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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890s，SCT has been the new study topic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CT 

gives the deep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ability. Meanwhile, with the tendency of 

internaliz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bility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will work on the application of SCT in the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bility in academ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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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文

化理论已经成为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的新兴领域。社会文化理论

注重语言学习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历史文化对

学习者语言认知能力的影响，强调语言的调

控中介作用和学习者的内化过程。本文将以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为理论指导，探讨

我国学术英语教学的有效方法，其目的是让

学生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及以用促学的

实效英语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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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理论已经

成为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研究的新兴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由俄国心理

学家维果斯基提出，并由最具代表性的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詹姆斯兰多夫教授引

入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成为第二语言习得领

域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社会文化理论注重

语言学习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历史文化对学习

者语言认知能力的影响，强调语言的调控中

介作用和学习者的内化过程。社会文化理论

能够解决我国目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英语学习只限于课本知识，缺少实际语

言交际场景和练习；英语学习只限于通用英

语语境，不能解决国际学术交流问题等。当

前我国学术英语教学刚刚起步，但是其实效

性却引起教育学者的担忧。在当今经济全球

一体化发展态势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教

育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即是国际沟通交流

能力，这里的沟通交流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日常的沟通，而是更为广阔的专业学术交

流和专业学术学习能力，所以语言能力则在

这样的社会发展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也

要求我国英语教学应该以社会实际交往能力

为导向。本文将以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为理论指导，探讨我国学术英语教学的有效

方法，其目的是让学生达到学有所用、学以

致用及以用促学的实效英语学习状态。 

2. 社会文化理论 

2.1 中介理论（Mediation）  

中介理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核

心概念。维果斯基（1978）认为高级认知功

能的发展依赖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

语言与其他社会文化符合产物的调节关系，

也就是人的认知活动是通过文化制品或符号

进行中介，进而达到发展提高的过程，这也

就是中介理论的核心内容。根据 Lantolf he 

Thorne(2006)的观点，L2 学习的中介理论是

指：1）在社会互动中与他人的中介（如人与

人之间的中介或称为他人中介；interpersonal 

mediation or other regulation）; 2）通过社会

文化产物的中介或称作事物中介（mediation 

by artifacts or object regulation，如通过网络）；

3）通过自我语言（private speech, 或称自我

话语）的自我中介（mediation by self or self 

regulation）（转引自秦丽莉，戴炜栋，2013）。

在这里，语言符号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通

过语言的调节，语言学习者的认知机能达到

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 

2.2 内化理论 

维果斯基提出这一理论目的是克服二元

理论，其方法为融合生态和社会因素为一个

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化理论就是建立一个能

够控制人类天赋的一种机制，人类通过社会

文化体验的中介形成新的思维活动，以此来

控制人类自然的心理功能，这一过程即是内

化过程。内化过程协商发展过程，它包括对

人际关系的再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

和环境的关系也再次构建，并且能够促进将

来新的人与环境的重新构建。 

2.3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   

维果斯基（1978：32）提出“人的心理

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的是

一样的”。活动理论是当代研究领域一种有效

的研究方法，为人类活动提供了认知导向，

从生态角度和文化活动角度提供了认知导

向。 活动理论认为人的高级认知功能是在社

会活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研究重点是个体

或者群体在特殊情境下采取哪种活动，而不

只是关注语言的技能、信息的处理和概念的

应用( Vygotsky，1978 )。 活动理论为人类的

行为和活动提供了认知学的解释，同时也提

供了一个全新解释人类发展的理论分析视

角。因此活动理论把人的行动视为社会和个

体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认为活动是社会多

层面合作的过程， 不能以教师和学生任何一

方为中心， 只能是彼此的共同合作( Lantolf 

＆ Thorne， 2006)。活动理论构架了一座从

单个对象到社会活动的桥梁，进一步强调了

社会、历史及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 

2.4 最近发展区和脚手架/支架（Scaffold） 

Vygotsky 的最近发展区( ZPD) 是指学

习者个体独立发展的语言水平与在高水平的

合作者帮助下发展的语言水平之间的距离

( Lantolf ＆ Thorne， 2006)。最近发展区符

合人类认知的过程，能够对实际教学产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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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指导作用。但是，最近发展区的学习内

容比较难以把控，这是该理论应用中的难点

所在。支架理论是指任何成人儿童或者专家

新手的相互协作的行为( Lantolf ＆ Thorne， 

2007)。Wertsch( 2007)进一步指出，支架可以

是同伴之间的互动和一个集体之间的互动。

该理论和最近发展区综合运用能够对学习者

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符合人类认知能力有

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规律。 

3. 学术英语教学 

学术英语教学应时代的需要而在中国英

语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传统英语

教学的影响下，其发展进程确遇到很大的阻

力。教师的教学理念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法要改变，而英语学习是一个长线任务，有

前后承接关系，比如大学生在学英语时总会

受到中学时学习习惯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

题首先要区分“通用英语”和“学术英语”

的区别，Scarcella（2003：9）把学术英语定

义为“在专业书籍中使用的英语，具有与学

科有关的语言特点”。两者互有不同，但又彼

此联系。“学术英语”是“通用英语”的高级

语言形式，“通用英语”是“学术英语”的语

言基础。学术英语教学应该以语言实际应用

能力为目标，使学习者能够学以致用，使学

习者感到学有所用，并且能够以用促学。社

会文化理论恰恰能够知道学术英语教学达到

这一教学目标，因为社会文化理论主张社会

交流，重视文化历史等动态因素对学习者认

知能力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学术英语阅读和写作两个方

面，论证社会文化理论的实际应用。其中包

括：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评价方法，教学

反思等环节。 

4. 核心概念的实际应用 

4.1 中介和内化理论的应用 

在这一阶段，重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

学习认同感。主要通过教师、自我语言中介

建立对学术英语学习的正确认识，防止在学

习过程中出现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

足等问题。首先，教师介绍学术英语的概念，

重要性，学习方法，学习的主要方面；其次，

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学生对学术英语的理

解，会在学术英语学习中遇到哪些问题等；

然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学术英语文章、学

术问题及学术会议视频等材料进行学习分

析，这一环节尤为重要，注意学习材料的难

易程度和题材必须适合学习者，否则将会打

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再然后，则

是到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环节，

在经过前一阶段的教师调节和个人调节后，

开始进入内化阶段，同样要选取适合的学习

材料，但这一阶段的学习材料基本由学生自

己来选择，教师可以提供帮助和辅导，学生

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教师要积极

的引导，使其能够自我调节，对所学知识由

外部知识转为内部知识，只有通过学习者自

身的体验和反复思考，才能够达到内化的目

的。最后，评价环节采用教师评价和同伴互

评，因为每个学习者都有认真的学习体验，

所以他们心中对于学习的效果都有很清楚的

认识，也就能够保证评价的公正性。 

4.2 活动理论的实际应用 

活动理论强调语言学习的交互性，即在

实际社会交际中学习语言。这对于学术英语

学习尤为重要，因为学术英语学习的目的就

是学以致用，那么脱离实践的学习则无法达

到这一目的。这里的活动则指的是个人与社

会的一种交互过程，在学术英语学习中，我

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实践来学习，所以在这

一环节中，教学内容强调真实情景的设立，

比如真实论文议题写作、学术会议实际演练，

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敢于面对挑战和问题，

通过实际的操作练习，提高自己的语言认知

能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涉及中介和内

化的参与。每个实际操练环节后，都会有实

际学术英语成绩反馈，首先就是真实参与的

结果，再次是教师就学生自身水平给出的评

价，比如是否相对以前有所进步、哪一方面

是薄弱环节等，同伴互评，同伴可以根据自

己的体验对对方做出客观的评价，还可以取

长补短，这样更能够激发学习的认同感和同

理心。 

4.3 最近发展区域和脚手架的实际应用 

最近发展区域和脚手架理论为教师指导

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途径。首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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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选取要适度，在这里指的是要接近学

生水平，但要高于学生水平，也就是让学生

蹦一蹦能够达到的水平，比如，学术会议需

要接近学生的专业领域，但是要和学生所学

内容相关，能够通过思考和查找资料完成某

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这样可以达到开阔学生

思维和开阔视野，提高研究能力的目的。那

么，教师如何是学生完成“蹦一蹦”的任务

呢？那就是需要为学生搭建脚手架，帮助学

生建立一个通向目标的基本知识构架，当然，

只限于一个构架，可能需要学生加“砖”加

“瓦”来建造一条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

水平自然得到提高，也就自然的达到了设定

的学习目标。 

5. 结束语 

学术英语学习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非常

必要的，但是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存在很大

的不同，所以要求教师要不断地研究教学方

法，对学生给予正确的引导，包括学习方法

的引导，学术发展的引导，和语言认知能力

提高途径的引导。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理论

角度，对学生英语教学提出了以上几点教学

尝试，强调了实际演练的重要性，充分考虑

教学环节中的教学材料选取和教师中介引导

的作用，这些应该是学术英语教学中需要考

虑和仔细研究的教学环节。由于该论文只限

于理论探讨，缺少实证研究的为佐证，期待

相关实证研究能够尽快完成，以便更好地服

务于学术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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