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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2

要] 中国英语教学经历了多次变革,但都不能克服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弊端。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较弱。本文

旨在通过分析英美剧对大学生英语口语的影响提高大学生口语水平,以此激发其学习英语的长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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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提高大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培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基于英美剧对大学生口语能力的探究还有所欠缺。

4.3数据来源于收集
4.3.1实验准备

国内关于“读后续写”理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读”与“写”的关联,少

本次实验在大学内进行,实验人员均为英语系大二学生,可以保证实

有研究“听”与“说”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形成一种“听后续说”的第

验人员水平差异不大。根据实验对象的口语基础和口语水平,项目成员通

二语言学习方法。小组成员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内进行试验,探究英美剧对

过对比不同题材的口语材料,最终选择了适合实验对象的英语微电影。电

在校大学生的影响程度,从而有效践行Krashen的输入假说和Swain的输出

影为往届奥斯卡获奖小短片,时长为20分钟,以亲情为话题。

假说,通过对于“读后续写”理论的拓展,提出新型的口语学习模式。本次

4.3.2对比试验

实验将“听后续说”运用至实验过程之中,利用学习者在观看外语电影后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随机选择20名英语系大二学生。实验采取控制

的口语测试,研究其语言表达能力水平是否在语法句型、语言流利度及表

变量法。将20名实验对象分为两组,每组10人。其中一组为实验组,另外一

达内容方面产生变化。

组为控制组。实验以定题叙述的形式进行,话题为“Family Affection”
。

1 输入方式与输出方式的协同
“读后续写”将“听”与“读”作为输入方式,“说”与“写”作

实验两组分别对这一话题进行2分钟左右的叙述。
实验开始时,首先由实验组的10名对象观看一个关于亲情的奥斯卡获

为输出方式,从而使学习者在续写过程中,既能贴近原材料的语言、语法,

奖小电影,时长约20分钟。观看完后根据话题进行阐述感想；对照组则不

克服一些口语表达错误(毛志成20),同时又能够根据前文情节发展,续

观看电影,直接对话题进行观点阐述。实验过程中,由小组成员分别对每个

写出符合内容逻辑的文章片段,规范语言的使用(王初明753)。因此,在

实验对象的阐述进行计时和录音。实验完成后,将录音转换为文本形式,

这种方式的协同作用下,语言学习能够结合语言环境,从而对知识进行

以此来进行量化比较。

解读与吸收。

4.4数据分析

2 学习者与文本的协同

本项目研究数据分两步进行。

在“读后续写”的过程中,毛志成认为学习者能够有效提高写作水平

(1)将实验录音转写,转化为文本,进行数据分析。

是有效理解、有效发展及共同注意文章显著特征这三个因素的影响(20)。
“读后续写”激发了学习者的表达动机(王初明753),在补全原材料的过程
中,有利于帮助学习者了解与发展原文的情节,建立相应的语言环境,从而
提供给学习者一定的想象空间,以达到学习者与文本的协同效果。

3 文本与阅读吸引力的协同
文本与阅读吸引力的协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毛志成20)。一是文本
内容与吸引力的协同。文本内容的吸引力对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能被激
发出的兴趣成正相关时,续写文本的出错率减小,协同效应越明显。二是
文本语言与吸引力的协同。文本语言的难易程度影响学习者在阅读时对

(2)文本分析时,每篇文本计总分为100分。分为10个标准,每个标准满
分10分,由项目小组成员进行评分。
评分标准如下所示：
1.语言流利度

2.可理解性

3.语法时态

6.词语高级度

7.有无偏题

8.事件重复性 9.新信息补充 10.逻辑性

4.连接词

5.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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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理解以及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王初明认为这一过程可理解为借力
互动促学,人们在阅读时与读物和作者互动,续写时产出与阅读理解互
动(20)。

4 研究设计
4.1研究问题
本项目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英美电影是否对大学生英语口语有促进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2)观看电影的实验组和未观看电影的控制组是否能体现出来口语
差异？
4.2研究方法
本实验采取定量分析法,结合对照组的实验,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通过多组试验差得知,电影内容与大学生口语成正相关,尤其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1)内容的丰富度,包括可理解性(表达准确性与内容理解性),关键词
(出现频率),有无偏题(切题性),新信息补充(新内容)四个维度。从试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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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得实验组四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控制组,观看英美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提

其表达的词汇和句子总数较少,相关连接词重复率高,表述内容也相对空

高了大学生英语口语的内容丰富度。

洞,多次停顿下言语逻辑性不强。因此,观看英语电影让原本看起来无话可

(2)表达的流利度,包括语言流利度(每分钟单词数),连接词,事件重
复性,以及逻辑性四个维度。经过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成员的口语录音,

说的话题有了可以切入的点,增加学习者表达英语口语的自信心,加强其
口语流利度与连贯性。

成员在1分钟演讲字数在80词左右,控制组在73词左右,同时实验组能使用

(3)句型结构复杂度。实验组在经过电影的输入之后,语法时态并没有

连接词以增强表达的流利度。其次,控制组在10句中有5句意义重复的频率

得到大幅提升,但在电影中学会使用合适的连接词,使得句子结构更为完

更高。实验组在语言表达方面,更加清晰有逻辑,整体表达遵循topic

善。电影内容也能够激发实验成员联想到其他高级词汇。而控制组同学在

sentence,examples,conclusion,discussion的结构。

语法时态方面得分较高,说明语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短时提升。

(3)句法的复杂度表现在语法时态(错误率),连接词,词语高级度(高

由于没有输入材料,控制组在连接词选择上不太高级,句式结构简单并多

低频单词)三个维度。从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口语录音及文本中,控制组与实

使用日常简单词汇。因此,观看英美电影会提升学生的表达句式复杂度,

验组的语法时态正确率相当,但实验组连接词使用的更加合理,高级词汇

从而应用较为高级的词汇,句式和连接词。
综上,实验结果表明,英美电影对大学生的口语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

使用频率更加频繁。

5 结论

用。本文立足于Krashen和Swain的“输入”和“输出”理论,实践中创新

通过本项目的试验,项目小组成员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口语输出

使用了的“读后续写”理论,形成“听后叙说”。在实验中利用三大协同效

方面有明显的差异,这表明了观看英美电影对大学生的口语能力有提高

应,创造语境,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数据差异,总结出一定程度的英语电

作用。

影输入会促进大学生口语语法、内容及表达能力的提高。

(1)内容的丰富度。实验数据表明,两组成员在不同的语境下输出效果
不同。实验组的同学由于观看了相关主题的电影,在定题叙述方面,谈及电
影的次数增加,表达也更加切题,引用关键词次数较多。而控制组的同学由
于没有电影材料的输入,在叙述中只能应用自己生活中的事例或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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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恰当的内容,使其在语言表达上更有逻辑。而控制组则在相同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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