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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式理论在历经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的漫长发展道路后,在外语教学领域展现了强大生命
力。大学英语听力课堂教学在图式理论的指导下也历经了革新,但是在较为基础的语言图式方面,仍可以
结合句法学知识建立有效信息链条来辅助听力理解。这篇论文同时也强调“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方
式在此基础上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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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ema theory has shown great vitality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fter a long
development path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hema theory,
classroom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has also undergone innovation, but in the aspect of more basic
linguistic schema, we can still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 chain combined with syntactic knowledge to
assis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also emphas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tom-up"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schema; linguistic schema; effective informa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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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度的句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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