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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块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口语输出能力培养
毛亚英
渊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袁江苏 常州 圆员猿园园圆冤
摘

要院针对学生英语口头表达能力相对薄弱这一现状袁本文从语块理论和语言输入尧输出假说

视角袁探讨以语块为理想的语言输入和输出单位袁通过树立语块意识袁拓宽语块输入途径袁创设语
块输出环境和机会袁从而加强对学生英语口语输出能力的培养遥
关键词院语块理论曰输入尧输出假说曰英语口语曰输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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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听尧说尧读尧写四项技能中袁听尧读是语言
的输入活动袁说渊口头表达冤尧写渊书面表达冤则属于语
言的输出活动曰 而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是中国学生
的薄弱点遥 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袁我国只有极少部
分的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咱员暂遥 这

与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有关院一是以结
构法为代表袁即过分注重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忽视语
言在实际语境中的运用袁结果导致了语言的流利性
不足曰二是以交际法为代表袁过分强调语言在语境的
运用而不重视对语法规则系统的学习袁因而导致语
言正确性不高遥 近年来袁随着语块教学法的兴起袁人
们渐渐认识到语块对语言习得的重要作用遥有研究表
明袁在人们使用的日常语言中袁存在着大量高频出现
的重复语块袁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日常交际语言中袁有
怨园豫的语言是通过语块实现的咱圆暂遥 孕葬憎造藻赠 等咱猿暂认为袁二
语学习者需要掌握大量语块袁以解决语言习得的地
道性和流利性遥 鉴于语块在二语口语习得中的重要
性袁探讨以语块为单位的英语口语教学袁对促进学习
者英语口语输出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遥

二尧语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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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其使用频率较高袁 常常被看作一个整体被记
忆和提取遥 晕葬贼贼蚤灶早藻则 和 阅藻糟葬则则蚤糟燥咱缘暂则称语块为野词汇

短语冶渊造藻曾蚤糟葬造 责澡则葬泽藻泽冤袁 并从结构上将其分为四类院
淤聚合词 渊责燥造赠憎燥则凿泽冤袁 如 葬贼 葬灶赠 则葬贼藻曰 于习惯表达
渊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葬造蚤扎藻凿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泽冤袁如 匀燥憎 凿燥 赠燥怎 凿燥钥曰盂

限制性结构短语渊责澡则葬泽葬造 糟燥灶泽贼则葬蚤灶贼泽冤袁如 贼澡藻 皂燥则藻援援援

贼澡藻 皂燥则藻援援援曰 榆句 子构 架 渊泽藻灶贼藻灶糟藻 遭怎蚤造凿藻则泽冤袁 如 陨
贼澡蚤灶噪 渊贼澡葬贼冤援援援袁酝燥凿葬造 垣 赠燥怎 垣 灾孕钥遥

基于上述的定义袁蕴藻憎蚤泽 咱远暂提出了野词块教学法冶

渊贼澡藻 造藻曾蚤糟葬造 葬责责则燥葬糟澡冤袁 并认 为语 言是 野语 法化 的词
汇冶袁而不是野词汇化的语法冶遥 随后袁蕴藻憎蚤泽咱苑暂重新对语
块进行了分类袁并从结构和功能将其分为四类院淤聚
合词渊责燥造赠憎燥则凿泽冤袁指具有习语性质的固定词组袁如 遭赠
贼澡藻 憎葬赠曰于高频搭配渊枣则藻择怎藻灶贼 糟燥造造燥糟葬贼蚤燥灶泽冤袁指共现频
率很高的词语袁如动词垣名词渊糟燥皂皂蚤贼 泽怎蚤糟蚤凿藻冤曰盂惯用

话语渊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葬造蚤扎藻凿 怎贼贼藻则葬灶糟藻泽冤袁指形式固定或半固
定 的 表 达 袁 如 陨枣 陨 憎藻则藻 赠燥怎曰 榆 句 子 构 架 和 引 语

渊泽藻灶贼藻灶糟藻 枣则葬皂藻泽 葬灶凿 澡藻葬凿泽冤袁 这类仅指书面语词汇袁
常用作篇章组织的手段袁如 枣蚤则泽贼造赠袁泽藻糟燥灶凿造赠援援援 枣蚤灶葬造造赠遥

从上述的定义和分类可看出袁 语块是日常交际

中高频出现的袁兼具词汇和语法功能袁呈固定或半固
定的程式化的语言结构遥在二语的产出过程中袁语块

语块渊责则藻枣葬遭则蚤糟葬贼藻凿 糟澡怎灶噪泽冤这一概念是由 月藻糟噪藻则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正如 蕴藻憎蚤泽咱远暂指出院语言习得

是呈固定或半固定的程式化的板块结构渊蚤凿蚤燥泽赠灶糟则葬贼蚤糟

正是通过语块的学习来获得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袁

糟澡怎灶噪泽冤遥 孕藻贼藻则泽 在研究语块时用野可分析空间的公式

最终熟练掌握并使用某种语言的遥 因此袁可以说袁语

语袁他认为这些结构是可以根据句法规则来分析的袁

终促进学习者语言输出能力的提高遥

于 员怨苑缘 年提出的袁 他发现人类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
咱源暂

化框架冶渊枣燥则皂怎造葬蚤藻 枣则葬皂藻泽 憎蚤贼澡 葬灶葬员赠扎藻凿 泽造燥贼泽冤这一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和产出语块的能力遥 学习者

言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语块的过程袁 语块的习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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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语言输入尧输出理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袁语言输入尧输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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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英语输出能力的培养
蕴藻憎蚤泽 咱苑暂 认为教学要关 注于相对固定 的表 达上

一直是受国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袁 其中以

渊则藻造葬贼蚤增藻造赠 枣蚤曾藻凿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泽冤袁为此袁他提出了新的教

运则葬泽澡藻灶 认为学习可分为潜意识学习渊葬糟择怎蚤泽蚤贼蚤燥灶冤和

代传统的模式袁 即 责则藻泽藻灶贼要责则葬糟贼蚤糟藻要责则燥凿怎糟藻 来教

运则葬泽澡藻灶 的输入理论和 杂憎葬蚤灶 的输出理论最具影响遥
有意识学习渊造藻葬则灶蚤灶早冤遥 为了解释语言野习得冶的真正
原 因 袁员怨愿圆 年 袁运则葬泽澡藻灶 咱愿暂 提 出 了野 输 入 假 说 冶 渊蚤灶责怎贼

学 模 式 袁 即 燥遭泽藻则增藻要澡赠责燥贼澡藻泽蚤扎藻要藻曾责藻则蚤皂藻灶贼袁 以 取
授语块 咱远暂遥 与此同时袁蕴藻憎蚤泽咱远暂还指出在教学中袁教师

要注重以下几点院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输入大量地道

澡赠责燥贼澡藻泽蚤泽冤遥 他认为学习者是通过接受可理解的输

的目的语曰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将语言输入尧语言意识

入才习得语言的袁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可理解的语

及其操练有机结合曰 鼓励学生通过语境识别和记忆

言 输 入 渊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遭造藻 蚤灶责怎贼冤袁 而 语 言输 入 材 料 的

语块袁避免孤立地记单词曰培养学生要按照语块合理

表 学 习 者 目 前 的 语 言 水 平 袁员 表 示 略 高 于 蚤 的 水

中心进行教学袁 学习者通过接触大量可理解的语料

难度要略高于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 渊即 蚤垣员袁蚤 代

划分语篇的能力遥 因此袁在教学中袁教师要以语块为

平冤袁通过对输入材料信息的理解袁习得才会发生遥

输入袁不断积累语块袁并在实践中不断操练袁以此来

只有当学习者接受野蚤垣员冶水平的语言材料输入袁习得

提高口语输出的流利性和准确性遥在教学实践中袁教

才有效遥 如果语言材料仅仅包含学习者已有的知识

师要采取以下教学策略院

或难度太大袁语言习得则没有意义遥
运则葬泽澡藻灶 过分强调了输入的作用袁他认为 野可理

渊一冤树立语块意识
教师首先要对语块理论有全面的了解袁 要了解

解输入冶是语言习得的唯一条件袁这一观点颇受争

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尧语块的概念尧分类尧功能尧特征

议遥 郧葬泽泽 认为袁不是所有已被理解的语言输入渊糟燥鄄

等袁更要明白语块不仅在书面语中大量存在袁在口语

咱怨暂

皂责则藻澡藻灶凿藻凿 蚤灶责怎贼冤都为学习者大脑所吸收遥 她认为

中也大量存在遥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袁语块也是

在目标语输入和学习者规则内化过程中袁有一个语

理想的词汇教学和口语交际单位袁 对语言教学具有

言摄入渊蚤灶贼葬噪藻冤过程遥 而 运则葬泽澡藻灶 忽视了这一点袁只

更多的优势遥因此袁教师要将语块教学法引入课堂教

有当学习者对所吸收的语言输入经过加工尧整合以

学袁让学生对该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袁让学生充分

后袁才会内化为学习者自己知识的一部分遥

认识语块在口语表达中的积极作用遥 语块有利于提

鉴于此袁杂憎葬蚤灶

咱员园暂

依据她对加拿大沉浸式语言教

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袁 由于本族语者掌握数以千计

学的经验袁提出了野输出假设冶渊燥怎贼责怎贼 澡赠责燥贼澡藻泽蚤泽冤遥她

的语块袁且使用相当频繁袁因此袁在言语交际中袁本族

认为语言输入对语言习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袁然而袁

语者就很少出错袁相反袁二语学习者是从单词和语法

仅有 野可理解的输入冶 是不够的袁野可理解的输出冶

规则开始学起的袁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袁常常根据语法

渊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遭造藻 燥怎贼责怎贼冤 对语言习得的作用不可小

规则生成句子袁忽视了语块对语言习得的作用袁在语

视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院淤注意或诱发功能袁在语

言表达过程中易犯错误曰 语块有利于语言表达的流

言输出过程中袁学习者会发现自己现有的语言知识

利性袁晕葬贼贼蚤灶早藻则 等 咱缘暂认为袁人们使用语言的流利程度

与所要表达内容之间的差距曰于检验假设功能袁输出

不取决于学习者大脑中存储了多少语法规则袁 而在

可以对语言的可理解性和目标语假设进行检验袁通

于存储了多少语块曰语块有利于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袁

过学习者对目标语作出假设并不断修改或重新加

句子构架引语是语块的重要类别袁 也是语言运用的

工袁来检验假设对语言学习过程的作用曰盂元语言功

重要环节袁 掌握句子构架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

能袁在语言交际中袁学习者用语言对假说进行反思袁

语言的篇章结构袁更好地把握语言交流的整体性袁增

促使学习者控制和内化语言遥

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曰 语块有利于语言表达的

语言习得是输入与输出相互作用的过程袁没有输
入就不可能有输出袁输入是第一性袁语言材料的输入
是输出的前提曰同样袁如果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袁语言

趣味性袁通过运用习语尧成语尧谚语尧警句等袁能有效
地增添语言输出的魅力遥
渊二冤拓宽语块输入的途径

知识尧信息很难被内化袁也很难使目标语表达自动化遥

阅读是学习者习得语块的主要途径袁 课文内容

从语言学习的规律院即输入尧吸收和输出来说袁英语口

和课后练习是获得语块的来源之一袁 教师要引导学

语输出能力的提高要以大量语料输入为基础袁没有有

生不断地从课文及其相关练习中袁注重语块的学习袁

效的语料输入袁就不能保证学习者的语言输出遥

还要鼓励学生从英文报刊尧 杂志及其他英文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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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语块遥 其次袁视听材料也是语块输入的重要渠

由交际法导致语言正确性不高这一弊端遥 语块作为

道曰从视听材料中袁学习者能接触到大量地道尧纯正

理想的教学单位袁它有利于提高语言表达的流利性尧

的语料袁从中能学到大量习语尧谚语等袁从而丰富学

准确性和得体性遥 因此袁在实际教学中袁教师要树立

习者的心理词库袁视听材料还能给学习者带来视觉

语块意识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识别语块的能力曰不断

和听觉上的冲击袁由此产生的情感因素对语块的输

拓宽语块输入的途径袁让学生接触大量的语言输入袁

入有促进作用遥 再次袁由教师直接提供语块袁在口语

从中有意识尧有策略地学习语块袁并在实践中运用所

教学中袁教师可根据具体话题提供相关语块袁通过讲

学语块袁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理词库曰通过创设真实的

解语块袁让学生明白语块的意义和特征袁了解语块在

语言输出环境袁为学生提供更多语块输出的机会遥从

实际语境中的运用袁 以此来增强记忆语块的效果遥

而有利于语块的真正内化袁 确保语言输出的流利性

总之袁通过以上这些途径袁学习者能接触到大量的语

和准确性袁最终使学生英语输出能力得到全面提高遥

料袁从中积累语块袁这就为流利语言的输出提供了保
证遥 笔者曾对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作过实验研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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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机会袁引导学生将所学语块与
具体话题联系起来袁 通过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形
式袁达到语言输出的目的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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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动性袁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袁如英

心袁有利于语块输出的流利性和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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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块理论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遥 它弥补
了由结构法导致的语言流利性不足曰同时袁也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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