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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is proposed to be built for the 

teaching based on authentic assessment. Firstly, based on the authentic assessment theory, the question of how to carry out reform in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is discussed. Then, taking the communication in daily 

reading into consideration, a method is proposed to build the authentic assessment environment. Finally, some problems worthy of 

attention are put forward. Building authentic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al environment in daily reading will provide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out authentic assessment in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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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真实性评价中真实性环境的

研究 

卢珊  杨露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柳州，广西，中国 

摘  要  针对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提出构建真实性环境进行基于真实性评价的教学。首先基于真实性评价理论讨论了在大

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中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其次结合日常阅读中相互交流的情况提出了构建真实性评价环境的方法，最后结合教学

实践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结合日常阅读的真实环境进行真实性环境的构建，这将为在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教学中开展真实性

评价提供基础，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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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培养大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达到应用英语进行交际的

水平，这一直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如

何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效果一直以来都受到专

家和学者们的关注[1][2]。已有研究通过引入新的理论和方

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探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大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毕

业后的工作生活中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一直不让人满

意，因此在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中，阅读能力培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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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环境的统一逐渐成为一个研究方向[3][4]。 

在教学理论中，真实性评价作为强调培养过程与真实

环境相统一的理论备受关注。有关真实性评价的研究都把

真实性评价看做“是与人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真实问题相

类似的任务”[5]。因此，引入真实性评价进行大学生英语

阅读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有效途

径。而在真实性评价中真实性环境的构建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因素，也是开展真实性评价的基础。 

2．基于真实性评价的大学生英语阅读教学改革 

在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中进行真实性评价，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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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生日后毕业工作生活中可能面对的真实情况进行学

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培养过程中采用真实

性的评价环境、真实性的评价标准、真实性的评价过程、

真实性的评价内容。这是与现有的阅读能力培养完全不相

同的方式。 

以进行飞机场登机为例。在现有的教学中，一般是给

出一段文字，然后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

教师在教学中，主要是对给出的文字信息进行逐句的讲解

分析。最后的考核一般以最后几个问题回答是否正确作为

评价标准。评价的主要内容就是学生对问题所涉及的内容

是否按出题人的想法进行理解。这样的考核，取得高分的

学生并没有体现出较高的英语阅读能力，在机场面对实际

英语阅读环境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在真实性评价中，首先将机场可能出现的英语文本提

供给学生。而评价的标准是学生是否能够根据这些文字信

息完成登机，比如具体从哪个登机口登机，从哪进行安

检……而评价的过程，允许学生按照登机的真实过程中应

用英语进行必要的询问。而评价的内容，除了正常的登机

过程外，还必须加入飞机延误等常见情况，让学生进行判

断。这样的阅读训练直接以学生是否能够在真实环境中阅

读英语文本，获取信息为评判标准，尽量真实模拟真实环

境进行训练、评价。 

显然真实性评价中由于训练过程和评价标准等更接近

实际情况将更有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但是，在这一

过程中对于真实环境的模拟就成为了关键。一个尽量真实

的语言环境将是开展真实性评价的基础。 

3．真实性评价中真实性环境的构建 

在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真实性评价中，所谓的真实性

环境主要是语言环境，体现为提供给学生的英语语言信息

与今后工作生活中真实情况尽量一致，这既包括文字信息

也包括声音信息。因此，在真实性环境的构建中可以考虑

从文本信息的提供、信息交流的模拟和任务的设计三个方

面进行。 

3.1  英语文本信息的提供 

在英语阅读能力的真实性评价中，英语文本是指用英

文提供的信息文本，既包括文字文本也包括语音文本。如

在超市购物的环境模拟中，超市中物品的标示、路标等文

字是英语文本，超市内的英语广播也属于文本信息。 

在这些文本信息的提供中不能如以往的阅读训练那样

统一以文字的形式，以一篇短文的形式提供给学生。应该

尽量接近真实环境，借助现有的教学辅助手段，通过影像、

视频、图像等多媒体的手段将相关的英文文本信息提供给

学生。 

有观点认为这样提供的信息会让学生无法及时、完全

的接受信息，从而由于遗漏关键信息而产生错误。实际上，

这正是现有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弱点所在。在教学实践中，

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由于长期接受文字信息的阅读训练，

与声音信息结合不足，当面对相关视频构建的语言环境时

学生不由自主的首先关注文字信息而忽视语言信息。这将

极大的影响学生在真实环境中接受英语信息，以及应用英

语进行交际和交流。 

3.2  对于信息交流的模拟 

在真实环境中，人们获得一段文字信息后一般都要进

行一定的交流，而传统的阅读训练将这一步骤完全省略了。

在传统的英语阅读能力培养中，学生被要求阅读一段文字

并独立的做出判断，这在现实情况中是极为少见的。现实

中更常见的情况是阅读一段文字然后与他人就相关问题进

行讨论。在讨论中，通过引用、分析已有的这段文字与别

人讨论验证、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实现与他人的交流。 

通过交流进行英文阅读这种形式在专业英语的学习中

中更为明显。比如在工科学校，当学生进入高年级的时候

需要接触一些进口的仪器设备，或者仅有英文说明书的装

置。调查发现，在学生间进行一定的交流后，传统英语阅

读能力测试取得较好成绩的学生在阅读相关英文资料方面

并没有明显优势，而在学习使用相关仪器设备中更是毫无

优势可言。 

在过去的教学中，有观点认为学生专业英语阅读能力

与通用英语阅读能力相关性不高，这是受学生动手能力的

限制、受学生专业能力的限制。但是，近年来在一些新的

英文软件的培训中，学生完全不同的表现是这样的观点无

法解释的。由于这些软件的操作界面与专业单词、专业知

识、实践能力相关性较低，因此在软件界面操作的学习中

可以忽略学生专业能力的影响。而在面对这些新的英文软

件时，传统阅读训练中通用英语取得较好成绩的学生，并

不能明显快于其他学生掌握软件的操作界面。而在学生间

通过相互交流后，所有学生掌握英文软件操作界面的水平

大幅提高。而且在使用母语汉语进行英文软件学习交流的

过程中，即使通用英语程度较差的学生也能较好的参与交

流，给出建设性的想法和意见。由此可见，在真实环境中

忽略交流进行英语阅读能力培养是不现实的。 

在真实性评价过程中为了模拟信息交流的过程可以组

织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后如有需要可以组织小组间的问

答，在一些场景中可以由教师扮演一些咨询服务人员提供

咨询服务。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这样的教学活动组织

难度较大，特别是对于教师的组织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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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交流活动却更为接近真实环境学生可能面对的情

况。 

3.3  对于任务的设计 

在真实性环境的构建中，学生阅读训练任务的设计也

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务的设计主要是用于真实性评价

中对于学生阅读效果的评价。但是，由于任务的差异，所

需的信息也有不同，这使得在真实性环境的构建中的确需

要相当注意。如果任务设计不恰当，会直接影响构建真实

性环境的合理性。 

在以往的英语能力训练中，由于给出文字信息都在一

篇文章中，虽然对不同的问题关注点不一样，但是可以通

过重复阅读文章内容进行弥补，但是在真实环境中一些情

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对于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

在上车前就需要明确车辆的行进方向，这时候主要依赖车

辆站点的标示、以及上下车通道的差异进行保证。这时，

进行英语文本的阅读就有一定时效性的限制。 

4．构建真实性环境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通过构建真实性环境为真实性评价建

立了基础，这将较好的反映真实环境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

的需求，而在真实性环境构建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4.1  真实性环境是语言环境的真实性 

在构建真实性环境中，语言环境是最重要的环境，而

一些物理环境的构建也是为了模拟真实性的环境。 

如在对地铁站购票的模拟中，通过视频可以给出地铁

站的情况，通过教师模拟咨询人员可以进行问答，通过宣

传手册、图片可以给出地铁参考运行情况……在教学过程

中，这些都是构建真实性环境方式。以语言环境的真实性

作为评价标准，这些方式并没有具体差异，不能认为教师

模拟咨询人员场景不如视频真实而否定模拟咨询问答语言

环境的真实性。 

4.2  信息交流方式的可行性 

在进行基本阅读后，按真实性环境允许学生进行一定

的信息交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这些交流方式的可行

性。比如进行咨询问答，应该是在真实环境中可能出现咨

询人员的情况下进行，而在阅读产品说明书时安排这样的

活动显然是不合理的。 

5．小结 

针对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真实性评价，讨论了

如何构建真实性环境，这是进行真实性评价的基础，将有

助于在教学中引入真实性评价提高大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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