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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concept has promoted the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the digitalized, networked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ms of micro-learning have emerged, enriching the “new” learning forms and conten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on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English Micro-learning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postgraduates training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proficiency, and make a further improve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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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理念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全方位的变革，数字化的信息环境下各种形式的微学习大量涌现，
丰富了“新”的学习形式与内容。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面向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体系下英语微学
习，从而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外文科学文献阅读理解能力与水平，促进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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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和最高阶段，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科技进步乃至社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随着研究生数量规模与教育投入的逐步扩大，利用“互联网+”环境多角度提升研
究生科研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发展研究生科研能力已成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2. 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体系下的语言要求
研究生科研能力指研究生在各学科领域进行旨在探索真理的普遍理智创造活动所需的能力，包括：
文献的搜集及处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问题发现及解决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和批判能力等五个方面。
国内学者通常根据科研能力所在学科领域的能力体现角度划分，对具体能力表征定义概念。孟万金
[1]通过对文、理和工科研究生科研能力调查问卷统计的层次化分析得出，基本的研究生科研能力要素主
要为创新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资料搜集与处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巩亮等[2]等从产
出、活动、综合理论方面分别定了科研能力的概念，其标准分别为以论文发表等创新成果为判断标准的
科研产出论、以科研活动相关能力和技能为判断标准的活动论和以研究生个体在科研任务完成中所体现
的综合素质为判断标准的综合论[3] [4] [5] [6] [7]。国外学者 Smeby 提出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进行科研训
练，从而使学生学会以批判性的方式处理问题。另外，随着全球化环境下国际学术交流与活动日益频繁
与深入，以英语进行国际期刊论文写作及相关研究成果交流是衡量研究生个人科研交流能力的标准之一。
由此可见，文献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已成为研究生素质培养体系的共性要求，其语言的技能及素质
也是顺利完成科研活动的要素之一。

3. 面向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外语微学习
由于微学习的学习内容上的碎片化、学习资源推送途径的多元化和学习方式多重交互性等优势，微
学习逐渐作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的技术手段与平台，在国外广泛应用于职业培训和外语学习等领域广泛
应用微学习[8]。针对我国研究生阶段的外语学习情况，下面将具体分析外语微学习的特征及策略。

3.1. 研究生阶段的英语学习现状分析
研究生阶段的主要语种为英语。研究生英语与其他英语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教学对象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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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群里具有同一学科的专业背景知识和结构体系；二、教学要求写作规范及格式较严格，涵盖面广且
涉及学科专业方向具有明确特征；三、教学目的主要提升研究生阅读理解的深度分析能力，包括文献阅
读、论文写作等；四、外语素质培养上使得学生具备用英语在学术前沿的理解分析、专业内容和学术思
想的阐述方面的熟练性。
目前我国研究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进入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后，多数学生在研究生阶段面临专业
学术英语的阅读及写作带来的挑战。虽然在大学阶段接受两学年和研究生阶段一学年的公共英语教育，
具备了四级或六级以上的英语写作基础，但是在英语表达准确性和地道性方面仍存在一定欠缺，仍有待
于进一步提升。

3.2. “互联网+”理念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体系下的外语微学习策略
“互联网+”理念对学习形式与内容的改变愈加趋向于关注学习者的内在特质，并注重满足学习者的
多样化学习需求；同时“互联网+”学习提供的海量资源对学习者的资源处理能力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本文利用微学习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即时”、“随地”和“短”的特点[9] [10]，通过构建
与研究生专业领域知识动态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与有效结合信息环境优势与英语学习特点以促
进研究生科研能力发展。基于以上需求，外语微学习策略主要通过宏观上相关知识主线与动态前沿知识
更新，微观上英语学术交流及论文的深度分析，具体如下：
1) 基于语言输出偏误及规律的语言技能微学习
研究生阶段的外语学习，部分学生英语水平仍需相应地强化基础训练以适应外文文献的。微学习内
容主要基于第二语言语言输出偏误或误差在研究生英语阶段的规律性特征，通过推送内容在形式与内容
上的对比，主要让研究生英语学习者发现并注重相关语言输出偏误或误差的输出规律，并在微学习平台
上配以相关学习资源，促使研究生学习者改正涉及的相关问题。
2) 基于专业热点脉络的外文文献信息的理解与信息获取能力微学习
文献搜索能力作为学术能力基本要求之一，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和科研创新的基础。通常研究生
在进行科研起步的时候，对文献查询和分析的能力都稍显薄弱，因此微学习中通过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以
及科研方向和热点的脉络的内容呈现，对于研究生着手科研工作，实现本科学习和研究生学习状态的转
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为适应研究生英语学习在此方面的需求，通过相关专业知识的英语资料深化英
语内容在专业上的概念深度和整体结构的内化与迁移，以词汇概念整合和连接成为深度学习的切入点，
广泛地为研究生创建具有针对性地、引导性的和发展性的英语微学习知识结构，重视满足学生个人英语
表达的准确性需要及深层次英语结构的发展，从而提升研究生的问题探究能力与信息获取能力。
3) 基于学术论文思维及分析的写作能力微学习
学术思维和科研论文写作是进行科学报导的必备形式，也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的判断标准之一。
微学习结合学术思维和学术论文撰写的基本能力，通过学术典范文章分析、重要表达技巧及形式分析的
资源整合可最大程度激发研究生问题表达的精确度；在学术问题的发现和交流上，通过学术问题主线的
发展在形式上可有效弥补传统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4) 基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口语交流能力微学习
信息环境下研究生高水平思维的能力、探究的能力、创新潜能的挖掘，为建构新形态的微学习模式
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切入点以适应研究生的动态学习需求和认知发展。微学习可通过科研信息题材话题的
分解，聚集和协同学生科研能力水平与相应口语训练题材的链接模式与发展性，训练学生在陈述事实、
理由和描述事件时表达个人意见、观点的会话能力，构建具有针对性地、引导性的和发展性的微学习深
层次促进认知结构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内化与迁移、信息素养的提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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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微学习结合了信息技术、静态学习资源与科学的学习理念，扩展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途径。本
文基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微学习在分析研究生外语学习要求基础上，通过微学习方式以协调研究生
科研能力培养整体性与语言能力要求发展之间的均衡性，在理论意义上不仅解决了信息环境下拓展研究
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途径与策略，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生教育理论，为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在实际效能上可为继续深化研究生教育及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问题研究提供了有
效参考。总之，“互联网+”时代为各行各业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将传统研究生教学模式向“互联网+”
模式转变是系统且复杂的工程，仍存在很多突出问题有待于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
实现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和提升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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