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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贵州省黔西南民族自治州一所示范性高中的英语课堂自主提问总体情况、性别差异及年级差异进行个案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学生有较高的自主提问意识但与实际提问行动不符；学生在自主提问上存在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基于该现状,教师可通
过转变课堂提问模式、训练学生自主提问技巧、培养学生自主提问的积极态度和提高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的方法,改善课堂中学生自主提问能力
欠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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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的人才是高中

原因的进一步探究。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培养出有创新思维的人才,首先要培养起学

1.2研究结果与分析

生的提问意识和提问能力。然而,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

1.2.1学生提问意识高但行动力较差

定差距。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高中英语教学现状显示,课堂上教师提问占

根据问卷结果,在提问意识方面,85.2%认为发现问题很有必要,73.6%

主导,汉语为常规英语课的主要课堂用语,能运用三语优势激发学生提问

认为应该在课堂上提出问题。然而,在提问频率方面,仅34.3%的学生表示

兴趣的少数民族英语教师资源短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因此处在较被动的

自己经常提问。在提问类型方面,41.7%的学生提问长难句的意义和结构分

学习氛围中,不愿意提问、害怕提问和不知道如何提问,一定程度影响了学

析,33.1%提问与课文理解相关的问题,27.4%提问生词的发音和含义,只有

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23.5%会提问课文的背景知识,深层次提问较少,较高层次问题类型单一,

近年来,大批学者在学生自主提问的领域进行了多种研究,研究结

然而不确定自己提问问题类型的学生仍占35%。在提问障碍方面,英语口语

果证明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提问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发挥

水平和性格原因是大部分学生课堂提问少的主要内因。在提问方 式

着诸多积极作用,而且益于课堂积极学习氛围的营造。因此,研究少数民

上,66.1%的学生表示更青睐于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提问。

族地区高中英语课堂学生自主提问的现状,探讨适合当地教师教学的改

1.2.2男女学生在提问类型和提问障碍上存在差异

进方法,以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发展,很

问卷结果显示,对于细节分析问题的偏好,女学生占43.3%,对于课文
内容理解问题的偏好,男学生占47%。就内部障碍而言,男学生更易将课堂

有必要。

1 高中英语课堂学生自主提问现状

不提问归因于性格因素和英语口语水平,就外部障碍而言,男学生更易归

1.1研究对象和方法

因于课文难度过大和提问训练的缺乏。因此,男女学生在提问问题的类型

本文选取贵州省黔西南民族自治州兴义中学高一和高二年级学生为

上有各自较明显的倾向,男学生在提问上面临的障碍比女学生更多。

调查对象,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9份,有效问卷336份,有效率为96%。

1.2.3高一年级学生和高二年级学生在提问的外部障碍上存在差异

问卷维度包括提问意识、提问频率、提问类型、提问障碍、提问的准备时

问卷结果表明,45.4%的高一学生会因为教师消极态度而不愿意在课

间和提问方式六项,通过SPSS分析数据后,本文结合学生访谈进行深层次

堂上提出问题,反之,44.5%的高二学生则不会因为教师态度而影响课堂提

互换岗位。

男性师范生特设奖学金,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待遇。除此之外,还要注意提高他

3.4.3对口支援：大学高年级学生到农村顶岗实习或者实习等。这样

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发挥他们的个性特长,使之有更加广泛的
用武之地,矢志不渝地投身幼教事业,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以逐步缩小城乡教师队伍之间的差距。
3.5加强家长教育,更新教育观念

4 结束语

3.5.1设置家长教育栏。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幼儿家长充分认识到幼儿

综上所述,西北农村幼儿教育现状主要表现为办学条件简陋；农村幼

教育的重要性,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关心幼儿、支持幼

儿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家庭学校教育脱节,教育观

儿教育事业的新风尚。幼儿班可以为家长设置宣传栏、黑板报、给父母推

念陈旧落后；教学内容小学化,娱乐活动城市化；外出民工子女幼儿教育

荐一些儿童读物；对于家长提出的热点问题应尽可能的解答；让有先进经

得不到保障等。因此针对现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有效提升西北农

验的家庭教育者做专题讲座。

村幼儿教育水平。

3.5.2开设公开课。幼儿班应定期邀请幼儿家长到园观察幼儿的一日生
活、参加比赛、竞赛活动等。以增加家长对幼儿教育科学性,趣味性的认识。

院学报,2008,(01):70-72.

3.6鼓励男性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据我本人调查,目前农村幼儿教师中男性的比例为零,面对这一状况,国
家应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鼓励优秀的男性加入到中小学教育以及幼儿教育
队伍中来。如,从教师来源说,出台相关的激励制度,扩大师范类院校男生的招
收比例,或是对家庭贫困的男性师范学生设额外的助学金,对学习成绩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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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意愿。另外,52.6%的高二学生还表示自己未缺乏一定的提问技巧训练,

奏的顾虑和对浪费同学们听课时间的担忧,教师应在活动设计上掌握主动

高一学生认为缺乏提问训练的占60.8%。由此可见,大部分高二学生在应对

权,在不偏离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明确学生在英语课堂上自主

课堂提问时比高一学生表现得更适应。

提问的一定时间量。

2 高中英语课堂学生自主提问现状原因分析

3.2训练学生的提问技巧

2.1教师和学生有心理负担

教师可向学生系统传授提问的不同类型。其次,教师应使学生掌握有

传统教学下教师向学生强调提问意义和必要性的侧重点更多放在让

效的提问技巧,引导学生进行从易到难的渐进式练习,开始阶段以“5W1H”

学生及时解决课后练习和试卷上的错题,处在分数竞争压力下的学生,提

模型训练问题生成,如“What if...”,“Why does...”,“Why are...”,

问意识自然较高。而提问意识与提问实际行动不相符的原因可能在于,学

“ How would... ” , 再 提 升 到 深 层 次 思 考 的 问 题 , 如 “ What is the

生往往更多被鼓励在课下提问,或被建议经过三思后再进行提问,一定程

difference between...and...?”,“How does...affect...?”and“What

度上学生被隐性传递了“课上提问问题较花费时间和不要问蠢问题”的观

ar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等。同时,教师也需特别注

念。要求学生课下提问问题,往往由于教师害怕承担过多的心理负担,例如

意给予学生问题生成的平等机会和时间,注意男女学生提问类型倾向性的

对课堂提问活动设计的考虑和应对学生出其不意问题的准备(王

差异,多引导和鼓励男女学生思考其他类型的问题。

坤,1998)。

3.3培养学生对自主提问的积极态度

在学生方面,内向性格也会成为提问频率低的原因,不同的性格特质

为减轻学生课堂提问的心理负担,初期可先引导学生笔头书写问题,

会为是否将提问意识转化成实际创造能力而提供不同的条件(俞国良,侯

再逐步过渡到口语表达提出问题。教师可利用群体动力学组建个体差异和

瑞鹤,2003),但从学生的访谈结果看,学生往往不喜欢承认是自己的内向

性格因素能得到尊重的英语学习小组,让学生产生共享的学习责任感。多

导致提问频率低,学生担心内向是怯懦的代名词,而更倾向表示自己是因

鼓励男学生进行课堂英语提问,让学生感受到一定的学习成就感,树立起

为喜欢聆听多于表达。另外,采访学生也表示,对影响教师上课节奏的顾

提问的信心,也坚定今后学习的毅力。通过设立评价或奖励机制的方法,

虑、对浪费同学们听课时间的担忧以及自身缺乏较扎实的英语语言组织和

培养高一学生在自主提问上积极态度。

表达能力同样导致他们较低频率的课堂提问。
2.2课堂缺乏动态学习

3.4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
由于学生的英语表达受到自己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影响,学生的口语

英语考试阅读注重学生分析长难句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英语教师往

水平普遍较薄弱,教师可确立英语为主要课堂语言的方式,对学生给予足

往在课堂上着重讲解该类型问题,学生会因此认为该类问题最值得提问,

够量的英语语言输入。另外,教师还可运用三语优势缓解少数民族学生对

学生面临如此紧张的学习压力和处在快节奏的提问氛围之中,也解释了高

英语表达的畏难情绪,运用与学生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例子,展开不同民

二学生比高一学生更适应课堂提问的原因。Huang et al(2017)的研究也

族间语言表达的对比。

表示,教师对学生将来高考的担忧和对不属于教学目标范围的问题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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