、教学目标、
学生需
求, 四要素及其对应的次级要素处于动态组合之中。

通常对学习者产生负面影响。

在什么时候运用项目学习, 设计什么类型的项目活

三、结语

动、
采用哪种要素组合, 要依据具体的课程类型、教
学目的、
教学任务和学生需求而定, 同时还要遵循一

项目学习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 成为二语教

个原则, 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有

学实践中的一种重要模式。面对源自西方的项目学

利于学生在语言、知识、
非语言能力和情感方面的协

习, 我们需要从后方法视角, 根据我国宏观的社会环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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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method an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framework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ZH AN G Ming f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H eb ei U niversit y of Science and Techn ol ogy, Sh ijiaz huang, H ebei 050018, Ch ina)

Abstract: Pro ject- based learning f ramew ork has t urned int o an import ant mode o f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w orldw ide in t he field o f applied ling uist ics. F rom the post - met hod per spect iv e, t he paper analy
zes t he m icro cont ex t s, f eat ures, and influencing f act ors of t he project - based learning, in order t o ex plore
the t heoretical basis for t he pro ject- based learning and f oreign language t 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pro ject- based learning; post - method; for eig n lang uage teaching
[ 责任编辑

幼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