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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红珊

一次次地立下雄心壮

志：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又一次次地放弃。英语口

语，对于大多数贵州学生来

说，似乎始终是一道难以攻

克的“高难度题”。那么贵

州的学生到底应当如何提高
英语口语水平呢？为此，本

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我省著名

英语同声翻译专家、从事多

年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贵州

师范学院大外部主任付筑萍

老师，请她为同学们支招。

现状———

八成大学生

英语口语水平为零

“可以说，我省几乎

80% 的大学生英语口语水

平为零。”面对如此英语学

习现状，付老师显得异常痛

心。“我个人认为，老师教

学意识、学生学习意识，两大

意识的严重脱节是导致这一
现状的根本原因。”

付老师分析认为，在英

语学习中，目前我省的大学

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期末考试型”：这部分

学生的目标是只要最基本的

学校期末考试能过就行了；

第二类是“考试型”：这部分

同学会很有意识地去参加

四、六级考试，但脑子里几乎

装的都是英语单词、做题技

巧等；第三类是“懂但不快乐

型”：也就是只能应付考试，

但仍停留在说不了，用不了

的哑巴英语阶段。“而三类的

学生的共同特点又在于，对

于英语到底能用来干什么很

迷茫，没有意识主动去学口
语。”付筑萍认为。

学生学习意识缺乏的背

后，是老师外语教学意识的

缺乏。付老师认为，由于受传

统考试模式的影响，很多中

学老师都不注重对学生英语

口语能力的培养，从而直接

导致了很多刚入学的大学生
虽然英语语法知识掌握不

少，但口语水平却几乎为零。

支招———

不怕丢脸

大胆说英语

那么，摆在学生面前最

现实的问题是，口语水平到

底如何快速提高呢？付老师

给同学们提出了三点建

议———

首先要积极的学习态
度。学习的口语过程中虽然

充满了快乐，但对于大多数

基础较差的同学来说，一定

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调整

好心态，积极面对学习非常

重要。当然光有态度还不

行，有效的学习方法也一定

要随之跟上才行。

第二，建议同学们最好

多阅读一些原版的英文书

籍。这里所说的原版英文

书，并非一定要求要有多高

深。最好根据个人兴趣，先

从一些轻松的书籍着手。

比如女孩子就可以选择一

些时尚类、娱乐类；男孩
子选择汽车、体育之类的

英文杂志进行阅读。而且

起步阶段，建议最好选择

有中英文对照的杂志，先

尝试着读英文，如果遇到障

碍，再用旁边的中文做辅

助。“但千万不能看了就

忘，一定要尽量尝试记下其

中一些‘地道’的英文表

达。”付老师说。

第三，就是要不怕丢

脸，大胆说英语。要尽量找

“平台”把英语用起来，摆

脱以前“死啃”课本的困

境。积极参加类似的口语比

赛、英语辩论赛之类的活

动。当然平台也不仅仅只

局限于这些，其实生活中
处处都是平台。比如临睡

前，同学们不妨把当天发

生的有意思的事情，尝试

用英语表达出来。“如果

坚持半年，我相信你的口

语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提

高。”付老师说。

攻克英语口语第一关

大胆说 不要怕丢脸

从美国时间 9 月 5 日开始

□罗希

美国时间 9 月 5 日下

午 2 时，经过近 20个小时

的高空之旅，我终于空降

洛杉矶国际机场。坐着

HOST FAMILY 的车，我又

从洛杉矶直奔我的新“家”

所在地——— 橘子郡。从听说

此次交换生项目到真正身

在美国，不过 1个月的时间，

一切似乎来得过于突然，让

我几乎在抵达洛城的时候，

似乎除了 20个小时的困意

没有一丝兴奋。

到了橘子郡之后，我已

困得睁不开眼了，但仍然坚

持参加了一名新同学举办

的 PARTY，当然，PARTY 的

美丽当然不在它本身，我的

目的也不只是去疯狂一时，

PARTY 作为美国文化的重

要部分，在当今社会中深深

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美国

人，它不仅是结识朋友，融
入社会的舞台，更像是文化

的展览，让你从人性中探索

文化的脚步，从人情中领悟

文化的真谛。

休憩几日后，我再一次

站在了挑战的起跑线上，因

为那将是我进入学校的第

一天，一切都是那样的新，

看着从没见过的橄榄球场，

听着学生自己在校园演奏

的音乐，再吃着学校为新生

买的免费 PIZZA ，瞬间似乎

又回到贵阳那个熟悉的校

园，但仔细一看，面孔不再

是黄皮肤黑头发，吃的不再

是牛肉粉，听的也不再是周
杰伦或王力宏的新歌。这里

的学生很友好，无论认识或

不认 识 都 会 上 前 说 声

HELLO，老师也相当好，虽

然有的已是年过半百的老

头，风趣之心依然不减。

说起老师，我不得不提起

我的 ADVISER ，在美国，

没有中国所谓的班主任，

而是 ADVISER ，他们的职

责近乎班主任，也打理学生

在学校的日常事务。我们一

般叫我的 ADVISER DR.G，

他是一个教法语的意大利

人，非常有趣，在第一节

ADVISORY，他花了近 20分

钟讲述他的爱犬是如何死

去，又花了近10分钟用法语

念了一段新闻，逗得在场
的学生捧腹大笑。几节课

过后，就是开学典礼了，

这可是我参加的最有文化

气息的一次开学典礼了，因

为这个学校是一所教会学

校，所以开学典礼有很多的

宗教仪式，我也是大开眼

界：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

就这样，在学校的第一天结

束了。

之后的几天我们陆续

接触了任课老师，值得注意

的是，你会发现每节课的同

学都不同，你也会发现你会

和一个比你小三四岁的

F R ESH M A N 在一起上

PRECALCULUS。每周一次的

CLASS MEETING也是美国

校园的特色，在这个 MEET-
ING 上，全年级的学生会在

一个教室集中，每个人都会

得到一点 DESSERT，然后大

家会一起讨论本周的重要

事件。在开学后的第 4
天，学校还会在附近的公

园举办一个 PARTY ，大家

一起做游戏，吃 BBQ ，高

年级还为低年级的表演节

目， TOBE HONEST，这真

是促进同学友谊的好办

法，之后还会在学校举办

一场橄榄球赛，圣玛格丽

特学校的橄榄球很是强

大，但不幸今年输掉了比

赛，也结束了 3 年未败，

15连胜的记录。

我在美国的一周是那

样充实，似乎每刻都在汲

取美国文化的精髓；对于

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不知

不觉上升到一个新的领

域。 (作者为贵阳一中理科

实验班高二学生，本学期

交换至美国橘子郡圣玛格

丽特学校就读)

■交换生日志

考四级不可太功利

应从大一早规划

□贺韬

近日，随着各省陆续

公布 2009 年下半年全国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报名时

间表，四级考试又成了人

们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们关

注的热点话题。记者了解

到，虽然我省的一些高校

早已宣布学位证不与四级

证挂钩，但定于今年 12月

19 日举行的英语四级考

试，仍旧吸引了众多大学

生报名。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新

闻专业大四学生吴佳芮告
诉笔者，她所在的班就有

大约三分之一同学没过四

级，而这些同学都要参加

今年下半年的四级考试，

争取最后“通关”。她

说：“虽然学校已将学位

证与四级证脱钩，但同学

们仍然十分看重四级考

试。这其中，一部分同学

是为将来读研、出国打好

基础；一部分是逼自己在

大学学点东西；而更多同

学是为了找工作时多一个

证明实力的证书，毕竟目

前国内还没有比四、六级

更普及的英语水平考试

了”。

据笔者了解，大学生

出 于各 种原 因的“ 重
视”，也是让四级考试

“高烧不退”。今年，贵

州四级考试培训市场上，

仅导航培训学校贵州分校

一家，就招收了 1400 多名

大学生。而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参加四级考试培训

的学员多为大三大四学

生。这些学生坦言，大一

时基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

大学学习，等到大二时又

失去了做新生时的激情，

多半会拖到大三大四再来

重视四级考试，而此时已

经是“临时抱佛脚”了。

对此，贵州大学外语

学院院长王健芳说：“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始于

1986 年，从开始施考到现

在，它一直只是一门英语

课程的学业考试，教育部

一再强调不能将其与毕业

证或学位挂钩。但由于

四、六级属于全国性统一

考试，其过级率从某方面

能说明一所学校英语教学
水平的高低，因此，导致

了一些高校暗中竞争攀

比，为了提高本校四、六

级过级率而将其与学位挂

钩。另外，社会上把四、

六级证书看作是学生的一

种能力标准，使之成为毕

业生应聘时的一个基本要

求。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学

生对四、六级证书出现了

功利性追求。由于学生急

功近利，各种培训班自然

层出不穷，学生整日埋头

于题海之中，导致了高分

低能的恶性循环。”

王健芳院长建议，学

生应首先放平心态，树立

学以致用的良好态度，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摸索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循

序渐进，积累提高。不可

功利性地为了找工作去考

四、六级，要树立新的学

习理念、探索新的学习方

法，从大一就开始及早规

划，注重学习策略和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全面提

高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

力。

■校园传真

□本报记者 申红珊 摄

9月 23 日下午，贵州大学花溪校

区体育馆内歌声悠扬。贵州大学“我爱

我的祖国”师生合唱大赛正在举行，

《祝福祖国》、《歌唱祖国》、《我爱

你祖国》、《娄山关》、《保卫黄河》

等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红色经典歌曲在师

生的深情演唱中，焕发着青春和热情。

据悉，该校此次师生合唱大赛旨在以歌

声向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献礼。

师生合唱
歌颂祖国

□本报记者 申红珊

本报讯 第三届贵州电信“青春动

力”大学生英语口语大赛(高校组)总决

赛，日前在贵阳医学院学生活动中心举

行。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省 18所高

校的 30 名选手共聚一堂“ PK”英语

口语水平。

据悉，此次大赛由省文明办、共青

团贵州省委、省教育厅、省学生联合

会、省志愿者协会以及中国电信贵州公
司共同主办。现场选手们围绕“我心中

的志愿精神”主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

精彩角逐。

“举办此次大赛的目的并不仅仅在

于让学生们比拼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由此激励更多大学生

的英语学习热情，鼓励他们走出‘死

啃’课本的困境，大胆地说英语，运用

英语。”大赛评委贵州师范学院大外部

主任付筑萍老师说。

大学生
英语口语大 PK

红歌嘹亮
爱国情深

□张权 本报记者 申红珊 摄

穿上彩色的运动 T 恤、站上舞台大

声放歌……不，这绝对不仅是年轻人的

专利，9月 25 日下午，贵州师范学院校

园内气氛热烈。该校“红歌嘹亮，爱国情

深”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红歌演唱会

活动正在举行，众多头发花白的退休教

师的“惊艳”亮相，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学外语

本报记者 赵惠 摄

□考试攻略

本文作者（右）与圣玛格丽特学校新同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