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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英语听力教学上采取民汉混合编班模式,不仅有效地促进了民
族团结,还使得课堂教学效果比较显著。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学生两极分化严重、教师分层教学施展
困难等问题。为了使民汉混合编班模式在英语听力教学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
从实际出发,针对出现的问题,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思考,期望解决相应的问题,以便在英语
听力教学方面产生示范性效果。
[关键词] 民汉混班教学模式；英语听力；分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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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eaching English ListeningUnder the mode of mixing Minority and Han students
in teachingHufur
Maynur Abudul Hufu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as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ode of mixing Minority and Han students in teaching English listening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Kashi University.This teaching practice not only promotes
ethnical solidarity, but also makes some remarkable teaching effect.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erious polarization of students, the difficulty of teachers' hierarchical teach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make the mixed placement mode of Chinese and folk play a greater role in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and cultivate talents needed by the country, from the reality,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uthor thinks
deeply from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ping to solve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so as to produce
exemplary effects in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Key words] the mode of mixing Minority and Han students in teaching; English listening; Classifi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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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而针对民汉混班英语听力教学的研

自2018年开始,喀什大学外国语学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近年

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以喀什大学外国

院开始实施民汉混合编班的教学模式。

来我国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混合编班教

语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进行民

本文以英语专业15级民班与17级汉班为

学问题,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机

汉混合编班,通过调查问卷、教师访谈等

实践对象,结合学校现有的教学环境和

构与组织数量有限。2011年刘现合对大

方法获取相关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发现

教学条件,在传统分班英语教学的基础

学英语课堂教学民汉合班教学进行研

民汉混合编班模式下英语听力教学存在

上,构建民汉混班教学模式,并进行分析

究 ；2013年马新英和朱远来对新疆高

的问题,并结合喀什大学教学的需求、人

研究。民汉混合编班是以15-1/17-2、15

师院校民汉混合编班课堂教学管理实效

才培养的目标来进行思考,从教师和学

-1/16-2/、16-9/17-2一民一汉的形式进

生两方面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期

行(奇数是民班,偶数是汉班)。编班之后,

民族与汉族学生混合编班合作模式等 。

望解决现实教学中的问题,提高学生的

一个班级里的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人

相关文献内容涉及民汉混班大学英语教

英语听力水平,培养出适合国家需要的

数上是对等的,基本上都是“32﹢32”。

学,以及其他学科教学。目前,国内研究

新型全面人才。

对这两个班级的学生采取问卷调查的方

[1]

[2]

性进行研究 ；2017年何被周探索了少数
[3]

较多的是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民汉混合编
10

1 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式进行英语听力教学的研究。共发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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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混班教学调查问卷》128份,民族学生

学生由60％逐渐递减到25％,而优秀率

64份,汉族学生64份,收回有效问卷128

则从37％增加到52％。

份。其次,对于同一教研室的从事英语教
学的10名教师(6名汉族教师,4名民族教

3 民汉混合编班模式下英语听
力教学存在的问题

严重。
3.2分层教学困难
通过对教师的调研,教研室的教师
们普遍反映按照民族院校规定的英语教

师)进行相关问题的访谈。最后,再结合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相较于未

材进行授课,教学目标难以达到。根据班

实际教学情况、学生编班前后的摸底测

编班之前,民汉混合编班模式下英语听

上的学生课堂上的表现,能够发现只有

试、课上课下的表现等来对英语听力教

力教学的成绩是比较显著的,课堂气氛

35％的民族学生能准确理解听力材料中

学进行探索,从而找出最佳的教学方法。

活跃,学生之间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学

所涉及到的语法知识点,绝大部分民族

生听力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其中

学生是听不懂的。而有17％的汉族学生

暴露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

感觉教材太容易,课上的讲解枯燥无味。

下两个方面：

那么,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标准

2 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民汉混合编班进
行听力教学,英语专业的学生高达80％是
支持的,认为民汉编班模式有助于自身

3.1两极分化严重

授课,对同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统一的

听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不管是民族学生

在教学的过程中,能明显地发现同

要求,只会使得培养出的人才的素质参

还是汉族学生对英语听力的喜爱度都呈

一个班级中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听力

差不齐,实现不了教学目标[5]。所以,教

直线上升趋势,讨厌度几乎为零,对英语

水平并未处于同一水准,学生之间层次

材内容的选取、听力材料的安排,对英语

听力的训练度在逐渐加强。

不一,英语基础有着明显的不同。民族学

教师在分层教学上提出了高要求。

在对教师的调研中,大多数英语教

生中有35％的学生是首次全面性地接触

教研室的英语教师大多数都是从事

师表明民汉混合编班模式使民族学生和

英语,英语基础为零；而汉族学生在中

单一民族班级教学,汉族教师针对汉族

汉族学生相互弥补,共同进步。民族学生

小学的时候全部学习过英语,并达到二

学生授课,民族教师针对民族学生授课,

热情奔放,课上积极踊跃,而汉族学生

级以上的水平。可见,从一开始同一个

而对于民汉混合编班的教学经验并不充

相对来说比较沉闷,喜欢思考。这样一

班级的民汉学生的听力水平就是不均

足,在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许多教

来,民族学生就使得课上气氛活跃,无

等的。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学

学方案往往不能按照规定的计划进行,

形中就会带动汉族学生,使其积极参与,

生英语听力的基础。通过第一次的摸底

面对课堂上英语听力水平低的学生提出

提高其课堂参与度,锻炼其口语能力；

考试发现,成绩优秀的学生能达到满分,

的问题,会反复讲解,力求使其完全理解,

而在汉族学生的指引下,民族学生能够

而成绩差的学生则是个位数。成绩的不

致使中上等学生获取的知识较少,达不

理性思考。

理想,使部分民族学生受挫,课上不积

到均衡的状态。对于摸底考试,也会要求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还发现对于

极,课下不努力,厌学情绪暴增,长期下

民族学生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一致,并未

民汉混合编班模式的英语听力教学的适

来,就放弃了学习英语。此时,其与班级

考虑到不同层次学生的水平不同。不同

应度在不同的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里优秀的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

层次的学生的需求不一样,就需要进行

异。不单是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之间,

个学期下来班里两级分化的现象特别

分层教学,而不能按照一样的规定进行。

汉族与汉族学生之间,民族与民族学生

严重。除了英语基础外,国语水平也在

对于听力基础好的学生,针对其“吃不

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只不过同一民族之

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部分民族学生听力

饱”的现象,需要额外补充知识点；对于

间的差异小,而不同民族之间差异大。这

水平的提高。

听力基础差的学生,需要额外增加课时

跟学生自身的英语基础、接受能力、思

调查研究发现,民族学生既有“民考

量,来追赶班级进度。这样的分层教学就

维方式等都有着密切联系。但是随着教

[4]

民”,又有“民考汉” ,国语水平不等。

需要教师充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设计

师的引导,学生逐渐适应民汉混合编班

有10％的民族学生汉语词汇有限,使其

出合理的教学计划。额外的课时量还需

模式的教学,并融入其中。每一星期,每

不能准确理解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无

要专门配置相应的教师来完成,以求达

个月,每一学期的摸底试卷的分数统计

法接受以国语为主的课堂。那么,这部分

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调研结果是,喀什大

就是最好的证明。从第一星期考试25

的学生的参与度就会降低,完成不了课

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并不充足,每个教

人不及格,到一个月考试15人不及格,

堂的任务,自然而然地就会与学习能力

师的教学任务被安排得满满的,并没有

再到一学期考试只有3人不及格,相应

强的学生在听力水平上拉开距离。最基

多余的人手来完成额外的课时量。

的优秀人数也在提高,从3人,逐渐累积,

本的学习目标不能实现,成绩必定落后

最终达到20人。在不及格比例中,民族

于同班同学,导致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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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各民族人才培养的质量,

民族不同、听力水平不一的学生,教师必

步上升。教师新颖的教学方式,丰富多彩

促进自治区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就必须

须要在备课环节中不断磨练自己,练就

的课堂,会让学生参与其中,增强提高英

从教学实际入手来改善民汉混合编班中

过人的本领。要想具有扎实的基本功,

语听力的信心。那么,教师在英语听力教

遇到的问题。从教学本身思考,离不开教

备课过程中说课的环节必不可少。教师

学中,不要一味地“讲”和“听”,要变

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主体作用的发

要在教研组中说出自己预先拟定的教学

通授课方式,可以通过真人角色扮演、趣

挥。所以抛开一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

内容、教学目的、教学计划,然后其他教

味小游戏、竞演等方式,在无形中提高学

从教师和学生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来推

师给予反馈意见,最后说课教师综合各

生的英语水平。要想使民汉合班中学生

进民汉教学目标的一体化进程。

位教师的意见,调整备课方案。方案通过

的听力水平整体上实现质的飞跃,那么

4.1教师方面

之后,授课教师可根据各班情况、自身需

英语教师就需要对班级里的学生的课堂

“民汉混合编班”里的学生,由于是

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进行听力教学。

表现、心理状态、考试成绩进行综合性

不同的民族,会受母语环境的影响,从而

对于有经验的老教师来说,不要被单一

的评价。综合性的评价能够让教师准确

使同一个班级的学生英语听力水平参差

的备课方式束缚,要紧跟时代潮流,实时

把握每个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从而为

不齐。这就对于课堂的引导者——教师

更新备课方式。当前流行的钉钉备课、

分层评价奠定基础。有了分层评价,分层

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从多方面入

微视频会议、QQ群聊都可以用来分享备

教学设计就不成问题,在听力材料选取

[6]

手去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具体体

课内容,提高备课效率 。对于经验不足

方面就有了针对民汉学生的难易之分。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教师来说,可以多听课,来进行多样的

每次在课堂实施分层教学之后,都要在

4.1.1精心备课

教学方法的选取。为了确保教学效果,

课后及时反思,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做出

对于授课的英语教师来说,在进行

还可以从民汉混合编班中抽调英语听力

调整。如此就达到了分层教学的目的,

备课的时候,不能以自己传统的经验来

水平不同(高、中、低)的学生各三个来

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听力水平的差异

进行教学设计,要考虑到民汉混合编班

进行课堂的模拟。

性减小,全班学生的听力水平得以稳步

学生的特殊性,要对班级的学生进行摸

4.1.2课堂教学

底测试,以便摸清楚班级学生英语听力

民汉合班中学生的差异性比较突出,

提升。
4.1.3课外辅导

水平的大体程度,从而设计出符合不同

这就要求授课的英语教师具有掌控课堂

要想使民汉混合编班学生的听力水

层次的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案。既能让下

的能力。在授课的过程中,既不能单纯地

平达到均衡状态,多方面的课外辅导是

游的学生听得懂,跟上老师的节奏,又能

通过汉语来进行听力材料的解答,也不

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英语基础薄弱

让上游的学生感觉不枯燥。所以课上听

能一味地用英语来讲解。民汉合班中民

的民汉学生来说,仅靠课堂上学习,难以

力材料的安排除了规定的教材外,还要

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能与汉族学生达

保证其实现质的飞跃,而手段多样的课

有辅助材料的加入,精心挑选出难度中

到同等水平,有些汉语词汇会超出他们

外辅导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百利而无

等、趣味性高的时事新闻听力材料。除

理解的范围。所以,用汉语讲解时要确保

一害的,让他们能够及时补充营养。教师

此之外,听力材料的安排需要同一教研

民族学生听得懂。不管是民族学生还是

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对全班学生的综合

室的英语老师进行集体研究,拟定出适

汉族学生,英语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第二

性评价,可以把民汉学生在英语方面听、

合民汉编班学生通用的课件。为了确保

语言,但是语感上的差异、是否属于零基

说、读、写的强弱项一一分析出来,然后

课件的适用性,可以抽调出民汉编班中

础学习、感兴趣的程度等,都会影响他们

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以强带弱。听

英语听力水平不同的六名学生(高、中、

英语听力水平的高低,所以要根据学生

力弱的学生不一定在读写方面就弱,听

低各两名)进行试讲,从而确定出最终的

英语听力水平来把握语速。同时,为了调

力强的学生读写方面也不一定就强。所

听力材料。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授课的

动学生的积极性,减少挫败感,可以通过

以,以强带弱是以听说读写混合搭配为

时候要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

汉英结合的方式进行讲解。特殊情况下,

原则,而不是仅凭听力的强弱来组成小

相应的调整,不可生搬硬套。另外,根据

也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来解答英语听力

组。在英语方面的全方位的开发,能够避

听力材料要设计出难易皆有、环环相扣

难题。

免“带不动”的情况,这样就可以砍掉“尾

的听力问题,从而调动不同民族学生的
学习兴趣。

另外,对于重难点的讲解要通过重
音来进行强化,让学生能够有效区分。如

巴”,解决两级分化现象,以此达到整体
提高民汉学生的听力水平的效果。

对于英语教师来说在民汉混合编班

此一来,在保证民汉合班中不同层次学

喀什大学积极响应国家的民族团结

模式下进行听力教学是一种挑战。面对

生听得懂的前提下,促使其听力水平稳

政策,“结对子”现象在学校盛行。英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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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顺势而行,让民族学生和汉族

要想拥有良好的英语听力,在学习的过

点,规避自己的缺点。同桌之间互帮互

学生在课外通过“结对子”的方式进行

程中就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英语听力的

助、相亲相爱,取得英语听力上的进步。

听力练习,互帮互助。不仅如此,与民汉

训练与学习,不要单依靠英语教师,最主

除了同桌之间,对于教师安排的学习小

编班模式相适应的民汉混寝,对于提高

要的还是从自身做起。课上的高效率学

组,在进行听力训练的过程中,有不懂的

学生英语听力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同一

习,需要学生提前做好学习准备,课前预

问题,都要主动去请教。尤其是听力基础

寝室的学生长期相处,会更加清楚彼此

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课前没做任何

薄弱的学生,更要主动去找出自己在听

在英语听力方面的优劣处,教师可以充

功课,对于英语读写方面的学习影响不

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主动

分利用这一点让他们自由结合形成学习

算太大,上课只要紧跟教师思路,还能听

解决存在的问题。有了主动性就能往前

小组。

得懂。而英语听力的学习则不然,课前不

迈进一大步。

教师除了授课外,还有其他教学任

做好功课,课上就很难听懂。所以,民汉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教师

务,不可能时刻坚守在办公室,这就为亲

学生在课前要认真听写将要学习的章节

在“教”的方面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持,

力亲为的一对一课外辅导增加了难度。

的词汇,以及反复练习教师预留的听力

还为学生的“学”提供了方便。手机上

现在是多媒体时代,教师可以通过微信、

作业。这样在课上教师讲解的过程中,

有关英语听力的APP软件层出不穷,如

QQ来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学生解决

不仅能够跟上教师的步伐,还能够准确

BBC英语、扇贝听力、每日英语听力等[7]。

其疑难杂症。在线辅导既方便又省事,

把握课上的重难点。特别是对于教师预

民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听力水平选择适

效率也高,能够让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

留的具有梯度的作业,基础薄弱的民汉

合自己的听力软件来进行听力练习,而

间来提高英语听力。而且课外答疑还是

学生更要用心去做,长期不断地坚持,必

不是仅限于根据课上教师选择的听力材

解决“吃不饱”或者“吃不下”情况的

能比学赶超。

料进行练习。有道词典既可以查阅英语

优良举措。听力好的学生可以在线向教

自觉性对于国语还未考级通关的民

单词的意思,还能够边查边听,对于英语

师寻求优质资源,拓宽知识面,而听力弱

族学生来说,是其反超的法宝。民族学生

词汇欠缺的民族学生来说再适合不过。而

的学生则可以在线及时与教师沟通,解

在课余的时间,不仅需要把时间用在练

BBC英语有短文的练习、重点单词圈读、

决课上不懂的地方。这样课外辅导能够

习听力上,还要有学习国语的自觉性。国

问题评测、时事评论等,特别适合具有一

与课上教学相辅相成,使教师的分层教

语水平的提高,是为英语听力水平的提

定基础的汉族学生。无论是民族学生还

学得以顺利实施。

高奠定基础。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下,

是汉族学生都不要满足于现有的听力水

4.2学生方面

喀什大学积极鼓励学生说国语,外国语

平现状,更不要听力水平一落后,就自怨

要想推进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

学院的学生更不能落伍。在日常生活中,

自艾,而是要主动利用身边的资源去提

进程,提高英语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就

民族学生要每天坚持说国语,用国语与

高英语听力。现在网上流行的抖音、快

必须重视民族学生英语听力水平提高,

人沟通,来提高国语水平。在民汉编班模

手、微视频等短视频软件中充斥着男女

使其与汉族学生处于同一水平。对于民

式下,因民族学生国语水平有限,英语听

老少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有一些能提

汉混合编班这个复杂的群体来说,听力

力课上教师就会在某个知识点上反复讲

高英语听力的短视频。所以不可忽略这

的提高离不开教师这个引路人。特别是

解,导致听力练习的时间缩短,教学任务

些短视频的功效,总有一些能人的方法

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没有引路人

就不能按质按量地完成。一旦民族学生

可以适用于部分民汉学生。民汉学生在

的牵引,很难摸索到学习听力的窍门。教

国语水平提高,课上进度就会如期进行,

刷视频的过程中,英语听力也会在无形

师的“教”固然重要,但是学生才是课堂

听力练习时间就会相应增加,那么全英

中得到训练与提高。

的主体,真正的主人。俗话说得好,“师

语式的听力教学也将不成问题。

4.2.3树立自信心

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听力水平的提

4.2.2提高主动性

高,只靠教师的努力是不行的,学生必须

教师为了使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听

强的自信心有助于教师分层教学。这样

充分发挥其主体的作用。主要从以下几

力水平保持一致,就会特意避免民族学

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就不必太顾忌,

个方面入手：

生或汉族学生扎堆,座位上安排民族学

不敢分层设计,教学分组中不敢分级对

4.2.1加强自觉性

生和汉族学生混搭在一起。教师并非随

待。学生有了自信心就能够正确评价自

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是需要长期

意搭配,而是综合考量之后才会使其成

己,看待自己所存在的问题,理性认识教

坚持与努力的。对于民汉混合编班的学

为同桌。不管是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

师的综合性评定,就会认可有梯度的作

生来说,在缺乏自然的英语语言环境下,

不要太过于拘泥,要主动学习对方的优

业安排,并在小组训练中针对性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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