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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梁仪教 授的“高效 英语语感教学法”提出的“培养英语语感是 英语教学的核心 ;学法先导、扩大语

言输入、发挥学生作为认 知主体的积极作用 是英语教学的重要措 施和步骤”等教学思想经实践 验证具有科学
性、合理性。 实用、完善的英语教学法对英语教学实践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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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梁仪教 授根据多年 的英语

所组成的教学法体系。 在教学中 ,英语语感教学法主要运

教学 实践经 验和 深入的 教学 法理论 研究 ,首 创了完 整系
统的高效 英语语感 教学法 ,于 1994年 开始在中学 开展英

用了以下 10条教学措施和技巧:
1.指导英语学法 ,培养学习习惯。 集中指导与分散指

语教学 改革实验 ,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为 此 ,梁仪 教授先
后荣获 “教育部 1998年度 基础教育教 改实验优秀 项目二

导相 结合 ,开学 初举行“英语语感学 习法”专题报告 会 ,向
学生 和家长 介绍 学习英 语的 正确途 径与 方法 ,并提 出明

等奖”、“曾宪梓 教育基金会 1999年高 等师范院校 优秀教
师奖一等奖”。 现将该教学法的核心思想介绍如下。

确的要 求。 在教学中结合 具体教学内 容向学生 介绍该内
容的具体 学法 ,如音节拼读 法、词 素分析法、意群朗 读法、

一、培养英语语感是英语教学的核心

[1 ]

语感 ( Ling uistic Sense)是人们对语言的直接感 觉 ,是
系统、综合的语言感知力 ,是直接、敏锐的语言领悟力。 在
语 言学习 中 ,语言的 各种 要素 如语音、词 汇、句型、语 法、
语篇以 错综交叉的形式 形成综合 性网状结构。 在 英语教
学中 ,学 生语言 能力是 通过 言语实 践和 逐渐 形成的 语言
直觉与敏感 (即语感 )来培养提高的。 语感越强 ,就能加速
学习和吸收语言 ,并创造性地运用语言。
语感并 不神秘 ,它是语言 能力的基础 ,可以进 一步具
体分 解为: ( 1)对语言的 输入有准确 、敏锐 的理解能力 ,即
听 力理解 和阅读 理解 能力 ; ( 2)正确、熟 练的 言语输 出能
力 ,即口头表达和 书面写作表 达能力 ; ( 3)准确、迅 速的言
语判断、鉴 别和 纠错 能力 ; ( 4)恰当、得 体、自如 的语 言交
际能力。 语感是和语言能力密切相关 的 ,它是带动各种语
言能力发展的综合、自然、敏锐的感觉。

二、高效英语语感教学法的教学模式 [2 ]
教学模 式亦 称教 学途 径 ( Teaching Appr oach ) ,高效
英语语 感教学法采取 “学法 先导 ,形 成习惯 ;认识规律 ,突
破 关键 ; 扩大 输入 ,读听 领先 ;高效 实践 ,培 养语 感 ; 学用

整 句理解 法、五步阅 读法 等 ,并要求 学生 坚持运 用 ,持之
以恒 ,形成习惯 ,尽早使英语学习步入良性循环 。
2.多套教材并用 ,扩大语言输入。采用《 N ew Co ncept
English》或《 L oo k , Listen and L ea rn》、《 The 21st Centur y
English》为主导教材 ,中 英合编《 JEFC》为辅助 教材 ,人教
社原统 编教材中的课文 为泛读教材 ,配以 自编“英语阅读
文选”为节假日 选读材料 ,以及系 统的听力训 练教材。 这
些教材相 互补充、有机结合、综合 运用 ,使 课内、课外相结
合 ,校内、家 庭相结合 ,保证语 言材料的大 量、有 效输入与
积累。
3.坚持英语授课 ,创造英语气氛。 课堂上教师坚持用
通俗易懂的英语讲授 ,并辅以手势、动作、表情帮助学生理
解 ,同时鼓励学生模仿教师 ,大胆使用英语相互交流、提问
回答、扮演角色 ,使学生在课堂上完全沉浸在英语之中 ( be
imm ersed in Eng lish ) ,促进语感的生成与发展。
4.强调听读结合 ,坚持朗读背诵。 要求学生每天坚持
听课文录 音 ,在 听录音的基 础上模仿、读熟、练会课 文 ,并
进一步 背熟全部课 文。 做到发音 正确 ,语 调规范 ,声情并
茂 ,进入角色。 坚持听读结合、朗 读背诵不但能定型音调、

结合 ,协调发展”等五条渠道集中培养英语语感。
高 效英语 语感 教学法 是一 套完 整的英 语教 学途 径 ,

提 高听力、锻 炼口语 、积 累词 句、加 强记 忆、熟练 技能 ,而
且为课堂上的综合实践、培养语感打下坚实的基础。

它 是由 30多 个相关 的、系列的、具 体的 教学技 能和 技巧

5.分 解能力层 次 ,突破 难点关键。 对 初中、高 中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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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能 力进行分析与 分解 ,抓住难点与 关键 ,明 确能力

的积极作用 ,违反了语言学习的实践性原则。

培 养目 标 ,提 出帮助 学生 “过 五关” (初中 阶段: 音节 拼读
关、语音 语调 关、单词记 忆关、听力 理解 关、朗读 背诵 关 ;

( 3)学习 英语 和使 用英语 脱节。 在 现行的 英语 教学
中 ,许多学生为了升 学考试而 学习英语 ,这不仅 大大影响

高中阶段: 扩大词 汇关、速读理解关 、口语 表达关、语篇写
作关、自学提高关 )。 明确 教师的主要 任务就是帮 助学生

了英语学 习效率 ,而 且忽视了 英语语言能 力的培养 ,从而
使英语教学迷失了方向。

尽早逐项“过关” ,扎扎实实培养能力。
6.集中识记生词 ,分散巩固掌握。 开学初集中词汇专
项教 学 ,将教材 中的生 词按 读音规 律和 构词 规律等 特点

( 4)题海备考应试 ,加重师生负担。 为了备考应试 ,学
生陷入试 题的汪洋大 海之中 ,疲于做题 而缺乏听、说、读、

分类组合 ,帮助学生掌握记忆单词的正确方法。 并要求学
生勤查词 典 ,全面 了解词义、用法、搭配等 ,达到滚 雪球似
地扩大 词汇量。 集中识记 单词不但教 会学生学习 单词的
方法 ,而且能保 证快捷、高效的课 文教学。 通过围 绕课文
进行的各 项实践练习 ,分散巩 固词汇 ,熟练掌握课 文提供
的语言材料。
7.重视课前预习 ,保证高效实践。 预习能使学生有准
备 地上好 课 ,能提高 课堂 教学 效率 ,能培 养自学 能力 ,所
以 ,语感 教学 法对预 习提 出明 确的要 求 ,如熟记 单词 ,读
顺课文 ,发现问题 ,找出主题 ,准备演练等。 确保上课后尽
快 进行新 教学 内容的 操练、实 践与演 练 ,达到当 堂练 会、
练熟新材料 ,当堂掌握新内容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
8.感性先于理性 ,实践先于规则。 语感教学法反对大
量占用 有限的课堂教学 时间细讲语 言知识 ,反对“课堂上

写的 实践练 习 ,因而无 法培 养和提 高英 语语 言能力 的实
际水平。
( 5)缺乏正确的英语学习方法的研究与指导。 学生在
英语 的学习 中没 有学到 高效 的学习 方法 ,教 师没有 认识
到英语课 是技能型课程 ,学好 英语的关键 是要多实 践、熟
能生巧。
综 合上述 原因 ,最 主要的 还是 功利主 义的 备考 应试
教学 思想使 整个 英语教 学围 绕着测 试来 进行: 考什 么就
教什么 ,怎样考就怎样 教。 于是 ,以教代 学、以 讲代练、细
抠 语法、死记 硬背、猜题 押宝、学用 脱节 等种 种典型 错误
的教法与学法仍然盛行。 “高效英语语感教学法”的提出 ,
对于转变 教学观念、正本清源 具有极强的 针对性 ,从而可
以做到有的放矢 ,收效良好。
2.符合英语语言习得机制的规律
人 类具有 习得 语言的 能力 ,这 种能力 来自 父母 的遗

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 写、学生 抄 ;教 师说、学 生背”的错误
教学模 式。 坚持将宝贵的 课堂教学时 间用于组织 高效实

传 ,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 乔姆斯基称这种人类特有的
先天语言习得能力为“语言习得机制” ( Lang uag e Acquisi-

践练习 ,力争达到 当堂记忆 ,当堂熟 练 ,当 堂掌握 ,避免增
加课后负担。

tio n Dev ice ,简称为 L AD)。
在 儿童习 得母 语的过 程中 ,生 成语言 规则 的前 提是
必须有大量的话语输入。 如果输 入量很少 ,就不可能内化

9.优化习得环境 ,综合培养语感。 尽量多地组织丰富
多彩的课内课外、校内家庭英语活动。 如: 课堂英语问答、
游 戏表演、竞 猜抢答、角 色扮 演、各 抒己 见、介绍 交谈 ,课

生成语言 规则 ,更不 可能创造 生成新语句 ,即不 可能学会
说话。 儿童习得母语绝不是听一 句就学一句 ,听一遍就学

外 朗诵比 赛、学唱歌 曲、名歌 欣赏、英语 板报、阅 读交 流、
英 语晚会 等 ,使学生 频繁 接触 英语 ,增加 实践机 会 ,培养

会 的 ,而是 要不断 地听。 对 听到的 语句 ,有 些懂 ,有 些不
懂 ,听 懂了 也不一 定会 说。 在很长 的一 段时 间里主 要是

学习兴趣 ,促进语感发展。
10.不搞题 海应试 ,集中培养 能力。 语感教学 法反对

听 ,这是学语言 的“沉 默期”。 语言输入逐 渐积累 ,积累储
存 到融 会 贯通 ,这 时才 形 成生 成能 力 ,开 始创 造 性地 表

功利 主义的 题海 战术 ,反对 占用大 量的 时间 去完成 名目
繁多的练 习模拟题 ,认为它 们细抠规则 ,分割、肢解语 言 ,
不利于语 言能力的提高 ,无助 于英语语感 的形成 ,是将英

达。 而在生成能力形成之前 ,表达是十分困难的。
根 据儿童 习得 母语的 过程 与特 点 ,学 生在 学习 第二

语教学引入误区、导致高分低能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语
感教学法 致力于语言实际 能力的培养 与英语实际 水平的

语言时 ,也必须遵循上述语言习得规律。 学生运用英语语
言进行的 交际活动可以 分为两个 方面 ,一 是靠听、读接受
外部 信息 ,这是 输入 ( input ) ,二是靠说、写表达内心 思想 ,

提高 ,相 信学生 能在现 行任 何同级 的成 绩测 试和水 平测
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实际上每次通考的结果都是 如此。

这是输出 ( output)。 学习英语 绝不是听多少就会说 多少 ,
读 多少 就会写 多少 ,绝 不是教 过的 就会用 。 而且进 一步

三、高效英语语感教学法的特点及意义
1.针对性强 ,有的放矢效果好
高效英 语语感教学法 是针对现行 的英语教学 法的失
误而提出的 ,这些失误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讲 ,输入总是远 远领先于输 出 ,输 出远远滞后 于输入。 英
语 课不是 理解 型课程 ,不 象数、理、化那 样 ,听明 白了 ,听
懂 了就行 了 ; 英语课 也不 是知 识型课 程 ,理解了 、记 住了
就完成任务了。 英语课是技能型 课程 ,学好英语的关键是

( 1)学生获得的英语输入量太少 ,词汇量太低。 目前 ,我
国中学英语教学要求的 1500个单词 ,大学英语专业本科要

要多练、多实践: 多听、多读、多说、多写 ,熟能生巧。
高 效 英语 语 感教 学法 所 倡导 的 “扩大 输 入 ,读听 领

求的 8000个单词均远远满足不了语言交际的需要 [1 ]。
( 2)学生缺 乏足够的英 语语言 实践练 习。 课堂上 ,教

先 ;高效实践 ,培养语感。”的教学模式 既符合语 言习得机
制的规律又符合英语课的课程特点 ,是合理的、科学的。

师一 言堂的 现象 依然严 重 ,这忽视 了学 生作 为认知 主体

3.符合 教育学中教 师是教育 主体 ,学 生是教育 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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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是认 知主体 (即 学习的 主体 ); 教学 法是 教法与 学法
的统一等基本理论 [ 3]
( 1)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是教育主体 ,学生是教育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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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主体作用是教改成功的前提。
( 2)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学 生是具 有主 观能动 性的 活生 生的人 ,是 认识 和实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处于教育者和组织者的地位。 教
师 的劳动 是一 种复杂 的、繁重 的、创 造性 的、以脑力 劳动

践活动的主体 ,是学习的主人。 在高效英语语感教学法的
教 改实践 中 ,具 体的 教学 措施和 技巧 如“强调听 读结 合 ,

为主的 示范性劳动。 人 民教师的地 位、作 用、任务 和劳动
的 特点 ,决定 教师必 须德 才兼 备 ,具 有优 秀的职 业素 质 ,

坚持朗读 背诵”、“分 解能 力层 次 ,突破 难点 关键 ”、“集中
识记生词 ,分散 巩固 掌握 ”、“重视 课前 预习 ,保 证高 效实

它包括 优良的职业道德 和智能结 构。 高效英语语 感教学
法在教 学中的具体实施 是对教师 职业素质的 检验。 一方

践”均须充分发 挥学生作为 学习主体 的积极作用。 因而 ,
在教 师正确 地发 挥主导 作用 的条件 下 ,调动 学生的 积极

面 ,英语教学改革不 同于传统 意义上的英 语授课 ,它需要
教师付出 更复杂、更繁重、更具创造 性的劳动 ,因而 ,这项

性 ,充分 发挥学 生作为 认知 主体的 积极 作用 是教改 成功
的关键。

工作更具 挑战性 ,也 对教师的 职业道德提 出更高的要 求:
对祖国教 育事业的热爱 ,对学 生的热爱 ,对自己的 严格要

( 3)教学法是教法与学法的统一
教 学方法 ,是 教师 在教学 工作 中为完 成教 学任 务而

求。 这种职业道德同时也是教师工作 的动力 ,它不仅可以
激发 教师工 作中 的责任 感 ,而且可 以使 教师 产生对 教改

采用的工 作方法和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 下进行学 习的方法
的统 一 [3 ]。 高效英 语语感教学 法是教法 与学法的 有机结

工作的兴趣和热爱的深厚情感。 另一 方面 ,在英语教改过
程中 ,高 效英语 语感教 学法 的教学 措施 和技 巧的具 体应

合。 一方 面 ,它强 调改变教师 “一言 堂”的 授课方式 ,由学
生 “唱 主角” ,教 师以教 学组 织者的 身份 参与 学生的 课堂

用 对教师的智能结构 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学法先 导”
需要教师 在教学中结合具 体教学内容 向学生介绍 该内容

活动 ;另一 方面 ,它 强调 “学 法先 导” ,认为 向学 生和 家长
介绍 学习英 语的 正确途 径和 方法是 培养 学习兴 趣、激发

的 具体学 法 ,如: 语音、词汇、句法 、语 篇分 析等 均有 规律
可 循 ; “多套 教材并 用”需要 任课教 师合 理地 将五种 以上

学习动力、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古人云: “得法者事半功
倍 ,不得法者事 倍功半。”在教 学活动中 ,无论是 教师还是

的教 材有机 地结 合并综 合使 用 ,仅 此两 项工 作就需 要教
师对中学 阶段的英语知 识具有加工 、总结、概括和 发现规

学生 ,只有掌握了合适的方法 ,才会收到良好的 效果。
综上所述 ,高效英语语感教学法是一套科学完整的教

律的能力 ,同时还须 具有纵览 全局、多 套教材有机 使用的
能力。 如果说“坚持英语授课 ,创造英 语气氛”要求教师用

学法体系。 其教改实验的成果足以证明其在英语教学实践
中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作为英语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当看

通俗易懂、流畅、地道的英 语组织教学 是对教师业 务素质
的挑战 ,那么辅以 肢体语言 ,用极富 感染力的 语言、表 情、

到: 科学、实用的教学 方法来源于 教学实践 ,同时 ,它对于
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由感性认识 —— 理性

动作引导 教学 ,有条 不紊地完 成教学任务 ,则是对 教师课
堂教学 组织能力的更高 要求。 教师能 力的大小会 直接影

认识— — 感性认识的飞跃 ;另一方面 ,教学实践应在系统、
科学的教学法的指导下 ,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 只有这样

响 授课 效 果 ,因而 ,在 高效 英 语语 感 教学 法的 教 改实 验

才可以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 1 ] 梁仪 . 英语 教学法 研究 [ M ]. 北 京: 北京 出版 社 , 1999. 221-

[ 3 ] 宋禄纯 ,王慧 . 教育学 [ M ]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90.

223、 3.

50-51、 64、 248.

[ 2 ] 梁仪 . 这样教英语 [ M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1998. 26-30.

Reflections on Liang Yi 's “ efficient teaching by linguistic sense”
Z HENG Hua
( Foreig n Language Coll ege of Hebei N ormal U niv ersi t y, Shijiazh uang , Hebei , 050091, Chi na)

Abstract: Based o n the a nalysi s of Pro fessor Li ang Yi 's teachi ng methodolog y“ effi cient t eachi ng
by ling ui stic sense” , thi s paper proves the reasonabl eness a nd cor rect ness of his t eaching ideas- - cultiv ati ng st udent s ' li nguistic sense i s the co re of Eng li sh teaching; st udying method i s mo re im po rtant
than doi ng excessiv e ex ercises; enla rgi ng st udent s ' la ng uage i nput and tapping students ' po tential are
im po rtant t eachi ng purposes. At t he sam e tim e, thi s paper i llust rat es that a practical and perfect English t eaching method has profo und eff ect o n English t 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Eng lish teaching m ethodolog y , lingui sti c sense , studying method , teachi ng practi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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