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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观念的更新。而教育心
理学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结合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心理学理论,发挥重要指导作用。本文首
先对教育心理学与大学英语指导作用的简述,再以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斯金纳强化理论的基础上探
究了教育心理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以供相关人士交流探究。
[关键词] 教育心理学；大学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al Theory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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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ducation field has carried out a lot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updated the concept of talent training.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by deeply combining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he guiding rol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llege
English, and then explores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Rogers'humanistic thought and Skinner's reinforcement theory, for relevant people to
exchange and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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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校的英语学科中积极开展教育心理学探究不仅可以提

从当下语言学教学活动中,可以发现语言学知识是综合了

高教师对学生大学阶段的学习特点、心理特点进行掌握,还可以

心理教育、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学科。由此在高校

使教师针对大学生群体建立起科学化的教学体系,可以使教学

英语教学活动中,不仅需要对英语的基础知识内容以及应用进

计划与方式内容更加严谨,并完成特殊教学模式的探究,从而提

行学习,还需要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特点,以及教学特点,使教

高教学的效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高校

学活动可以与教育心理学知识、地域文化特点进行融合,从而提

英语教学体系建设更加的地成熟与完善。

2 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概述

高教学活动的效果。

1 教育心理学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1.1把握学生心理,促进了解和沟通

2.1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美国心理学探究中以罗杰斯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主形成了

受到教育界改革的影响,当下大学英语教学应该从学生

重要的派别,而后著名心理学家A.H马斯洛又提出了需要层次论

的心理行为出发,完成其学习心理特点的分析与总结,从而调

与自我实现理论,卡尔·罗杰斯又以自我实现理论构建了人本

整教学的进度内容。但当下大学英语教学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主义心理治疗体系。在人本主义思想中,明确对人心理活动的低

就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较低,心理距离较大,导致教师无法

谷期、动物化地倾向进行反对,并重点探究了人的尊严、自我实

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情况与知识内容的学习情况,使开

[2]
现等。将人的自我实现归咎于人的本能的展现 。在罗杰斯的

[1]
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质量低下 。教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活动的

[3]
思想中表明,人本主义就是从人 的本能出发,完成行为活动,

基础内容有着较强的科学性,由此对于教学活动有着较强的

让自身命运得到掌控,促进个性化发展,使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

优化效果。

不会受到外界所附加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表1与图1为人本主义

1.2了解教学规律和心理,提高教学质量
34

代表人物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与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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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图1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人本主义代表人物马斯洛与罗杰斯
表1 罗杰斯人本主义

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要以教育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遵循
人本主义与强化理论的重要特点,充分尊重与掌握学生在大学
阶段开展学习活动的特点与需要,并积极调动其学习活动的积
[5]
极性 。此外,对于学生在教学活动下出现的心理变化,教师应

该提高关注度,使学生的心理、社会等需求得到满足,尊重学生
在不同学习阶段下的个性化差异,激发学生在认知情感方面的
相互作用,为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做好基础性的工作。使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与保障,优化教育教学效果。因为
大学英语学科是一项具有较强自由元素的学科内容,其教学活
动的开展要使学生建立内在心理世界的了解,从而完成其潜能
的开发,由此,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通过教学
活动完成知识积累,与学科素养的培养。此外,引导教师与学生
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实现师生教学的转变。良好的师生关
[6]
系有助于认知过程的推进,发挥优化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基

于此,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
学生在学习活动下的积极性、学习热情可以得到体验学习热情
2.2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可以得到发展,并引导学生积极发表自身的观点以意见,从而完

美国的著名行为主义学家斯金纳对行为与所产生的后果进

成教学设计的优化与改进,使课堂教学可以营造良好的氛围,形

行正确界定,并提出了学习强化要从其强化活动的本质与重要

成师生关系融洽的课堂。教师还可以对学生存在的个体化差异

目标完成分类,可以分化为正强化与负强化,其中正强化是对组

进行探究,并针对学生在学习能力、效果、心理活动的表现情况,

织上的行为进行奖励,而负强化是不符合组织规定的行为进行

进行划分,分层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惩罚。并且他在研究中表明,正强化对学习活动的提升效果更

3.2营造教学氛围,让学生迅速融入学习场景

强,由此在强化活动中应该提高正强化的使用频数,并积极对

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出发,可以

不符合组织规定的行为进行惩罚,使激励与惩罚功能的得到

发现学习活动的本质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所产生反应活动。而当

[4]

实践 。因为强化理论实质上就是对组织规定行为的激励与惩

大学阶段的学生首次开展英语学科学习活动时,英语学科的新

罚,由此,应该以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与行为规律特点为基础,

知识内容会对学生产生较强的刺激,使其形成深刻的记忆,从而

发挥其引导作用,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此外,斯金纳还对学

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由此,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

习活动下的反馈机制进行探究,从反馈原则的基础上完成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多项教学方式的应用,例如英文朗诵、英文海

的设计,使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目标的得以实现,并对实现目标的

报等方式,创设英语实际应用情境,让教师可以通过教学环节的

学生进行激励,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以表2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图

设计,活跃课堂教学氛围,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下的积

示为例,正强化就给予积极红花的、负强化下学生表现较好就可

极性。从客观的角度而言,学生采取英文单词的背诵与英文课文

以撤销处分。

朗诵对于其英语应用水平并无实际助力,学生英语应用水平的

3 教育心理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

提升是在一定情境氛围的作用下,通过教师乃至外界的引导,学

3.1转换师生角色,实现人本主义教学

生可以深刻地感悟到英语学科的重要净化,从而实现自身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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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科的追求,完成大学阶段英语的素质化教学,达到创新型人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育心理学正是在教师与学生的心灵沟通的角

才培养的目的。
3.3科学、有规律地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

度,强化教学效果与质量。由此,大学阶段的英语学科教师应该

从教育心理学的七个学习阶段出发,教学的内容顺序要严

积极深化教学内涵,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深度结合教育

格依照步骤开展,不能随意混淆。教师在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实

心理学知识与教学活动,采用学科化的理论完成教学,实现学生

践教学时,要深刻掌握英语教学的认知过程与规律,指导学生对

的长远发展。

课程内容进行学习,从而强化学生对于英语学科学习的效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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