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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 consisted of cooperativ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construction, which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gender and language learning styl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aims 

to help female students to learn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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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一种由合作建构和实践建构共同构成的二维建构翻译教学模

式根据女性性别和语言学习方式的特点，得出该教学模式旨在帮助女学生有效地学习商务英语翻译，

提高他们的商务英语翻译水平。 

关键词：社会建构主义；女子大学；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 

1. 引言 

商务英语翻译是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然

而当下普通高等院校采用的传统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

式中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教学环境单一化、理论与实践

脱节、考核评价片面化等。因此，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

者在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寻新的翻译教

学思想，其中建构主义理论被认为是最具前景学习理

论。目前，我国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研究开始从理论

分析走向针对不同学习群体进行实证研究，但该教学模

式的研究仍鲜见于女子大学。女子大学是以女性独特的

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生活角色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单性高

等教育模式，因此针对女子大学传统商务翻译教学模式

的改进要考虑到女性性别特点与语言学习风格，以此更

好开发女性学生商务翻译的潜能。  

2. 社会建构式女性翻译教学模式理念 

2.1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建构主义

的重要流派。这一学派认为个体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客

观事物进行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即知识来源于环境的

交互作用，学生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来获得知识，而是

通过自身的主动建构获得。因此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

学习本质上是参与者群体共同建构社会共享认知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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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式理念 

从性别论的视角看，女性学习风格特点区别于男

性，具体可归为听觉型、场依存型以及外向型。这三个

特点原本应是女性学生学习语言的优势，但在传统模商

务翻译课堂中，很多女性学生往往不太自信，不愿主动

表现，依赖标准答案，被动消极，无法利用好自身的语

言学习优势。因此，在以女性为教学对象的商务翻译教

学实践中，要充分利用女性学习风格，让学生通过主动

合作学习，克服消极思想，建构知识，取长补短，最终

成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自我控制、自我调节 , 具有自

我分析和评价能力、善于学习的终身学习者。 

3. 双阶建构式翻译作坊教学模式 

3.1 以翻译作坊为形式的合作式建构 

翻译作坊指一群从事翻译活动的人聚集一起，就某

项具体翻译任务进行见深入讨论，协商议定出该群体成

员均认同译文的活动，十分契合女性学习风格特点。在

正式开课前，学生自行分组建立翻译作坊，并推选负责

人。上课时，教师先花 15 分钟常规教学，补充知识。

然后通过翻译作坊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建构。该部分分为

三个阶段：在译前准备阶段，给每个作坊分派限时翻译

任务，要求各坊成员共同探讨翻译风格，统一术语表达

等问题。在译中阶段，成员独立翻译，形成初稿。初稿

完成后进行交叉审译，形成定稿。在译后阶段，小组逐

一展示讨论交流，教师总结归纳。之后组内根据反馈形

成终稿，并根据翻译反思出具报告。 

3.2 以翻译项目为驱动的实践式建构 

本部分是教学中后期开展的课外实践活动，主要是

基于前中期翻译作坊模式形成合作性建构的基础上，通

过真实情景中的翻译项目实战展开实践式构建。笔者组

建了翻译小组，并与某外贸公司开展校企合作，获得真

实翻译项目。学生因为有前期的翻译作坊工作经验，在

实战中能较好地开展合作翻译，教师只需通过网络，就

项目管理、质量把控、文本编辑方面给指导。翻译过程

中，学生可以把组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存有疑虑的问题

发送到工作群，师生讨论交流共同解决。项目完成后，

教师和企业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各作坊根据反馈情况修

改译文，完成最终译本，并根据此次翻译实践情况进行

反思和总结，形成实践报告。 

在“翻译作坊”教学模式设计中，教师是该教学模

式的核心，扮演着“集设计者、诱导者、研究者和管理

者于一身的“主导”角色（朱波, 2011:53），而学生

则是该教学模式的中心，通过在学习的过程中，相互沟

通讨论、取长补短，合作完成翻译任务，使之对所学知

识有更全年、更深层次的理解。 

通过合作式建构和自主式建构两个阶段，师生之

间、学生之间，构建出一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合

作学习模型。 

4. 实验方法与说明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具体考察以下问题: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女

性二维商务翻译教学模式是否有利于促进女性学生商

务翻译能力的发展。 

4.2 试验目的和试验对象 

此次选取了湖南女子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大三两个

班级（共计 96 位学生）作为对照实验的测评对象，A

班（48 人）设定为实验班，B 班（48 人）设定为对照

班。经过前置测试，确保实验对象（AB 两班学生）整体

英语水平大致相当。实验条件配置统一，确保实验课程

的授课教师、教材选用、学习环境具有统一性，基本杜

绝无关变量。 

4.3 内容与过程 

本实验以《商务笔译》课程为实验课程，实验教材

为 对 外 经 贸 大 学 出 版 社 的 《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教学目标设置相同。A 班（实验班）采

用“翻译作坊”教学模式，而 B 班（对照班）采用传统

授课模式。整个实验时长共 16 周，进行了四次水平测

试，分别设置在第 1 周、第 6 周、第 11 周、第 16 周，

其中第 1 周为摸底测试。 

4.4 实验数据分析 

 
（a）总分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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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项成绩变化趋势 

图 1  成绩分析 

统计两班 4 次测试成绩，如图 1、图 2 所示，其中

图 1 为总分随时间变化趋势对比，图 2 为单项成绩随时

间变化趋势对比。 

由图 1 可知，摸底测试中（第 1 周）实验班成绩略

高于对照班，两班成绩差异不大（显著性值 P>0.05）， 

即两班在实验前的初始条件基本相同，说明这两个班级

具有可比性。第二次测试时（第 6 周）实验班平均成绩

反而低于对照班，结合学期结束后对学生的回访，原因

是实验班同学在教学初期对新的教学模式持怀疑抵触

心理，同时笔者对新的教学模式也缺少相关实践经验。

之后实验班同学逐渐适应并接受了新的教学模式，师生

默契度提高，在第三次测试时（第 11 周），实验班成

绩有了明显提高，并超过了对照班成绩。经过一学期的

学习，实验班在第四次（第 16 周）的测试中成绩大幅

领先对照班。由图 2 可知，新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提

高学生的句子翻译和篇章翻译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翻译

水平，而传统教学模式在词组翻译的水平提高上也有一

定的优势。 

 
图 2  变异系数 

平均成绩仅能反应整体水平，又因为每次考试平均

成绩不同，单纯用标准差不能准确地比较数据的离散程

度，为了解每个班级学生成绩的差异程度，引入变异系

数 CV。CV 是概率分布离散程度的归一化量度，是衡量

数据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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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异系数 CV 计算公式 

其中， 是标准差， X 为平均差，n 为样本数量。  

由图 2 可知，传统教学模式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

学生之间的差异程度变化不大。而新的教学模式提高了

学生成绩的同时，还降低了学生之间的差异程度。即传

统教学模式很难改变学生之间的既有差距，而新的教学

模式通过合作学习，缩小了学生之间的差距，实现了共

同进步。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测试时（第 6 周），实

验班的变异系数显著增大，说明此时实验班同学对新的

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有较大差异，有的很快适应了新的

教学模式并取得进步，有的接受过程比较慢并没有取得

预想中的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改革、推行新的教学

模式时要注意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才能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5.结语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契合女性学生性别特点及语言

学习风格的双阶建构式商务翻译教学模式。相比于传统

翻译教学模式，新模式从合作性构建和实践性构建两个

维度来构建女性学生商务翻译综合能力，引导学生转变

固有的学习理念，克服自身惰性，形成独立自主、具有

自我反思和批判性的翻译精神，从而提高了其翻译实操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实验教学及数据分析，初步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有助于

女性学生商务翻译能力的建构，提高商务翻译水平，可

以缩减学生间差距，实现共同进步； 

第二，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词组翻译水平不如传统

教学模式，以后在教学实践中，要注意吸收传统教学模

式的优点； 

第三，不同学生对新的教学模式接受能力不同，要

根据个体差异，做到因材施教，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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