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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与情感是语言学习中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两方面。而今随着教育模式的加速变革、教
学环境、学生的学习特点的变化,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消极情感更为普遍。为改善这种焦虑、冷淡、消极
低沉的学习情感,本文主要探讨在知情合一的教学模式下怎样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以促进英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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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Positive Learning Emo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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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on and affect function as two sides of language learning interactively complementing with
each other. Whereas nowaday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expanding emotional problems of indifference and
anxiety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with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 mod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To light up the negative and gloomy learning emo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ositive learning affect under the integrative mode of cognition and affect, aiming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by nourishing positive affect.
[Key words] The integrative mode of cognition and affec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Learning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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