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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p between teaching effect and postgraduate demand caused by the teaching mode,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so on in the course of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for
non-English major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Micro-learning, as a new form of learning, expands
and supplements the depth and scope of the original postgraduate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with it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breaking the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lexicon gener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mentallexicon generation rule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Micro-learning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for both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Micro-learning and the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course reform promotion for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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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存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与研究
生需求差距逐渐增大。微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形态，以其打破时空限制的技术优势扩展和补充了原有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的深度与范围。本文基于语言学习中的心理词库生成视角，结合心理词库生成
规律与微学习资源组织模式的内在关联，强化微学习在学术英语写作课程的参与度，以此推进非英语专
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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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教育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发展，各个高校的校园网建设及网络利用率呈
现逐年上升与便捷化的趋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模式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微学习在灵活性
的优势，顺应了科技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信息时代[1]。目前，由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需求及高层次要求，
并且在学业上面临专业课学习任务与实验等研究工作，通过校园网或校园网上提供的各种应用进行微学
习越来越成为研究生的普遍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聚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术写作课程教学的现
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心理词库理论的微学习资源组织模式，以实现传统课堂单一形式的、线性化
教学模式的有效补充以提升学生学术英语写作能力。

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
学术英语写作 EAW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是学术英语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的一
个主要分支。学术英语 EAP 与职业英语(EOP,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并列为专门用途英语(ESP)
的两大分支[2]。国内对 ESP 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近年来 ESP 研究和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得
到迅速发展，很多高校在本科阶段开展 ESP 英语教学，但是绝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阶段仍然按照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进行研究生英语教学，随着学术交流国际化标准的提高，目前传统的课堂教学已无法满足研
究生阶段学生对学术英语写作难度要求与输出水平。经过文献研究与调查，目前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
学问题主要包括：

2.1. 教学形式与内容更新速度
网络环节下知识获取来源与丰富度的不断提升，增加了学习者处理有效信息与更新知识的压力。目
前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仍采用老师课堂讲授的模式，其优点是教师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讲授，具体步
骤主要包括：教师讲解知识点、重点难点介绍、写作任务布置、批改作业和学生反馈，教师对整个教学
过程的全局把控有利于保证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训练。随着学生在学术英语需求的多元化，传统教学模
式缺点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1) 内容级别要求上，无法适合不同水平对基础能力、四级、六级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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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需求；2) 书面输出复杂度上，某些低英语水平学生只会写模板论文，生搬硬套，句子长度复杂程
度都有所欠缺，而相对高水平同学致力于对句长、词汇通达及自动化的目标；3) 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方面，
大规模的统一内容模式弊端使学生专注于知识和信息的记录和记忆，学生倾向于被动的接受、模仿与固
化记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从而导致写出的文章易读性不足与逻辑不顺等现象。

2.2. 教学目标与研究生学术英语需求的脱节
目前我国高校研究生教学中，更加重视阅读和听力的教学，忽视了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的训练，这
样导致研究生英语学习和本科英语教学产生了重复。虽然研究生英语教材是读写教材，但是内容偏重阅
读和普通英语写作。据调查，研究生阶段的写作教材中，对学术论文、应用文体写作涉及很少，尤其是
针对具体专业的教材较少，仅占调查对象的 20%；由于研究生阶段对学生的研究能力的更高要求，与之
相应的对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及写作课程需在教学内容、教学材料、教学方式等方面与大学普通英
语课有所区别。但目前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在设置上与学生专业脱钩，导致课程既不能完全满足学
生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需求。

2.3. 课堂学习成效与研究生学术英语培养目标的差距
虽然各高校目前使用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对研究生英语教学的专业性和实用性提出了要求，但具
体要求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指导作用[3] [4]。很多高校将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作为研究生英语读写课程
的附属课程，并且研究生生源在学科、专业背景及英语水平差距较大，而目前形势下研究生学术英语写
作对学生的英语能力水平要求是能够进行口语学术交流与学术论文撰写。另外，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具
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性要求，而目前部分授课教师由于对理工类专业知识的欠缺与局限性导致其无法在专
业内容和专业实用性上与真正的专业课老师相提并论，而专业课老师又无法在英语水平上与英语老师相
比。其中，很多高校在实际教学中将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与学科专业英语课合并在一起由专业课教
师负责，而专业课教师由于英语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往往先讲解专业词汇然后让学生翻译文章，
写作课程往往演变为本专业文献翻译课，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技能。

3. 微学习资源组织的核心要素与规则
相比于传统学习资源，微学习资源的“微”性技术优势在于：1) 学习灵活性，微学习资源便于学习
者在任何时间、地点、采取方便的方式进行学习；2) 内容的多面展示，可在图、文、声、像方式中进行
一种或多种方式的组合；3) 学习形式的补充与延展，微学习资源可以成为传统学习资源的补充，可通过
课堂展示、课下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等形式以呈现知识传递内容[5]。微学习资源组织的核心要素与规
则主要包括：

3.1. 微内容
微内容(Micro-content)的定义于 1998 年由美国传媒学者尼尔森最早提出，主要在于对短小、扼要和
非连续摘要形式内容的描述，包括新闻标题、Email 主题、元数据等。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大众化背景下，
推特、博客、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应用使得微内容的范围和内涵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即网络中碎片化
状态存在的小片段，意义上内容界限模糊但又在随时随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信息内容。近年来，微内容
已发展为增强网络媒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之一，其特质具体表现：内容上，一般倾向于描述一个特
定主题；形式上，微内容受限于网络和硬件技术，多以碎片化和利用多媒体实现多通道的方式呈现出来；
来源上，微内容可以是行业、专业人士或自媒体制作者专门制作，也可以出于某种目的对已存在的、现
成的大型内容进行切分、剪切和整合。因此，微内容可以是一个聚焦于某个主题或不断更新变化的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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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图结合、一段音频或者是一个短小的视频，并且以模块化存储于放手机、电脑等多媒体终端上
以便于学习者自由学习、提取和使用的“资料”。

3.2. 微学习资源
通常学习资源包括教材体系、学习环境等促进学习的各种因素，传统学习资源为数字化媒体出现前
的各种学习资源的统称，其主要媒介和手段是教材。传统学习资源通过需要教师凭借教材和教学大纲确
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大部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的设计来源于教材。随着学习资源的形式变
化与扩展，我国学者何克抗教授在《教育技术学》一书中提出学习资源是指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支持学习
的、可利用的人、物、信息等一切要素。微学习资源是数字化学习资源发展到一定丰富程度才出现的。
由于在数字媒体涌现的背景下，伴随着大众对“快文化”、“大众娱乐文化”、“流行元素”的普遍心
理期待，人们难于长时间控制注意力于一件具体事情上，学习时间上同样呈现类似趋势。在此内因和外
因共同作用下，微学习成为人们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与自主学习的首选，并逐渐进行了微学习资源构建
的纵深化研究。

3.3. 微学习资源组织的规则
微学习(Micro-learning)由奥地利学者林德纳教授于 2004 年首先提出，用以描述新媒介生态中，基于
微型内容和微型媒体的“新型学习”[6]。Theo Hug 教授认为，微学习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聚焦于短小知识
片段的“学习活动”[7]。国内学者在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微学习应用的内涵，认为
微学习不仅在内容单元要具备特定的知识含量，还要在微学习过程中具备对学习活动潜在目标及学习者
的性格、爱好、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机制与干预策略。基于此，微学习资源组织的设计需要对学习内容的
发生、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并针对学习参与者对待学习内容的心理状态做出合理的预测，提
升微学习参与者的理想学习心态与持续力，某些情况下甚至可附带一定量的娱乐性学习体验。

4. 微学习资源组织模式的构建：以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课程为例
根据已有移动学习资源组织模式的研究，其类型可以归纳为空间组织、整合组织和聚合组织。其中，
空间组织是以超链接方式构建非结构化的微学习资源，表现为高度链接网络结构下的信息库内容提供和
导航；整合组织是基于微学习资源在内容关系的组织模式，把相对独立的资源根据内容联系结合为新的
有机整体；聚合组织，基于整合资源组织的基础上关注资源间的知识结构内在关联和整体性，具有优化
精细化认知加工、动态发现与多维聚合等优势。研究表明，聚合组织实现了信息间在个体认知、知识体
系、文化体验以及学习方式上的链接，是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和提高知识获取效率的有效途径[8]。
由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日益深入，针对语言学习的焦点不再简单局限于一语与二语相似性或差异性特
点，而是强化涉及语言、认知、心理等聚合因素的共同分析，从而更科学深入地探求二语理解和产出过
程中的思维作用，而心理词库作为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范畴为此类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9]。心理语言学把
心理词库定义为进入大脑概念系统中的关于词汇知识的“信息资源库”[10]，语言学习中信息的输入、存
储和输出影响个体心理词库的生成及运行，同样通过心理词库生成与运行的规律也可以影响个体在认知、
知识体系、体验以及学习方式上的倾向与偏差。因此，基于心理词库的资源组织模式是构建语言学习中
聚合组织的重要路径之一。

4.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特点分析
学术英语写作是在学术语言及学校教育活动发展的基础上，使学习者原有的日常语言形式发展为科
学语言的书面语言形式，涉及学术会议报告、外文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实验研究报告等[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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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阶段学术语言的发展多为基于学科内容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论文，除了学科术语，在语言能力要求
上需要掌握对概括性语言、分论点、主题句、语段、结题句等正式程度和得体性，还需要了解带有学科
之间差距与独特性的学术语篇中特定表达形式、特定语境与实际目的的共性与个性，通常包括其词汇选
择特征、修辞特点、句子信息构成、段落组织、语篇宏观结构等语言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研究生第二语言学习由于时间跨度和频率问题，普遍存在概念迁移和语言磨蚀现象，
其心理词库组织呈现明显母语化倾向与汉英概念关联不对称的现象，导致语言输出碎片化与精度较低。
孙迎晖、梁新亮(2015)通过考察中国硕博论文摘要中的名物化使用情况，分析了硕士阶段英语学术语言的
发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名物化的使用类别呈现不平衡特征，根据频率高低顺序依次表现为：物质过
程 > 言语过程 > 心理过程名物化 > 关系过程，词性分布上表现为抽象性词语提取明显小于具体性词汇
[13]。雷蕾(2017)通过语言产出长度、从属结构数量、并列结构数量和短语复杂度四个维度考察了中国英
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体现的句法复杂度，结果发现英语学习者写作与本族语相比，语言产出长度短且从属
结构应用较少，并且写作经验对句法复杂度发展的影响可能大于语言水平[14]。以上研究表明，研究生阶
段学生书面输出中，心理词库词汇及组合概念的提取在语义单位提取分布上，概念联接距离较短，类型
分布单一，表现为倾向于具体化联接，抽象化联接及组织结构处于弱联接状态，不易被激活并提取。

4.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微学习资源组织模式研究
词汇是形成文章书写与理解的基础，词汇概念涉及学术语言的提取与应用，词汇概念的复杂化过程
即为语义的整合与产出。心理词库中词的提取取决于心理词库关于提取词的概念组成、概念扩展联接趋
势与概念组织模式。写作过程中既包括心理词库中概念的认知与加工，又包括提取词汇的高水平加工。
因此，微学习资源的合理化不仅涉及学习资源的丰富性，还需考虑学习者角度下心理词库生成与发展的
需求状况。
基于上文中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结合研究生阶段英语学习的难度及多样
化需求，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的微学习资源组织需结合以下内容：
1) 学术英语写作微学习资源设计与学科用语特殊性
心理词库理论注重学习者输入与输出之间形成的内在关联，从学习者语言输出情况，推理语言学习
过程中的输入、存储及提取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学习的目的性定位与认知定向会强化学习效果[15] [16]，
因此微学习中对关键用语及其相应的语言共同出现特征学习目的相应强化方法对研究生构建完整的学科
词汇表征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学科之间的差距导致学术用语的不同，学科用语特殊性是研究生学习者进
行英语学习必须掌握的维度。基于此，学术英语写作微学习资源设计需注重学科用语的特殊性与其学科
特点下的语言使用的构建维度，具体主要包括：1、专业性较强术语的微学习。术语在整个专业概念系统
中语义范围的特定性、专业性和系统性特征，通过外文文献节选的方式凸显术语出现的领域性特征、典
型词汇及典型词汇用语的语言特征以展现学习者完整的学科词汇表征；2、句子复杂度分解下的词汇优先
关联。少数术语属于两个或更多专业，采用纵向对比的方式形成术语出现领域及语境的比较，形成具有
阶段性心理词库选择倾向的等级分布，以便于研究生对句子结构、凸显角度及语义特征的把握。
2) 学术英语写作微学习资源与学术用语共性特征
在掌握和了解相关专业术语的基础上，具备对研究课题及实验的科学表达尤为重要，书面语输出的
质量依赖于心理词库科学语言的组织与语言表达准确性的一致性。学术用语的共性在于对研究的科学性
与准确性表达。科学语言的复杂性不仅涉及专业背景的理解与掌握，还需语言层面上语法结构的复杂性
与语言概念系统的多样性与抽象性，主要包括：1、学术语类的特征。写作教学中针对外文期刊论文的摘
要、概括性话语、结论、关系转换方式等的特性，掌握各种学术语类、次语类等；2、典型学术指示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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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科学研究语言的精准化缩减描述词语的选择范围，针对具体指示语的微学习可根据语义转化关系、
功能和篇章位置进行等级划分；3、语篇组织结构。可通过不同研究类型的英文期刊文章，抽取整体结构，
并进行对比分析以图像、表格等方式推送，以让学生易于把握英文学术写作的整体结构特征。
3) 微学习资源参与度与传统课程教学的结合
英文学术写作过程涉及理解与书写两个过程的交叉与融合，而非英语专业学术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
依赖于写作练习和教师反馈的时间投入，因此课堂教学时间分配与教学内容量上的矛盾势必发生。
由于微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微学习资源的设计可按照研究生专业和学科分成不同的群组，
以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知识内容和特点把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需要阅读的文献、写作技巧、写作规范、
写作策略和查重规则等组成部分，按照主题分割成 3~5 分钟的小片段，以视频、图片、录音或者文章的
形式推送。
在授课流程上，鉴于写作技能的训练需要长期积累的特点，面向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英语写作
课程更应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任课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平台全程管理学生的学习
进程。课前将教学材料以幻灯片、视频及微课方式上传至微学习平台，并要求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自行
练习，课上根据已阅读文献进行讨论、交流和反馈，课后再次要求学生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
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并借助专业的数字化批改平台完成修改和评价，加大已学内容的输出频率以强化
生成心理词库中词汇概念的最优关联，最终促进研究生学术写作能力的提高。

5. 结语
我国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愈演愈烈，外语教育也从素质教育逐渐转向适应国际化的应用教育，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高低是决定了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国际学术能力及学术交流展现的要素之一。
微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形态，为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通过设计和
应用微学习资源，积极推进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随
着对微学习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微学习资源设计与课程特殊、学生多元化需求及认知习惯等学习因
素与非学习因素进行有效对接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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