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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fragmentized method, content and time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proposes to integrate social media into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to flip the classroom with the aim
of expand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enabling students in their in-depth
self-learning and fostering the optimum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for the better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terpretation course in her
own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by the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s’ in-depth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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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大学生学习方式、内容和时间的碎片化特点，提出将社交媒体与口译教学进行深度融合，
实现口译课堂的翻转，延伸口译课堂的时空，帮助学生深入自主学习，促进师生的良性互动，提升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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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本文以笔者所在高校的口译课程教改为例，探讨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在提升学生自
主口译学习效率、改善口译教学效果和优化教学环境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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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大量高层次的口译人才，但当前口译教学难以满足市场的期待和需求
[1]。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传统口译教学方法已无法跟上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步伐，单一机械的教学方法
和陈旧的教学内容难以适应当代大学生新的知识获取方式。当代大学生生长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
智能手机拥有率接近 100%，社交媒体已经深深融入到他们的学习生活中，高校口译教学模式也应相应地
进行改革，以适应学生新的学习方法和预期。如何将学生热衷的社交媒体融合于口译教学是口译教学改
革的一大挑战。有鉴于此，本文笔者在本校口译课程教学中借助社交媒体，推行翻转课堂，以期利用学
生的零碎时间，实现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和学生间的互助协作，提升整体口译教学效果。

2. 口译翻转课堂简介
口译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视、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能力[2]，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衔接紧密，
知识更新极快。因此，口译教学的方法和内容都应随时更新换代，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
的教学理念[3]，重视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自主性和运用性。而现实的口译教学时间有限、地点固定，“重
课堂，轻自学；重灌输，轻启发”的传统教学模式无法与社交媒体争夺学生的注意力和时间。将社交媒
体融合于口译教学，将耗时的知识记忆理解和技能的训练等环节置于课外，实现口译课堂的翻转，可以
突破传统口译教学的诸多限制，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达到新的口译教学预期。
口译翻转课堂要求教师根据课程主题和学生需求，整合网络口译学习资源，制作教学短视频、音频
和测评表，共享至社交媒体，并将主题知识设计成立体现实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课前利用社交媒体，通
过理解和记忆积累相关语言、知识和技能，在线上阅读、撰写、共享、交流、互动、探索，进行深入的
个性化自主学习，并完成自我测评；教师引导学生探索发现，并记录整理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以备课
堂上进行讨论解答。课堂中强调师生讨论互动，教师走下神坛，变身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与
学生一起完成“知识的构建和内化”[4] [5]，加强口译技能的训练。课后学生进行知识巩固和技能强化，
交流学习心得和技能，教师在线上对学生的提问进行解答，综合线上互动和课堂表现对学生进行跟踪评
价，形成课前、课上和课后的良性互动。总的来说，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可以延展口译课堂的
时空，形成线上和线下、课内和课外、校内和校外、面对面沟通和网络互动、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有
机融合[5]的口译学习共同体。

3. 社交媒体与口译翻转课堂的融合
口译翻转课堂能否顺利实施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丰富优质的资源共享、有效的课前深入学习和良
性的师生交流互动[1]，社交媒体能够为满足这三个条件提供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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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社交媒体提供丰富优质的口译资源
学生在口译练习过程中普遍存在“听不懂、说不出、译不好、讲不完”[6]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源
于口译学习材料不够或不适合，实践训练不足。口译教学的成功与否与学习的材料密切相关。社交媒体
的用户既是内容的受用者也是创造者，职业译员、教师等随时可以在微信、微博、QQ 等社交媒体上创造
共享口译资源，确保学习材料的即时性和多样化。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连接，结合微课(micro-course)和
慕课(MOOCs)，为口译翻转课堂提供立体化口译学习资源[2]，以视频、音频、文本、测试题等不同形式，
为师生创设广阔的教学平台和互动式的课外学习环境。酷爱数字连接的大学生更乐于从社交媒体上获取
知识，丰富多样的内容不仅能提升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还能综合提升学生的听辨理解、口头表达和
双语转换能力，扩充百科知识和各专业主题知识，进而全面提高学员口译素养。

3.2. 社交媒体促进深入自主学习
Billet [7]认为，高校学生的学习应该是随时随处发生的，而且学生学习所得更多地来源于正式课堂教
学之外。由于慕课和微课的广泛运用，高校“课程学习在内容、时间以及学习方式等方面呈现碎片化”
[5]的特点，手机不离手的当代大学生也已习惯“点击式、搜索式、碎片化”的学习方式[8]。禁止学生使
用社交媒体无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设法将其融入到教学中才是口译教学改革的成功之道。
口译技能的形成需要依靠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作为支撑[9]，但百科知识和双语知识的阅读、理
解、记忆等环节以及口译训练耗时过长，不适合在课内完成。社交媒体与口译教学的融合能够突破传统
口译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无形中拉伸口译课堂的时空，使学生
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成为可能。而且，社交媒体为师生整合丰富、即时的口译学习资源，用更“亲民”、更
直观的方式综合提高学生的口译能力。

3.3. 社交媒体促进良性师生互动
口译的交际属性和口译员的知识和技能培养需要良性的师-生和生-生互动环境。
社交媒体上的学习交
流是无预期、无组织、下意识的，对现代学生来说更为私人且友好，为师生提供不同的交流范式和平台，
使学生和教师进行有效交互协作，共同完成知识建构[10]。
当代高校师生都是社交媒体的真实拥趸，QQ、微信、直播、网络课程等新媒体技术正在重构口译学
习环境，帮助师生在课堂之外进行积极良性的共享和互动。学生也能通过参与阅读、分享、评论、探索
等社交环节获得全新的学习体验，提升学习的满意度。教师则利用社交媒体构建在线口译学习共同体，
隔空组织学生交流互动，引导学生探索新知。

4. 社交媒体在口译翻转课堂中的运用
4.1. 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了某二本院校 2015 级本科英语专业两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每个班人数皆为 36 人，
学生已学了一个学期的口译课程，基本掌握口译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开学初，学生已按照教学设计进行
分组，教学过程中可能按需进行分组调整。

4.2. 教学实例的具体实施
整个学期共 24 个学时，每周两个学时，共 90 分钟。未安排固定教材，教师借助社交媒体整合学习
资源，采取翻转课堂的形式，每周完成一个主题的教学和训练。
以“旅游(Tourism)”主题为例。接到任务的组先进行角色分配，三位同学分别扮演中国导游、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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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和译员三个角色，选取南昌一处景点，模拟导游为不懂中文的美国游客介绍该景点的情境。具体环
节包括以下：
前期学习准备：教师先收集整理与旅游口译相关的百科知识、常用词汇和句型、译员应做的准备等相关
材料(包括文本、音频和视频)，并将口译技巧录制成短视频，将资料、自评表和任务上传至微信公众号、微
博和 QQ 空间，也实时推送至班级学习群。学生收到学习任务后，先认真学习共享的材料。遇到难点和信息
空白时，组员先进行讨论，亦可在公众号上询问或在群里进行讨论，这促使学生进行思考和深入学习。教师
会及时查看问题并引导学生寻找解决的方法，并整理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以在课堂上给予讨论解答。
情境口译实践：学生按照要求选定南昌的一处景点，在游览景点过程中完成口译练习，并用手机记
录整个过程。练习中，扮演中国导游的学生故意讲解地很深入，南昌当地的特色小吃和楹联典故等难点
信息给译员的工作造成不小的障碍，非常考验译员的百科知识和临场应变能力。学生将录制的视频上传
至班级口译学习群，并填写口译自评表完成自我测评。教师下载该实践视频并存档，观看并记录每位学
生的表现，以建立学生的具体学习档案，总结学习重点和学生遇到的难点。
课堂讨论和评析：在课堂上，教师播放视频，要求学生观看并记录优缺点。学生在观摩过程中分析
每组的表现，对每位成员的表现进行打分，完成三张测评表，并讨论其优势和不足。教师在此过程中充
分发挥其引导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分享各自的观点。经过学生间的交流互动，教师可总结该
主题的重难点，并进行具体的评析和讲解，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与旅游相关的知识和技巧。最后，
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旅游主题的模拟口译练习，以趁热打铁强化学生对旅游口译的理解记忆和技巧的掌
握，达到该主题口译知识技能的内化。

4.3. 运用结果
在期末考试之前，笔者发放了 72 份调查问卷，收回 70 份，有效问卷 70 份。并按照期末口译口试成
绩分数段选择个别学生进行访谈，具体问题见表 1。笔者发现学生总体上欢迎教师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口
译教学，大部分学生认为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其口译学习大有裨益。
Table 1. Major questions asked in the interviews
表 1. 访谈主要问题
1) 你是否觉得口译课程很难？
2) 口译学习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3) 你觉得口译能力中哪个方面最需要提高？
4) 你觉得与口译老师交流是否充分？
5) 你觉得口译课有趣吗？
6) 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什么？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
7) 你是否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交流口译学习？
8) 自主口译实践让你学会了什么？
9) 课前自主学习是否有助于你理解和记忆口译知识？
10) 课外的同学协作对你有何帮助？
11) 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是否提升了你的双语能力？
12) 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是否强化了你的口译技能？
13) 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是否扩充了你的知识面？
14) 用社交媒体学习口译遇到什么问题？
15) 你喜欢这种口译上课形式吗？

4.4. 讨论
教学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学生、教师、教材和教学环境等[11]，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正
在改变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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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社交媒体是学生学习口译的利器
为学生创造第二课堂，移动设备不再是课堂的公敌，而是口译学习的利器。这种教学模式以任务为
导向，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筛选和深入学习丰富的即时口译资源，运用口译练习软件
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时间进行口译练习，自主创设口译情境实行模拟仿真实践，在社交媒体上共享口译技
能方法，也实现了良性的师生隔空互动，延展口译课堂的时空。这整个过程同时也综合锻炼了学生自主
学习、信息筛选、团队协作、思辨能力和口译技巧。
4.4.2. 社交媒体是口译教师的得力帮手
借助社交媒体构建的口译学习共同体可成为“教师即时获取学生反馈、建议和评价的窗口”[1]。与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测评模式不同，教师可以通过跟踪和分析社交媒体上学生的互动交流，了解学
生的学习水平、喜好和特点，看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程度，追踪其课前、课上和课后的学习轨迹，从而
得出更加客观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这不仅能够对学生起到鞭策激励作用，还能追踪检验教师自
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根据学生交流和反馈改进后续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
4.4.3. 借助社交媒体的口译翻转课堂催生立体教材，优化口译教学环境
教材是口译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教师高效整合网络口译资源，自制共
享教学材料，催生主要包括电子版教材、网络课程学习资源、在线学习系统等课程材料[2]在内的立体化
口译教材。任务导向型的翻转课堂模式也把情境教学引入口译教学中，使学生如临实境，实现课堂与社
会的对接。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口译课堂翻转模式把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内容创造者，
真正把口译学习过程变成实际的交际过程，为学生营造“课内与课外、书本与网络、学习与实践有机结
合的多角度、立体式学习环境”[12]。

5.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大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不再是教师的讲授，而是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口译课
程与社会衔接紧密，教学内容和方法更新很快，更需要学生在数字环境中进行深入的自主协作探索性学
习。社交媒体与翻转课堂的融合正是口译教学对社会人才培养和学生学习方式改变的呼应。口译课堂翻
转能延伸课堂时空，提升学生的口译实践能力。社交媒体的介入可以实现口译翻转课堂的多样教学资源、
学生深入自主学习和师生充分交流互动。
本研究将社交媒体运用于口译翻转课堂，细致呈现教学实施步骤，教学结果基本实现了改革的预期。
但是，该教学实践也凸显了社交媒体介入口译教学的一些问题，如教学管理部门和师生间的配合不够、
社交信息的干扰、教师信息素养不足等问题。这些负面影响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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