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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brought about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All kinds of digital new media have entered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Chat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interactivity and real-time,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ducator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use of WeChat in mobile learning, and explores common
problems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acquisition and oral practice. WeChat, as a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tool,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mobile learning, and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learners. Its application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eaching
helps create a better autonom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enhance learning flexibility and improve
oral English learning effect.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onunciation difficulties of English learners, and contributes to further innov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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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带来了学习的革命。各种数字新媒体进入教育领域，改变着传统的教与学。微信的交互性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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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等诸多优点使它备受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本研究对微信在移动学习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探讨了
学生在英语发音习得和口语练习中常见问题。微信作为流行的社交网络工具体现了移动学习的精髓，为
解决英语学习者发音难题创造了机会。微信应用于英语发音教学有助于营造更好自主学习环境，增强学
习灵活性，提高口语学习效果。它在解决英语学习者发音难题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英语教学设计方
面的进一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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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学生英语口语习得仍受英语学习中常见问题的困扰。传统僵化的教学方法造就了学生不尽人
意的英语发音状况。在当今数字引领的时代，非常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有效且价格低廉的方法来提升
学生的英语发音水平。
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一种新学习方式——移动学习应运而生。学者 Lam 探索利用 Facebook，
WhatsApp，Skype 和 Twitter 等传统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学习以及它们在协作和数字学习环境方面的教学价
值[1]。与此同时，兼具社交和即时通讯为一体的应用程序——微信于 2011 年进入人们的视野。运用微信
监控师生互动的研究表明，微信在语言学习中具有典型的应用潜质，所发挥的作用是有效和可接受的[2]。
然而，就微信促进英语学习的研究中，很少有关于英语发音习得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将微信的即
时通讯和社交网络功能与英语发音习得相结合，探究移动学习背景下英语语音学习的课程设计策略。

2. 文献综述
2.1. 英语语音学习存在的问题
2.1.1. 不重视口语
学生的口语能力不佳，主要是由于发音不规范和交际能力不足。在教学实践中，书面英语构成了不
同年龄段学生水平测试结构的重头戏。相反，口语成了整个外语学习过程中的鸡肋。此外，传统的班级
结构不可避免地涉及大班教学，学生往往缺乏教师在口语方面的个人指导。据吴旭东等的研究，课堂教
学主要以知识传授为导向，学习者在课堂上很少有机会进行有意义的英语交流，这使得他们在课外参加
口语活动的热情较低[3]。
2.1.2. 中英文口音的区别
英语和汉语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族群，存在很多显著差异，这使得学习英语成为汉语母语人士
面临的巨大挑战。英语和汉语在语音区和唇部特征上的差异使英语听起来很难发音。例如，特别是在中
国南方，学习者难以区分英语中的“r”和“l”，导致单词“rake”和“lake”，“rice”和“lice”的错
误发音。此外，由于中国很多地方方言相差悬殊很大导致英语发音通常都带有大量的地区口音。
2.1.3. 学习英语口语中的焦虑和缺乏自信心
挫折和焦虑会对英语口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Clément，Dörnyei 和 Noels 指出，学生的自信心构成
DOI: 10.12677/ae.2018.83051

332

教育进展

卢克勤

了学习外语的动机子系统，自我评估能力与自信心对于二语习得至关重要[4]。有人指出，当学生的自我
认知口语能力低于同龄人和母语人士时，外语学习的焦虑程度更高[5]。Stephen 认为，学习者的焦虑、紧
张、缺乏动力、厌倦和消极态度可能阻止传入的信息到达语言获取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6]。Cenoz 和 Lecumberri 认为：“语言交际的语音部分是即时呈现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非母
语者最显着的特征”[7]。因此，发音是非母语英语学习者必须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不恰当
的发音可能导致说话能力降低，言语自我感知能力降低，焦虑加剧，从而导致误解和无效的交流。
2.1.4. 与英语母语人士的直接沟通障碍
学习母语发音的理想方法是动态地输入有助于监控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源语代码。受过良好教育的本
土教师具有流利、地道口音的口语，因此，引进英语母语教师来教授英语发音是不二的选择。然而，这
必须得承担起较高的教育成本，它们无形剥夺了学生与母语人士面对面地学习纯正英语发音的机会。
2.1.5. 较少及时反馈和合作学习
大多数英语语言来自教师、同学、唱片、收音机和电视节目。学生通过录音机械地重复英语单词和课文，
很少有实时交流机会，没能及时将学习情况向教师反馈纠正错误并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必要的指导。此外，在惯
常教学模式支配下，学生也不愿意通过合作学习来练习口语，这会进一步降低他们在英语口语练习中的动机。

2.2. 探究微信支持学习功能的必要性
2.2.1. 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
现在数字移动设备越来越多地用于教育实践。借助 4G 甚至 5G 互联技术，学生可以便捷地使用社交媒体
上的各种学习资源，例如 Facebook 和 Twitter。在正式和非正式学习融合的时代，它们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知
识共享通道。有人认为，社交媒体扩展了学生传统教学环境的视野，让学习变得更加灵活、方便、高效[8]。
2.2.2. 微信为教学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微信促进教学的研究表明，微信能够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有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营造
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潘等将微信辅助语言学习 WALL (Wechat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定义为“泛在
学习社区的里程碑”。他指出，微信为学生提供情境化的学习环境，从而帮助他们尽快地将语言知识转
化为语言能力。应用于 WALL 平台四个月的英语听说课研究表明，微信实验组中有意义的英语单词增加
了 333%，口语英语会话中的句子长度和单词准确性显著提高[9]。对微信促进计算机英语学习涉及的 30
名学生进行口试实验，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发音显得流畅，同时英语短语也得到了更好地掌握[10]。
为了佐证学生对微信学习平台的偏好程度，柴阳丽等收集的 99 份有效问卷表明，89%的学生使用微信作
为沟通的社交网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热衷于把微信作为学习英语听说的移动学习平台[11]。结果表明，
微信很适合学生，特别是学生开展英语听说活动，它提供了更有趣、更具创新性的英语学习方法。
2.2.3. 微信促进英语语音学习研究的不足
输入“微信英语学习”关键词，通过百度学术在线搜索(检索截止：2016 年 12 月)显示有 6560 篇文
章。然而，当输入关键词为“微信英语发音”时，找到 156 篇文章，仅占网上发现的有关英文学习文章
的 8%。很显然，微信在增强英语发音学习和练习中的研究明显不足。

3. 微信在英语口语学习中的可行性分析
3.1. 理论基础：移动学习
现代远程教育是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运用计算机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组织教学的过程，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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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earning)是现代远程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对移动学习的定义，Sharples 等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在多
种语境下的对话过程和个人交互技术”[12]。Crompton 将移动学习定义为“通过社交和内容交互，使用个
人电子设备的跨情境学习”[13]。随着智能掌上电子设备的普遍使用，移动学习是流行趋势，使用移动工
具创建学习辅助平台和资料中心成为非正式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习者随
时随地学习的能力”[14]。移动学习具备了开放性、个性化、多媒体交互、虚拟交互和数字灵活性等优势。
为了辅助语言教授和学习，WALL 系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途径(混合式学习方法)。移动设备以便捷
的方式提供丰富学习素材以及持续的学习支持促进了学生更积极的参与。此外，移动设备上学习的成本
明显低于面对面培训，这样，移动语言学习更能有效地节约时间和空间，同时为学习者提供同步且易于
获得的学习体验。它有利于建立和建设一个良好学习环境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区，为教师提供及时的
反馈，并为学生创造更强动力和更多自信心。
在目前的移动学习分支中，社交网络移动学习和基于短信的移动学习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因此，微信作为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络和流行的短信工具，在这方面体现了移动学习的精髓。

3.2. 微信支持口语学习
作为面向社交网络的移动应用软件，微信为践行移动学习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因其具有的
社交和平台搭建功能，它在构建英语学习自由互动空间方面显示出更大的优势。
首先，文本消息和语音消息。文本消息提供了简单而通用的通信方式，而即时通信生成的语音消息
则是对日常环境中对话的简化。
其次，短片。微信不断减少视频上传限制并改善其视频功能。在对话过程中，用户可以拍摄短片(最
长 10 秒)，并通过聊天页面直接发送给朋友。在手机中保存的视频(少于 20 M)也可以上传到聊天中。
第三，群聊。微信可以随时由用户组成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可以向小组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图片、
视频、链接、文件和文章等，所有材料向小组成员开放。学生可以在有或没有教师参与的情况下对组内
的主题开展讨论分享看法。
第四，视频聊天。只要有可连接地移动数据或 Wi-Fi，用户就可以微信免费视频通话、聊天。一个视
频中聊天的人数上限是九人。因此，教师可以方便的与小组学生一起进行单独的学生或集体课的一对一
视频讲座。
最后是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应用此功能，用户能够以单个和集体的方式将大量信息传递到不同的端
点。一个公共服务帐户发送推送消息后，所有帐户成员就可以即时在自己的移动设备上阅读到消息。推
送消息功能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即时文章共享和及时更新信息。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专门为该课
程申请公共账号，并从公共服务账号以各种形式推送讲座和学习材料，学生将即时获得推送消息。

3.3. 与类似的移动应用相比，微信的功能特点
为了说明微信在提高英语发音表现方面的优势，在此，将微信与他类似的聊天工具，包括 WhatsApp，
QQ，Skype 和 Facebook 等作一一比较。
首先，兼容性和普遍性。微信能与大多数智能手机系统兼容，如 Iphone，Android，Black Berry 和
Windows Phone，使安装变得简单方便。此外，微信吸纳了比 QQ，Skype，WhatsApp 和 Facebook 更多的
活跃用户。根据 2016 年 Libra 公布的第三季度社交网络应用排行榜数据，微信排名第一，因为其每周用
户活跃渗透率为 80.65%，平均开放时间为 167.05 次，其次是 QQ 排名第二，活跃渗透率为 52.77%，每
周的开放时间为 22.31 次[15]。相比之下，WhatsApp 和 Skype 在国内不太流行，Facebook 在中国大陆则
被禁用。显然，微信在市场共享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使用微信作为练习英语发音的学习工具，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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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者的需求。
其次，娱乐化和碎片化。微信可以创建个人私密空间，在朋友圈分享新闻。此功能保证了信息免费
共享，用户即时更新新闻。用在语言教学中，有用知识的微信消息能够无障碍迅速发送给指定的学生，
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段读取消息。相比之下，QQ 功能更常用在传输文件笔记时工作组之间或上下级之间
的通信。由于定制分享分组功能的缺位，QQ 对长期用户没有太大吸引力。而 WhatsApp 和 Skype 只专注
于短信功能而不支持娱乐扩展，这些都不太可能实现娱乐性学习。因此，使用微信作为英语发音学习工
具，可以缓解学习过程中的沉闷气氛，同时能督促学习者充分地利用零碎时间。
第三，成本低，效率高。微信通信的低成本在与 SMS 等过去比较流行的沟通媒介进行比较时尤为明
显。作为一种经济实用的英语学习工具，它除了数据费用(没有 Wi-Fi)以及通过消息传递的数据成本，下
载和安装都无需额外费用。在 3G 网络下通过对微信、Skype，QQ 和 Facetime 进行 10 分钟视频聊天的在
线调查显示[16]，微信花费最少的数据(33.04 MB)，其次是 QQ (50.92 MB)，Skype (74.84 MB)和 Facetime
(113.02 MB)。一般来说，1MB 移动数据涵盖 500~1000 个微信文本。除去标准数据费用，微信消息的费
用明显低于手机发送的短消息费用。因此，当微信作为英语发音学习工具时，无需高昂的成本，学习者
既可以发送短信，也可以和老师在线进行视频课程。另一方面，通过微信视频聊天和即时消息不受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沟通效率，实现了师生之间频繁的口头互动。无需打字即可通过语音信息轻松实
现及时响应，学习反馈更加便捷。
最后是可重复性和同时性。微信可以在聊天页面上保存语音消息，微信的语音录制功能克服了面对
面通信无法保存声音的的缺点，当听众需要检索收到的信息时，可以追溯到聊天记录，轻松查看语音或
文本消息。此外，同一微信聊天页面的图片和语音信息可以同时打开。当教师需要发送重点图片时，还
可以通过语音信息给学生附上详细的说明。与微信不同，尽管 WhatsApp 也提供相同的语音邮件功能，
但用户无法在不中断录音的情况下在同一个聊天页面中打开图片。而 Skype 不支持语音录音。因此在英
语发音教学中它们的功能远不如微信强大。
综上所述，与 QQ，Skype，WhatsApp 等常见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相比，微信具有的兼容性、通用性、
娱乐性、碎片化、低成本、高效率、可重复性等优势，使得它更适合学习和练习英语发音。

4. 运用实践
通过分析微信的支持功能，结合之前在班级和课外使用微信的实验研究，我们认为微信可用于在课
堂教学和在线课程中用于提高英语发音教学。

4.1. 微信提高英语语音学习实践尝试
4.1.1. 课前预习
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在线课程，为了确保更好地实现课堂任务，教师通过微信提前告知学生课程计
划。在上课之前，教师可以把录制好的英语字母、单词和句子的短视频材料发在微信上，供学生预览知
识点。视频记录要求有清晰的发音唇型和发音方式，以便为学生提供教师的标准示范。每个部分可以在
短视频中重复多次，确保发音和唇部运动的显示的清晰。在句子太长而无法在 10 秒内完成阅读或手机存
储器的视频尺寸超过录音上传限制时，也可以考虑利用短视频进行操作。学生可以反复听录音，直到他
们对发音有初步印象。通过这种方式，特别是在预习课程之后，他们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练习时可以获
得更深入有效的学习效果。
4.1.2. 课堂练习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建立发音练习小组。鉴于课堂教学通常不涉及学生的个人电子设备，因此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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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课堂练习更适用于在线语音学习。在线语音课程通过微信视频聊天让学生尽享学习乐趣。遇到英语
发音的典型问题，如，当学生在区分不同但相似的声音方面存在问题时，他们的记忆策略是重复记忆。
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他们会理解声音差异的本质，反而有可能促使学生形成某种错误发音的机械记忆。
也很容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忘记如何发音。借助微信视频聊天在线课程，教师为学生提供发音规则并督
促练习，长远来说学生会更好地记住发音。如，对易混淆字母“a”的发音，在不同单词中有[æ] [eɪ] [ɑ:] [ə]
[ɔ]等各种发音。老师在课程期间可以给出如下解释：若“a”放在“ss”前面，其发音应该是[ɑ:]，如单
词“class”；若“a”是一个开音节，如单词“lake”，发音应该是[eɪ]；闭音节“a”发音为[æ]，如单词
“ham”；当“a”放在“w”或“wh”之后，如单词“what”，它的发音为[ɔ]；若它是一个非重读音节，
如单词“China”，则“a”的发音为[ə]。发音规则的解释有助于学生跟随教师记忆，提高学习效率。
4.1.3. 课后复习
课后开展不同形式的互动活动有利于提高发音学习效果。以下活动适合在课堂教学/学习和在线课程
开展。
首先，可以在微信群组共享语音资源。学习小组代表着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学习社区，所有的资料(如
文本、网址、文章、消息、语音录制和视频剪辑等)可以在小组中实现共享，而且小组的建立有助于在线
创建积极上进的动态学习环境。学生涉猎丰富资料后，通过回顾不同主题的英文单词、句子和段落，进
一步增强对英语发音的记忆，更好地理解发音规则和规范。
其次，可以在微信群组开展配对评估。和合作伙伴一起切磋交流，学生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温故学习，
也是在分享合作学习的动力。教师给每对学生分配单词辨别游戏：一方找出易混淆的单词音标并设计测
试；另一方完成测试，并为他/她的伙伴创建新的测试。在这对复习单元中，微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虚拟
的舞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在实践中找到更多类似水平或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学习过程带来更多乐趣，并
大大提高他们英语发音水平的积极性。
第三，由于在线沟通的实时互动，微信学习小组的问答变得容易很多。当学生在发音学习过程中遇
到问题时，可以即时在微信平台上提交问题。如，对于一些发音相似的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如，四个
英文音标[eɪ] [aɪ] [əu] [au]与中文诶、爱、欧、敖的发音乍一听非常相似。然而，就出音的位置而言，他
们的发音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若发音时只参照汉语拼音常常会犯错误，如单词“big”读为[bigə]，
“sister”
读为[sisətə]。这些习惯性错误个人尤其难以发觉或纠正，采取小组问答方式有助于发现这些错误。教师
在指导提出问题的学生时，若这些问题小组中具有普遍性，对其他人也会有所启发。
第四，可以向个别学生或小组推送作业，以检查学习效果。如，为了让学生形成更深刻的印象，可
以在作业或小测验中对具有相似音节单词进行列举形成比较，如：cost [ɔ]，post [əu]；five [aɪ]，give [i]；
ship [i]，sheep [i:]；close [əu]，clock [ɔ]；bed [e]，bad [æ]等。类似练习可以用图片如 jpeg、jpg 和 png 的
形式发送或者以 doc 或 pdf 等文档的形式推送。家庭作业和测验的文件保存在学生手机，其答案可以通
过互动方式进行检查和修改。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轻松追踪学生课后学习进度，及时反馈练习情况，
并根据学生的表现改进教学策略。
4.1.4. 闲瑕时段即时推送
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教师随时向学生推送材料、作业和通知。即时消息在同一个公共账户统一并同
时传送给所有注册用户。一旦帐户登录，推送消息就会提醒学生课前预习或课后自我练习。即时消息也
可以是一些关联的课外知识。如，对于英语句子发音时的连读问题，在即时推送信息中，教师可以准备
带有语音或录音带的英语日常对话来帮助学生练习句子连读，如“How are you?”[hau ɑ: ju:]-[hɑ:wɑ: ju:]；
“It is an old book.”[it is æn əuld buk]-[it isænəuld buk]；“Not at all.”[nɔt æt ɔ:l]-[nɔ tæ tɔ:l]。这些推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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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利于学生在业余时间自主进行英语学习，更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建立了一个灵活、积极和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环境。

4.2. 微信能够解决英语发音中常见问题
首先，微信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它将移动学习模式应用于英语口语练习，促进课堂教学，提高
了学生课后自主学习能力。实验课堂评估显示，将微信纳入口语英语学习，学生的信心倍增，动机更强，
焦虑、紧张和消极态度明显减少，学习效果显著[11]。
其次，微信提供了更多利用语音信息和短视频重复练习发音的机会，更好地运用教师推送的图片文
字理解了发音规则。录制的唇部示意动作等视觉辅助视频有助于提高英语发音的学习效果。此外，图片、
音频和视频自动保存在聊天记录，学生有机会进行课后重复发音练习。
第三，微信给学生与英语母语教师进行交流提供方便，学生能够获得标准的发音练习机会。通过视
频、音频和文字信息，无论何时何地师生都可以轻松组织课程学习，而且在线课程学习者无需付出高额
的学费就可以学到英语母语的本土发音。因此，微信是一个为英语母语教师和英语学习者搭建学习桥梁
的理想平台。
最后，微信提供更完善的师生反馈机制。为配合教师讲授，学生在微信聊天页面进行提问，发音问
题由师生共同参与解决，形成了一种互助学习的氛围。学生可以从别人的优点中学习、改善自己在英语
发音方面的弱点。这种方式，充分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他们在课堂内外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
学生通过快捷方式及时向教师发送反馈信息，对学生错误和成绩情况教师也可以高效回应。此外，还可
以组织在线口头英语角，与教师和学习伙伴进行更多的口头练习。在线聊天减少了面对面聊天的尴尬，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自卑倾向的口语初学者，他们需要更多的互动发音训练。

5. 小结
微信在网络交流中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和即时性，将微信作为学习工具融入语音习得过程，学生倾向
于主动地获取学习体验。微信免费的在线资源共享渠道，提高了口语整体学习效果。它为英语发音学习
存在的长期性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英语学习者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自主学
习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微信的优点也不可避免暴露了自身的一些缺点。如，在课堂上使用个人手机时，教
师监控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更加困难，微信的“娱乐”功能可能会使英语发音学习变成一种“休闲”活
动。此外，面对微信公众账号大量推送信息，若缺乏正确引导，有时学生很难作出正确选择。一方面，
丰富的在线信息和迷人的功能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学生也可能把微信“禁锢”为一个
简单的学习工具。这也是微信的教学价值还需要更多探索和观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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