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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40002)子课题“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与实施方法

研究”和第八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基于‘产出导向法’的理工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

(ZGWYJYJJ2016B49)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产出导向法”(product⁃oriented approach，以下简称 POA)理论旨在解决我国

高校外语教学“学用分离、效率低下”的弊端。目前已有较多教学实验为该理

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课堂实践经验与教训，但此类研究要么聚焦于“驱动⁃促成

⁃评价”各教学环节(曹巧珍 2017；邱琳 2017；孙曙光 2017)，要么基于单个单元

教学展开 (张文娟 2015，2016，2017)，要么聚焦教材编写 (常小玲 2017)，考察

POA整体教学效果的实验研究则比较鲜见。本文将报告一学期的 POA教学实

验效果。

顺应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形势和要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 2009年 9
月起压缩了大学英语课时，分级进行教学，但教学方法未见明显改变。英语教学

仍采用“课文中心法”，即“课前热身—课文学习—课后练习”教学模式，以弄懂文

中的词、句、篇为教学目标。其结果是学生英语学习无浓厚兴趣，课堂教学效率

低下，“学用分离”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针对学生不同的内

在需求，激发其英语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全面提高教学效果，是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解决四个问题：1)POA能否提高学生的英语总体

水平？2)POA对听、说、读、写、译哪种技能的提高最有效？3)POA对高、中、低分

组哪种水平的学生最有效？4)学生对 POA的总体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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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照组的教学由教研室集体备课，是本校的常规大学英语教学。
2 该校大学英语课程包括综合英语课(60⁃70人大班课)、口语课和听力课(30⁃35人小班课)三种课型。

2. 研究设计

2.1 实验对象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 129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实验组 61人，来自应用化学

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两个自然班。实验组由笔者采用“产出导向法”授

课。对照组 168 人，来自勘察技术工程专业两个自然班。两组学生的英语水平

无显著差异(p = .590)。对照组由一位副教授采用传统的“课文中心法”授课。

两位任课老师均有 15 年以上教学经验，在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等方面无明显

差异。

2.2 POA教学程序

POA 教学实验共持续 12周 2，每周 4课时，合计 48课时。前 2周为导学课，

包括常规大学英语导学课，如介绍《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讨论大学英语与高中英语的差异、自主学习方法和策略等；以及专门 POA
导学课，向学生解释“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的理据，讲

解“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的理由和具体做法、POA 教学实验

要求及评价方式、《新一代大学英语》的特点和配套教学资源。学生参加英语

摸底测试后对其总体英语水平和各分项技能进行自评，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

个性化英语学习目标。而后 10 周课程分别围绕教材中的 5 个单元开展教学。

每个单元目标分为交际目标和语言目标；产出任务有口语任务和书面产出任

务，前者如小组视频和小组展示，后者如英文作文、英语论坛发言、小组英文小

说创作等活动。每个大的产出任务会分解为几个子任务。整个教学遵循“驱

动⁃促成⁃评价”三个环节(文秋芳 2015)，评价环节采用“师生合作评价”方式(文
秋芳 2016)。

为了有效开展 POA教学实验，笔者在开学初向学生公布了大学英语课程的

整体评价方案。在班上公开竞聘英语课代表，将学生分为 4⁃5人小组，并自行确

定组长；建立班级英语学习 QQ 群为合作学习提供了平台。同时为每位同学制

作了电子档案袋，其中包括个人信息表(含毕业高中、高考英语分数、英语学习经

历、自我评价、获奖情况等)、英语学习目标、学习日记、学期总结、口语测试录音、

已完成的产出任务及其评价。电子档案袋是大学英语课程形成性评价的重要

依据。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实验使用的研究工具为前、后测试卷和学习日记。两次测试均为英语水

平测试，与四级题型一致，含听力、阅读、作文和翻译四个部分，分别在入学初和

学期末实施。评分由笔者和对照组任课教师负责，主观题评分标准由两位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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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人数

61

68

最低分

27

28

最高分

86

89

平均分

61.07

62.11

标准差

11.469

13.288

均差

-1.04

p值

.633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成绩对比

者共同商定。学习日记分主题型和开放式，主题型含学期英语学习总结、测试分

析以及教学反馈等。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两组学生前后测试成绩以及高中

低分组之间差异的量化数据分析使用 SPSS21.0软件包，实验组学习日记的质性

数据则依据 Strass & Corbin(1998)的方法，进行开放式编码，即从数据中提取关键

概念，如有趣、开心、融洽、收获、丰富多彩等等。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下文主要汇报 POA对英语总体水平和各分项英语技能的影响、对不同水平

学生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对 POA的总体评价，最后结合实验结果进行讨论。

3.1 对英语总体水平的影响

为评价 POA 的教学效果，笔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了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后测中的数据差异(见表 1)。结果发现，经过 12周的教学实验，实验组在后测

中的平均分稍低于对照组 1.04 分，但无显著差异(p = .633)。这似乎证明，“产出

导向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在教学效果上并无明显优势。

我们的研究假设是 POA重视产出技能，学生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完成口头

产出任务，可能会对其四级考试成绩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两组学生后测英语成

绩并无显著差异。五个单元教学中，我们设计了三次口头产出任务，即小组视频

(Unit 1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朋友)和小组展示(Unit 3身边的化学、Unit 8 用英

语讲中国故事)，最后进行口语测试。口语测试通过抽签选择话题，经准备后进

行对话。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在测试中均能运用连续话语就某个话题进行讨

论，语言较为流利，表达较为清晰。而在最初的小组讨论中，他们常需借助汉

语。口语测试和笔者的课堂观察皆证明，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得到了提升。学

生的学习日记还显示，POA教学对口语水平的提高最大。学习了多年的英语，他

们终于在 POA的催化作用下告别了“哑巴英语”。

例如学生 4这样总结自己在口语方面的进步：

我是个很害羞的人，以前不敢在别人面前说英语，现在能够开口说了，而且

敢在很多人面前表演用英语说出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

总之，仅使用传统的四级英语测试无法全面客观地检验 POA 的教学有效

性，开发与其相匹配的测试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其教学效果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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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各分项技能的教学效果

接下来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后测中写作、听力、阅读和翻译等各分项技

能的具体变化，以考察 POA对这些技能的提升效果。

根据表 2，实验组前测写作水平(p= .016)和听力水平(p= .002)显著低于对照组，

后测则无显著差异(p= .443和 p=.787)；实验组前测阅读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4.7分

(p = .000)，后测无显著差异(p = .707)；翻译水平前后测均无显著差异(p = .470 和

p=.178)。

3 27%是在正态分布情况下的划分，是一个经验值。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差

p值

人数

61

68

写作(15分)

前测

6.31

7.37

-1.06

.016

后测

8.67

9.00

-0.33

.433

听力(35分)

前测

15.98

18.82

-2.84

.002

后测

22.64

22.34

0.3

.787

阅读(35分)

前测

23.38

18.68

4.7

.000

后测

21.95

22.30

-0.35

.707

翻译(15分)

前测

7.04

7.52

0.48

.470

后测

7.80

8.47

0.67

.178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各分项技能成绩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POA 对学生听力和写作技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翻

译技能的影响不大，然而学生的阅读技能非升却降。这似乎在情理之中，因

为 POA 注重将惰性知识转化为主动知识，强调写作和口语等输出技能。学生

日记也印证了我们的假设。由于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注重阅读练习，强调课

文背诵。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未完全适应 POA 强调的选择性学习，缺少对

教材的关注和单词的积累而导致阅读能力下降。例如有学生在日记中写道：

身边的英语学习资源太多了，我开始不自觉地摆脱了课本，我认为学习课本

还是十分必要的，以后在课本上要花费一定的功夫。

实验结果的成因还可能在于实验者，由于笔者首次开展 POA 教学实验，往

往聚焦完成任务所需的语言项目，而忽视课本中连贯语篇的加工以及难句的

翻译。

3.3 对不同水平学生的教学效果

为了解 POA对不同水平学生的教学效果，我们将实验组学生依据心理测量

学中高低分组各 27%3进行了划分(高分组 17人，中分组 26人，低分组 18人)，并
使用Wilcoxon检验对高中低分组的两次成绩分别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见表

3)，高、中、低三组学生的前后测成绩均有显著提高。高分组增加了 7.03分，中分

组增加了 7.16分，低分组提高最大，增加了 11.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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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同样的标准，我们对对照组高、中、低水平三组学生前后测成绩进行对

比。结果显示(见表 4)，高分组仅相差 0.44 分，差异不显著；中分组增加了 7.63
分，低分组增加了 20.85分，差异皆显著。

分组

高

中

低

人数

17人

26人

18人

平均分

前测

63.79

53.69

40.83

后测

70.82

60.85

52.17

标准差

前测

5.400

3.244

5.646

后测

8.235

7.875

11.404

均差

7.03

7.16

11.34

p值

.004

.000

.001

表 3 实验组高中低分组前后测成绩对比

分组

高

中

低

人数

17人

31人

20人

平均分

前测

72.77

52.87

34.33

后测

73.21

60.50

55.18

标准差

前测

5.863

6.190

7.023

后测

8.814

11.001

14.180

均差

0.44

7.63

20.85

p值

.687

.000

.000

表 4 对照组高中低分组前后测成绩对比

从表 3和表 4中我们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主要差异在于 POA对实验组

的高分组效果显著，而“课本中心法”对高分组却效果不佳。通常来说，高分组的

提升空间比起中、低分组要小，本研究却发现，实验组高分组的提升甚至高于中

分组。这可能由于丰富多彩的产出任务对高水平学生形成了多维度的挑战，充

分激发了其学习动机和兴趣。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充分“注意”到自

己在某项语言技能或者团队合作、百科知识、多元智能方面的弱点，积极主动向

同伴学习。传统“课本中心法”仅对低水平帮助最大，高水平学生则由于“天花

板效应”，所学内容过于简单，对其缺乏挑战而没有得到提高。因此，本研究证明

了 POA有助于英语高水平学生的提升，而他们正是可能成为国家急需的高水平

外语人才的潜在人群，将来进入社会后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秋芳 2012：
289)。从这个意义上说，POA有助于开发学生中优质英语资源的“潜能”，有利于

卓越人才的培养，从而满足国家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

3.4 POA的总体评价

实验组学生对 POA 皆持肯定态度。日记中“有趣”、“开心”、“融洽”、“收

获”、“丰富多彩”等高频关键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积极的反馈主要表现在英语

学习观念的转变、自信心和学习兴趣的提升以及综合能力的发展等方面。

张伶俐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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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英语学习观念的转变

POA 强调“以学助用”、“以用促学”、“以评促学”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从高考

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最大收获是英语学习观念的改变，意识到英语不是一门

学科，而是一门语言。例如有学生生动描述了高中英语和大学英语学习的

差异：

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学英语”到“用英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再是单调的单

词、枯燥的句子，而是构建的实际运用英语的情景，真正把英语运用到了生活

中。高中英语学习是闭门造车，现在的学习则是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

下面的表述诙谐地反映了学生 29在学习观念转变后对英语的喜爱：

我发现英语是一门很有魅力的语言，不能把她当成学科来看待，要把她当

成兴趣。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英语，“尽管英语虐我千百遍，我待英语如初

恋”。

上述引文说明英语切实融入到了大学生活，学生充分感受到了英语魅力。

3.4.2 自信心和学习兴趣的提升

小组讨论、对子活动、个体展示、小组展示等丰富多彩的任务不断给他们带

来惊喜，用英语完成各种任务的成就感极大地提升了英语学习的自信心，激发

了其英语学习动机和兴趣。例如学生 31 在日记中反映了完成任务后的喜悦

心情：

这星期我们小组一直在完成一个特别有趣的英语作业——英语演讲录像

…我们可能做得不是特别好，但都尽了最大努力。虽然困难重重，无数次重

来，最后当看到自己辛苦努力后的成果时，心中有一种苦尽甘来，大丰收的

愉悦。

学生 16也分享了自己英语演讲任务完成后的自豪感：

这学期，我做过角色扮演，做过演讲家，写过演讲稿，参与过制作 PPT，很新

奇也很好玩，特别是当看到自己用特别蹩脚的英语口语信心满满地做演讲时的

莫名喜感。英语作业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丰富了我的知识，充实了我的生

活。

学生们的反应充分证明了 POA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学会做一些事情，增

强了其学习成就感，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

3.4.3 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POA 倡导“全人教育”，使得学生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等诸多方面得到提升，丰富了他们的视野，开拓了他们的思维。

例如学生 13详细列举了英语学习对提高自己各种能力的帮助：

英语学习十分丰富，对我们的自学能力与动手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其它能

力都有一定的要求。这不断锻炼着我们，促进我们全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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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30在日记里呈现了英语学习对培养自己健全人格的促进作用：

大学的英语学习注重口语表达还有对课文的真正理解，已达到能从课文中

学到一些哲理，比如说关于人生的思考和他人的交流等等！真正希望能把英语

学成自己的第二语言，从而受益终生！

上述引言表明，POA充分地体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性特点。它不仅拓

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还锻炼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全面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我们还发现了 POA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首先，学生刚刚脱离高考应试

教育的枷锁，学习观念从“刷题记单词”转向“用英语来做事”需要过程，这可能是

导致教学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例如学生 43生动地描述了其转变过程的心情：

我已经习惯了填鸭式教育，猛然转换为自主模式，心里有些兴奋与激动，但

是由于自己自制力差，一切都进展特别地缓慢，没有幻想中的那么快。

学生 47也表明了自己最初接受新模式的不适：

毕竟刚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刚开始有些慌张，有些不安。后来我深深地爱

上了这种教学方法，逐渐学会团队合作，学会运用一些技巧享受任务的乐趣。

学生的反思也说明，虽然学习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开始比较“缓慢”，但是

在进步；“慌张”和“不安”之后，他们会逐渐“爱上”这种新的模式。

其次，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对 POA的适应存在困难，因此 POA对其教

学效果不明显，需要引起更多关注。从管理非常严格的高中学习过渡到自由开

放的大学学习，他们很容易虚度光阴。例如有学生的学期总结就充满了悔意：

现在回头看看，真的后悔，那种空虚感前所未有。或许我从**这种管得特别

严的学校出来之后，突然没人逼着我了，这种放松真是慢慢地堕落了我。

4. 结语

目前 POA教学实验已开展近半年, 实验组教师和学生也逐步适应了“驱动⁃
促成⁃评价”教学模式的运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研究表明,POA能有效

提升学生的听力、写作和口语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POA有助于充分开发

学生中优质英语资源的“潜能”，从而满足国家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POA深受

学生的喜爱，增强了其英语学习动机，提升了其英语学习的自信心。为了有效地

实施 POA，笔者有三点经验教训跟大家分享：首先，开设 POA导学课非常有必要

(文秋芳 2015)。大学一年级是从高中应试教育向大学全人教育转型的关键时

期，学生接受 POA以及教师熟悉运用 POA尚需时日。因此，建议教师从行动研

究开始，切实将 POA 理论和各个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吃透，而不要急于开展大

规模教学实验。同时，对于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应该给予更多的关

注。其次，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在 POA 实施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对课

文中的内容、语言和结构等进行选择性学习。由于课文的理解是为了更好地为

张伶俐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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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服务，教师往往更多地关注完成任务所需主要信息的获取和语言项目的学

习，而忽视对连贯语篇和难句的深加工。因此，建议教师在处理教材时能适当关

注作者立场、弦外之音和暗含意义等对连贯语篇的理解，并对好句好段进行释义

和翻译。最后，开发与 POA相匹配的教学测试体系。仅使用传统的英语水平测

试无法全面客观地检验其教学有效性，我们可增加口语测试以及对产出任务的

形成性评估等等。总之，POA是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外语教育理论(Wen
2016, 2017; 文秋芳 2017)，我们坚信它将在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并能开花结果。未来教学实验研究可进一步侧重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的变化、英语口语能力的变化及 POA综合测评体系的研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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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下文简称 POA)(Wen 2016，2017；
文秋芳 2015)是我国学者构建的外语课堂教学理论。POA挑战了“课文中心”的

精读教学模式，主张“学用结合”，将“输入性学习”与“产出性运用”紧密结合、相

互联动(文秋芳 2015)。
笔者就职的法科院校于 2012 年进行了教学改革，采用以学科内容为依托

的教学模式（content⁃based languege instruction）课堂活动围绕争议性的法学话

题，课下采用“项目学习法”(project⁃based learning)敦促学生探究法学课题、撰写

研究论文。在教学实践中，笔者遇到了一些困难，最棘手的是课文信息密度

大、生词多，课文讲解采用精读教学法，占用了大量课堂时间；课堂“输入”无法

应对课下开放的写作任务，学生产出质量不高，对课堂所学的语言不能“活学

活用”，个别学生甚至依赖翻译软件或利用网络剽窃，这显然与“培养语言运用

能力和学术能力”的课程目标背道而驰。为解决这一难题，笔者决定尝试使用

POA，进行一个单元的教学实验，探究其教学效果。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法进行了为期两周(8 课时)的课堂教学，主要探讨两个

问题：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张文娟

提要：本研究尝试运用“产出导向法”，就一个单元教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课堂实验，探究实验

组和对比组学生在作文质量和目标语言项目测试成绩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结果显示：

1)两组学生的作文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作文的“语言”得分高于对比组，在“内容”和

“语篇结构”得分上两组没有显著差异；2)实验组在作文中使用的单元目标语言项目明显多于

对比组；3)实验组语言测试成绩显著高于对比组。

关键词：产出导向法、大学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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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传统精读教学相比，POA能否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质量？

2)与传统精读教学相比，POA是否有助于学生对新目标语言项目的掌握？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两个平行班的学生，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比组。两组人数分别

为 35 人(男生 18 人，女生 17 人)和 36 人(男生 19 人，女生 17 人)，均为大一(下学

期)法学专业学生。两组实验前水平相当：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入学成

绩(t= ⁃.151，df = 69，p> .05)、上学期期末成绩(t = ⁃.271，df = 69，p> .05)均未见显著

差异；实验前两组作文总分（t = ⁃.574, df = 69, p > .05）及分项“语言”、“内容”、“结

构”成绩(t= .303, df = 69, p> .05；t = ⁃.918, df = 69, p>.05；t=⁃.574,df=69,p> .05)均未

见显著差异。

2.3 实验过程

实验组教学设计遵循 POA的教学理念、假设和教学步骤 1。

1 具体步骤请参看张文娟(2015)，本实验中的教学对象与张文娟(2015)不同，但教学过程基本相同。限于

篇幅，本文只对 POA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作简要介绍。

Theme⁃related language (23个)

suspect

alternative

accuse/accusation

violate/violation

retain/retention

disrespect for

innocent

denial

defendant

compassion

convict/conviction

deterrent/deter/deterrence

abolish/abolishment/abolitionist

be deprived of

retribution

arbitrary

clemency

imprisonment

pay (ultimate) price for

execute/execution

equate to

be embedded in

console

表 1a 单元目标语言项：与主题相关的词和词块

Argumentative language (12个)

a)

b)

proponent/advocate/ supporting camp

opponent/critic/ opposing camp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controversy.

The majority of opponents believe…

A misunderstanding underlying this
debate is the assumption that…

c)

d)

…This argument/view is biased.

…The argument/assumption/criticism is
untenable.

The deterrent effect is dubious.

Even if there is evidence that …, it cannot
justify ...

Undeniably…/One cannot deny that…but…

Admittedly, …, nevertheless,…

表 1b 单元目标语言项：与议论性写作相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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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娟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

2.3.1 POA的设计

1)任务设计和目标设定

笔者选取了“Should the Death Penalty be Abolished”这一话题作为教学主题，将单

元任务设定为“立场型”议论文写作，期望学生能在了解正、反方观点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以书面形式表达。

为了服务于这一目标，笔者选取了与主题相关的常用词或词块 23 个(见
表 1a)以及与议论文写作相关的四类表达 12 个 (见表 1b)作为本单元的语言

目标。

2)驱动、促成、评价环节的设计

在驱动环节，笔者利用真实案例(德国公民在中国被判处死刑，引发德驻华

使馆抗议)创设交际场景，挑战学生“应对质疑、表达观点”的产出能力，随后明确

单元目标和任务。为了让学生对话题有初步了解，笔者设计了预热环节：教师简

介死刑历史和现状，学生就这一话题进行 10分钟的小组讨论。驱动环节后，学

生当堂尝试单元写作任务(前测)，了解自己的“缺口”，同时为教师“促成”设计提

供依据。

在促成环节，笔者根据任务需要和学生写作“短板”，选用了 2篇文字材料和

1篇视听材料作为输入材料，将教学分为三个子环节，分别聚焦“观点”、“语言”

和“语篇结构”的促成，帮助学生形成个人见解、吸收语言、构建语篇结构图式来

促成写作任务的完成。在“观点促成”时，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句子、段落、篇章阅

读来识别争议焦点，评价双方论点的说服力，表达个人观点，展开辩论。在“语言

促成”时，笔者改变了逐句讲解的教学方式，根据任务的需要，采用课堂学用活动

和课下学用练习相结合方式，帮助学生注意、理解和使用新的语言形式，并在观

点和结构促成时，引导学生再次运用所学语言。在“结构促成”时，针对段落内部

结构的促成，笔者采用专题讲解和写作练习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反驳段

落的写作，同时关注段落内部的逻辑关系、语步等；对篇章结构促成，笔者采用了

范文示范的方法，选用了其他主题的议论文范例供学生学习参考，了解议论文基

本结构。

在对学生产品的评价环节，笔者选择 2篇典型问题作文和 1篇优秀作文供学

生小组讨论和评价。讨论后，教师给出自己的评价和理据，帮助学生了解评价标

准、提高对典型问题的意识程度，随后鼓励学生自评或互评，课下修改作文，再次

提交。

2.3.2 实验实施

实验组采用 POA，对比组采用精读教学法。两组教学时长一致、学习材料相

同。对比组与实验组的教学存在三方面差异：首先，对比组没有“驱动”环节，但

考虑到教学公平，对比组也阅读案例材料，作为话题导入(lead⁃in)。其次，实验组

在促成前，教师评阅和诊断学生的写作，将诊断结果(作文中语言、内容和语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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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问题)呈现给学生，解释“促成”设计的理据，为下一步的学习导航；对比组也

在话题导入和预热环节后进行了写作(前测)，但没有呈现诊断结果和学习导航

环节。最后，在正式的输入性学习环节，实验组对输入材料进行选择性学习，针

对任务需要，进行语言、内容和篇章结构的促成；对比组采用精读教学模式：先略

读，分析了文章结构、作者的立场，随后进行精读，关注各段落的主题句、了解段

落内容，补充背景知识，注重生词、难句的讲解。课后练习的设计模仿传统大学

英语教材中的习题形式，涵盖所有目标语言项目；精读完毕后精听，听的练习包

括主要观点的摄取、细节的把握等。

两组均在话题预热后、输入性学习前，当堂以“Should the Death Penalty be
Abolished?”为题完成议论文写作任务(40分钟)，产出文本作为前测样本；在 5课

时的输入性学习后，再次当堂完成同题写作任务(40分钟)，产出文本作为后测样

本。一周后进行单元语言测试。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对比的公平，实验组的后测

样本是在“评价”环节前收集的。事实上，“评价”是 POA不可或缺的环节，也能

起到促学作用，通过典型问题作文的“师生共评”(文秋芳 2016；孙曙光 2017)和补

救性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产出质量。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3.1 作文的评分与分析

实验前后共收集作文样本 142份，包括实验组前、后测作文各 35份，对比组

前、后测作文各 36份。按照以下 3个步骤对样本进行分析：

1)评阅。在样本收集后，在背面逐一编号，打乱顺序后，由笔者和另一位评

分员就作文的语言、内容和篇章结构进行评分。评分采用 5 分制(1 = very poor;
2 = poor; 3 = so so; 4 = good; 5 = excellent)，语言、内容、结构各 5分：“语言”项考察语

言的准确度和复杂度，包括词汇、语法和语用是否准确、丰富等；“内容”项考察作

文的观点是否明确，理由是否充分，立论和驳论是否有说服力；“结构”项考察作

文的语篇结构，包括议论文的整体结构、段落内部的逻辑结构以及段落间的衔

接。两位评分员均为大英教师，都曾多次参与四、六级考试作文评分，经验丰

富。正式评阅前，两位评分员分别就 8份作文进行预判，就评分标准达成共识。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位评分员对 142 份作文“总分”评分的 Cronbach α 系数

为 .879，“语言”、“内容”、“结构”分别为 .818、.806 和 .837，说明两位评分员间的

一致性良好。

2)得分统计。利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作文总分和

语言、内容、结构三项得分进行组间对比分析。

3)语料统计。统计学生在作文中对本单元 35 个目标语言项目(见表 1a 和

1b)的使用情况。首先将作文手写稿录入计算机，再利用语料分析软件

powerGREP4 统计目标语言项目在每一个文本中出现的种类(type)，若同一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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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项目重复出现，仍只记一次。最后，利用 SPSS 17.0 独立样本和配对样本 t 检
验，对两组使用的目标语言种类进行组内、组间对比分析。

3.2 语言测试

为检验学生对目标语言项目的学习效果，在教学结束后一周，对两班学生进

行随堂测试。测试主要考察本单元 35 个语言目标的辨识 (recognition)、记忆

(recall)和使用(use)，考试题型包括选词填空、词形转换填空、汉译英、英译汉，满

分 30分 3。两班采用了相同的测试卷，测试事先未告知学生，测试时长均为 30分

钟。测试结束后，由笔者和另一位教师对试卷进行评阅，评阅采用流水作业。最

后，利用 SPSS 17.0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两组学生的测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两组学生作文成绩对比

我们首先对两组作文的前、后测进行组间对比，前测组间对比旨在确认两

组在输入性学习前的作文水平相当(结果已在 2.2 节汇报)；后测组间对比旨在

了解两组在教学后产出质量是否存在差异，以检验 POA 对学生写作质量的

影响。

结果显示，两组作文后测总分未见显著差异(t = .90, df = 69, p > .05)；两组作

文“语言”得分差异显著(t = 2.02, df = 69, p = .047<.05)：实验组“语言”得分高于对

比组(均差 = .30)；两组“内容”、“结构”得分未见显著差异(t = .33, df = 69, p > .05；
t = .77, df = 63.6, p > .05) (见表 2)。说明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产出的文本总体

质量无明显影响，但实验组的语言质量略好于对比组，两组内容、结构无显著

差异。

4.2 两组学生使用目标语言项的种类对比

为了解学生对新学目标语言项目的使用情况，我们对两组作文语料进行

统计。结果显示，两组在前测作文中对语言项目使用的种数未见显著差异

(t = ⁃.07, df = 69, p > .05)；在作文后测中两组呈现显著差异 (t = 2.11, df = 69,
p<.05)：实验组在作文中对目标语言项目使用的种类多于对比组 (均差 =
1.56)，实验组人均使用新学语言项目 9.1 个，对比组只有 7.5 个 (见表 2)。观察

两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发现实验组有 46%的学生对 35 种目标词的使用达 10
种以上，而对比组使用 10 种以上语言项的人数占总数 22%，只有实验组的

一半。

为更细致地了解两组学生在产出时(后测)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在两组作文

中选出得分相同（总分 12.5分，语言 4分）的两个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在表达同

一个观点时，两组学生对目标语言项的使用存在明显差异。

·· 381



2017 年 现代外语 第3期

作文

语言项使用

种类

语言测试

作文总分

分项-语言

分项-内容

分项-结构

作文前测

作文后测

总分

实验组(n=35)

平均分

11.67

3.74

3.92

4.12

3.23

9.06

23.40

标准差

1.90

.54

.62

.66

1.47

3.52

3.71

对比组(n=36)

平均分

11.26

3.44

3.88

4.01

3.25

7.50

20.91

标准差

1.94

.69

.55

.51

1.27

2.66

4.93

均差

.41

.30

.04

.11

-.21

1.56

2.49

t (69/63.6)

.90

2.02

.33

.77

-.07

2.11

2.39

p

.374

.047

.739

.446

.948

.039

.019

表 2 两组作文得分、语言测试、使用目标语言项种类对比

实验组示例::
A strong argument given by opponents of death penalty is that death penalty

infringes criminals’right to live. Undeniably, in some religions, everyone could get
clemency, forgiveness and compassion.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death penalty takes
criminals’lives. However, death penalty honors criminals’dignity as responsible
actors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y. If we do not give criminals deserving punishment,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cannot be consoled, the hurt will be retained.

对比组示例::
One of the reasons given by people against death penalty is that it may damage

human rights. On the contrary, I think death penalty is a performance of honoring
human rights. Everyone is supposed to control his or her behavior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rime. Only in this way, human rights of those victims can be
protected and their family can be consoled. The best way to defend human rights is to
punish the evil and praise the good.

上述两段文字内容相似，都是对“死刑违反人权”观点的反驳。观察两者对新

学语言的使用，可以看出，第一段文字(74词)共出现了 6种目标语言项(划线部分)，
这些语言项目的使用，丰富了语言表达形式；第二段文字(80词)只出现了 1种语言

项，一些习惯的用法，如 People against death penalty，damage human right 等，并没

有运用新学的语言形式来更替。虽然该段语言也比较流畅，但如果能够在作文中

灵活使用新学的语言项目，语言会更加简练、丰富，如第 1、2句可以改为：

One of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death penalty opponents is that it may violate
the convictshuman right. Admittedly, human right to life should be respected. Never⁃
theless, everyone is supposed to control his or her behavior… (划线部分为目标语

言项)

·· 382



张文娟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实验组学生虽然较多使用了新的语言形式，但有些表达比较

牵强，比如第一段中连续出现了 undeniable 和 It cannot be denied 两个表达，这说

明学生对新的语言形式的使用还不够熟稔和准确，还需要后续的学习活动来提

升和巩固。

4.3 两组语言测试成绩对比

为了了解学生对目标语言项目的学习（接受性掌握）效果，我们对两组学生

的语言测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语言测试成绩呈现显著

差异(t = 2.39, df = 69, p<.05)，实验组语言测试成绩显著高于对比组(均差 = 2.49)
(见表 2)。

5. 讨论

5.1 POA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写作总分和“内容”、“结构”得分均未见显著差

异，这很可能是因为实验时间短，教学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有限。另外，实验

设计上的局限也影响了 POA 优势的充分显现：其一，为了获取两组作文的前测

样本，两组均在“输入”前进行了写作尝试，POA“输出驱动”在对比组也可能产生

了效应。其二，为了确保实验的效度，两组的输入材料完全相同，而根据输出任

务选取输入材料本身就是 POA 的优势，实验组的对比优势没有显现，尤其是其

中一篇阅读材料专门针对议论文结构的促成，两组学生都可能对语篇结构进行

了显性或隐性学习，这很可能是两组作文“结构”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其三，议论

文写作容量有限(约 200字)，学生只需要陈述两到三个理由即可达到内容的基本

要求，这可能限制了实验组发挥“内容促成”的优势；最后，为比较两种教学“输入

性学习”的效果，“输入”结束后即收集学生后测作文，实验组还未进入最后的“评

价”环节，因此 POA“评价”环节的“促学”优势没有体现。

根据实验结果，实验组的“语言”得分显著高于对比组，这表明 POA 的“促

成”设计使学生对新语言项目的“吸收”效果更好，因此写作时的语言质量更高。

不 过 ，对 数 据 进 行 观 察 ，会 发 现 两 组 语 言 得 分 差 异 只 呈“ 边 缘 ”显 著

(p = .047 ≈ .05)，要了解 POA能否提升“语言”的学习效果，还需要借助其它数据

和结论进行三角验证。

5.2 POA对学生掌握新学语言项目的影响

针对单元目标语言项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实验组的语言测试成绩显著高于

对比组；对作文语料的统计分析也显示，实验组对单元目标语言项的使用种类显

著多于对比组，实验组有近一半学生使用了 10种以上语言项；进一步的文本分

析显示，在得分相同的作文中，实验组作文包含的目标语言项更多。这些结果表

明，实验组学生对目标语言项的掌握比对比组好，说明 POA 能促进学生吸收并

使用新学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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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如 Nation 2001; Meara 2005)，对语言项目(如词汇、

语块)的学习效果主要归因于频率(frequency of exposure)、注意程度(noticing)、
专注程度(attention)、学习或使用需要(need to learn or use)等，Schmitt (2008, 2015)
在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参与”(engagement)概念，认为教师应设法提高

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参与度(promoting engagement)，以提升学习效果。

实验组学生能更好地吸收并运用新学的语言形式，是因为 POA“将学生

‘所学’”与‘所用’有机融合”(文秋芳 2017)，根据任务需要，提高了输入的“针对

性和指向性”(常小玲 2017)。笔者在 POA“学用一体”的理念指导下，在“语言促

成”环节，通过设计“促成性”小任务，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做中学”，在语言使用中

提升对新学语言的注意和“参与度”，促进语言形式、功能与意义的联结(Nunan
2011)；通过设计“促成性”语言练习，如翻译、改写等，敦促学生用新学的语言形

式“替代”习惯表达，巩固有用的语言形式；在“观点促成”、“结构促成”环节中，也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语言使用机会，引导学生反复运用新学语言形式，增加学生接

触语言的频率，从“复制性”运用语言逐步过渡到灵活运用(张文娟 2016)。相对

而言，精读教学法的教学内容虽然也涵盖了目标语言项目，但缺乏“学用一体”的

教学设计，在教师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中，学生对目标语言的注意程度、学习和

使用的需求程度、参与程度、接触语言项目的频率等都较低，因此影响了语言学

习的效果。

毋庸置疑，吸收和使用新学的语言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语言质量，而且可以促

进学习者语言体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从学生对个别语言形式的“牵强”使用

来看，学生从接触新的语言形式到最终能灵活、恰当地使用，其间要经历相当复杂

的心理过程。因此，要帮助学生从对语言的“接受性”掌握 (receptive/passive
mastery)转化为“产出性”掌握 (productive/active mastery) (Melka 1997; Schmitt
2015)，一次“促成”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帮助学生熟稔地使用语言，还应该遵循循序

渐进的原则(邱琳 2017)，引导学习者在后续的学习活动中对所学语言加以巩固。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探讨了 POA对大学英语写作的影响。研究

发现，一个单元的 POA 教学对学生写作的总体质量的影响不大，但与传统精读

教学法相比，POA教学班的学生对单元目标语言项的掌握更好，在作文中对这些

语言项目的使用也更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本研究的设计还有很多地方需

要改进：一是实验持续时间短，能观察到的学生变化和学习效果有限；二是缺少

对学习效果的跟踪研究(如延时后测)；三是受制于对比研究的局限，POA的“输

出驱动”优势、根据任务选择材料的优势、以及评价的“促学”优势均未充分体

现。建议未来的研究者采用历时研究设计(如张伶俐 2017)、利用更多样化的测

量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更准确、更全面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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