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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pplied Excel and Origin software to count and analyze the CET3 (College English Tests
3) scores taken by different majors (non-English majors) in TCZJ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In
order to remove accidental disturbances,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group-average formula and
sum-for-years formula to analyze data to highlight the internal key factors. Taken all the analyses
into consideration,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minor-language majors in TCZJ (Japanese, Korean, Spanish, Russian majors)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on English test among all the nonEnglish majors from 8 departments. To some degree, it reflects that minor-language majors, with
the highest average scores from every test, are most capable of adapting themselves to the
changes and reform of the English test and have made the biggest progress in 2 successive tests.
Through analyse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key factors to cause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include areas as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eaching models,
bu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minor-language
majors in TCZJ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Through the course
training, those students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tter skill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different cultures. On the basis of this new-found conclusion, an efficient way to
improve the proficienc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d been figured out: improving th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bility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arget langu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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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使用Excel和Origin软件，对本校不同主修专业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CET3 (大学英语三级考试)成绩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群体平均和多年总和的方法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使内在关键因素得以凸显。通过
分析发现，全校8个不同主修专业的系(院)中，外语系非英语专业(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学生在
历年CET3考试平均成绩、二次考试成绩提升幅度和适应试题难度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于其它非语言专业
学生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导致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人们通常关注的师资水平、学生基础、
教学模式等因素，而在于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学生经过了主修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训练，具备了更强的
跨文化理解能力。受此启发，在非语言专业的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在指导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
时，注重非语言专业学生跨文化理解能力缺失的补救，让学生更多了解西方历史和人文背景知识，提升
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应该是提升高职非语言专业学生英语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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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是影响力最大，社会认可度最高的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水平的评价过程。如英
语 B 级，三级，四级，六级考试通过率是教育部对各高职院校进行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其成绩已成为
高职学生升学、评奖、就业的重要依据。同时，学生英语等级考试也成为各高职院校之间竞争的一个重
要环节。因此，寻求大学英语教学的更有效方法，是广大英语教学工作者长期探索的内容，是当前各高
职院校高度重视的重点工作。
剖析影响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因素和提升大学英语效果方法的探索是当前关注的热点。已有大量关
于高校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的文献，人们广泛研究了教师自身素质，教学模式[1] [2]、教学方法
[3] [4]、学生基础、学生学习习惯[5]、学习兴趣[6] [7]等因素与英语教学效果的关系。相关研究指出了大
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应对措施，促进了英语教学水平的提升。然而，
当前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还不尽如人意，离国家要求还有差距，需要发展新方法，实行新措施。通常，
人们采用随机访谈、抽样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现状、分析问题。然而，虽然采用这些方法，能一
定程度上反映客观现象，但很有可能以偏概全。随机访谈、抽样调查的结果存在偶然性，没有足够数量
的保障，很难客观反应问题；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获得有关主观设计问题的信息，但存在主观引导的嫌
疑，主观未意识到的客观问题不易被发现。为克服这些不足，发展更全面、更客观的调查方法十分必要。
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调查方法，就能更深入揭示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提供更有效手段。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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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以一个学校多年以来、多个专业的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分析为切入点，采用多角度、立体交叉的全数
据分析方法，力图揭示还未曾被足够重视，却又对高职英语教学效果提高有重要作用的内在规律性因素，
为高职英语教学效果和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客观的信息和更有益的启示。
本文对笔者所在学院全校各专业(酒店管理系，工商管理系，烹饪系，艺术系，旅行社管理系，旅游
规划系，外语系及继续教育学院) 5 年来(2012~2016)共计 24987 人次的 10 次大学英语三级考试(CET3)成
绩进行全面统计，以数据分析为基础，采用图示的手法，对全校各专业考生 CET3 成绩进行多角度定量
比较分析，试图更精准、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高职英语教学的特点和问题，进而寻求提升英语教学效
果的有效措施。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群体平均和多年总和的方法对笔者所在学校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成绩进行全数据立体
化的统计分析。所谓群体平均的方法，是指按研究者所关注的特性因素将研究对象分成不同群体，再对
不同群体求平均。本文按主修专业(即不同的系或学院)将考生分成不同的群体，求其 CET3 成绩的平均值。
通过求平均可以消除因学生个体差异对本文研究主题的干扰；通过全校求平均可以消除系(院)差异而获得
一个分析基准。所谓多年总和的方法，是指将研究者所关注的特征参量值进行多年求和，以达到消除在
不同年份间波动的非关注因素所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将多年多次各个系(院)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与当
年全校总平均成绩差求和的方法(即将 5 年 10 次的各系总均差求和的方法)，消除因试卷难度在不同年份
间波动和师资在不同年份间变动等因素的干扰。所谓全数据立体化统计分析，首先是全数据，意思是分
析所取用的数据，不进行任何带有主观臆断的取舍处理，将研究对象的全部原始数据整体输入分析系统
(本文将历年历次全校考生的 CET3 成绩原原本本地输入 Excel 数据表格，
不做任何带主观意志的预处理)，
避免因主观臆断对内在客观规律寻求的干扰；其次是立体化统计分析，即从立体交叉的多个角度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从不同方位剖析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内在规律。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笔者所在职业学院全校各系(艺术系，烹饪系，旅行社管理系，酒店管理系，旅游规划系，工
商管理系，外语系及继续教育学院)，2012 年至 2016 年 5 年来，非英语专业学生(共计 24,987 人次)的 CET3
成绩为样本。分析不同专业 5 年来 10 次 CET3 成绩的分布情况，不同主修专业学生成绩之间的差异。历
年历次各系(院)参加 CET3 的考生情况如表 1 所示。表中历年第一次的考生数多于第二次的考生数，是因
Table 1.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ach CET3 test from each department during 2012-2016
表 1. 历年历次各系(院)参加 CET3 的考生情况
年次/人数
系别

12-1 人
数

12-2 人
数

14-1 人
数

13-2 人
数

14-1 人
数

14-2 人
数

15-1 人
数

15-2 人
数

16-1 人
数

16-2 人
数

工商管理系

545

162

567

222

675

199

536

284

541

192

继续教育学院

32

23

36

27

53

41

54

36

61

43

酒店管理系

984

350

945

337

971

340

732

368

687

250

旅游管理系

587

257

704

148

746

195

658

313

653

153

旅游规划系

299

105

376

97

436

168

402

200

380

158

烹饪系

187

45

199

73

259

93

342

104

195

88

外语系

274

79

244

60

237

47

217

58

181

53

艺术系

227

69

348

128

408

101

475

258

44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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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了第一次考试已经通过 CET3 等级要求一般不再参加第二次考试(已经通过的考生通常会参加更高
级的等级考试)，而参加第二次考试的考生基本上是在第一次考试中未通过 CET3 等级要求的，未参加第
一次考试而直接参加第二次考试的考生数很少，只有个别因为特殊原因耽误了第一次考试才会直接参加
第二次 CET3。

2.2. 研究工具
本文研究的工具是 CET3 试卷、Excel 数据处理软件和 Origin 数据分析软件。使用 CET3 试卷对非英
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情况进行测试，采用 Excel 数据处理软件对全校各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成绩进行统
计分析，利用 Origin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图形化显示。

2.3. 研究步骤
2.3.1. 使用 Excel 数据软件将历年历次全校各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成绩统计分析
求出各系考生的历年(m)、历次(n) CET3 平均成绩 X lmn ；再求出全校考生的历年(m)、历次(n) CET3
平均成绩 Amn ；按公式(1)求出全校各系历年、历次 CET3 平均成绩 X lmn 与历年、历次全校总平均成绩 Amn
的差 δ lmn ；按公式(2)求出全校各系 5 年(从 12 年到 16 年) CET3 平均成绩差 δ lmn 的总和 ∆ l ；按公式(3)求
出历年全校各系第二次考试与第一次考试平均成绩的差 λlm ；按公式(4)求出全校各系历年二次考试成绩差

λlm 的 5 年总和 Λ l ；按公式(5)计算历年历次 CET3 考试的难度系数 α mn 。
δ=
X lmn − Amn
lmn

(1)

(1)式中， δ lmn 是 l 系学生在 m 年第 n 次的 CET3 平均成绩 X lmn 与 m 年第 n 次全校 CET3 总平均成绩
Amn 的差， Amn 是 m 年第 n 次 CET3 全校考生的平均成绩， X lmn 是 l 系学生在 m 年第 n 次考试的平均成

绩。
2
 16

∆ l =∑  ∑ δ lmn 
n =1  m =12


(2)

(2)式中， ∆ l 是 l 系学生从 12 年到 16 年 CET3 平均成绩与全校总平均成绩差值的 5 年总和， δ lmn 与
(1)式相同。

λlm X lm 2 − X lm1
=

(3)

(3)式中， λlm 是 l 系学生在 m 年第二次考试与第一次考试 CET3 平均成绩的差， X lm1 是 l 系学生在 m
年第一次考试的平均成绩， X lm 2 是 l 系学生在 m 年第二次考试的平均成绩。
16

Λ l =∑ λlm

(4)

m =12

(4)式中，Λ l 是 l 系学生从 12 年到 16 年第二次 CET3 平均成绩与第一次 CET3 平均成绩差 λlm 的 5 年
总和， λlm 与(3)式相同，按(3)式计数获得。

α mn =

A
A mn

(5)

(5)式中，α mn 是 m 年第 n 次 CET3 的难度系数，Amn 是 m 年第 n 次 CET3 全校考生的平均成绩，A 是
从 12 年到 16 年 10 次全校 CET3 成绩的总平均，具体由(6)式求得。
n=2

A=

DOI: 10.12677/ve.2017.64019



16

∑ ∑
n =1

103

 m =12
10


Amn 


(6)

职业教育

方峥

2.3.2. 比较图形制作
将 Excel 软件数据处理的结果输入 Origin 软件，利用 Origin 软件制作各种比较图形。
2.3.3. 分析成绩与专业的关系
根据图形比较分析不同主修专业高职院校考生 CET3 成绩与其主修专业间的关系。
2.3.4. 分析成绩与专业关系的关键因素
根据考生主修专业与其英语 CET3 成绩的关系分析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学特点。探讨影
响不同主修专业考生 CET3 考试成绩差异的内在主要因素。剖析高职学生 CET3 成绩受主修专业影响的
关键因素。

3. CET3 成绩受学生主修专业影响情况分析
3.1. 不同主修专业考生历年 CET3 平均成绩比较
图 1 为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即小语种专业，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专业)、酒店管理系、艺术系、
烹饪系、旅行社管理系、旅游规划系、工商管理系、继续教育学院共 8 个系(院)的学生，在 2012 至 2016
年 5 年期间 10 次 CET3 平均成绩示意图。这 5 年期间 10 次考试共计有 24,987 名考生先后参加。图 1 中
各数据点的数值即各系历年历次 CET3 平均成绩。
图 1 中横轴标是考试年次。纵坐标是各系每次 CET3 平均成绩。由图 1 可见，以实心小方块数据点
表示的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一直处在图形上方，并且明显高于表示其它专业考生
CET3 平均成绩的数据点。以实心五边形数据点表示的继续教育学院历年 CET3 平均成绩一直处在图形下
方，且明显低于表示其它专业考生 CET3 平均成绩的数据点。酒店管理系、艺术系、烹饪系、旅行社管
理系、旅游规划系、工商管理系六个系学生 CET3 平均成绩的数据曲线比较接近，且相互交错，交织在
一起。工商管理和酒店管理系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相对于除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和继续教育学院考生之
外的其它五个系的学生体现出在同层次里面的有波动的微弱优势。说明除了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和继续教
育学院之外的其它 6 个系，在 5 年 10 次考试的总比较中，互有胜负，未体现出明显的优势或劣势，总体
水平接近，按成绩高低排序的名次在不同考试年份和考次间交替变换。

Figure 1. The average CET3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each department from 2012 to 2016
图 1. 全校 8 个系 2012 年至 2016 年 CET3 考试平均成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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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各系考生 5 年总均差显示图。所谓 5 年总均差由上述(2)式计算获得，即先将各个系的考生在
2012 至 2016 年期间各次考试中所取得的平均成绩减去各次全校总平均分求得各次平均成绩差，然后将 5
年内 10 次平均成绩的差值求和。图 2 可以更清晰和更客观地显现出不同主修专业对学生 CET3 成绩的影
响，通过求平均和 5 年 10 次数据的总和的方法，可以消除诸如试卷难度波动、师资水平波动、学生个体
差异等一些偶然波动的非关键性因素的干扰，更清晰地显现内在关键性的因素。
由图 2 可见，在 0 值平均线以上的有外语系(非英语专业)、酒店管理系、旅游规划系、旅游管理系和
工商管理系，在 0 值平均线以下的有继续教育学院、艺术系和烹饪系。显然，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所
取得的总均差远高于其它非语言专业，就是与排在第二名的酒店管理系比较也要高出 4 倍多，比其它专
业的考生更是高出十多倍。
综合图 1 和图 2 可知，外语系非英语专业的考生在历年历次的 CET3 考试中，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了
明显优势。这种明显的优势，意味着蕴藏有内在的规律性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内在的规律性因素，
值得深入分析。揭示这种内在规律性因素，对于探索大学英语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对
于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2. 不同主修专业考生二次 CET3 平均成绩提升幅度比较
历年的大学英语考试均由各系非英语专业学生报考(大一新生于第二学期开始报考 CET3)。如第一次
考试不通过或是不理想，学生可申请再次参加考试。因此，从两次考试平均成绩的提升幅度可以看出考
生在两次考试期间的学习效率。
图 3 是不同主修专业各系二次 CET3 平均成绩提升值的 5 年总和直方图。图 3 直方图数据由公式(4)
计算获得。将从 12 年到 16 年期间的每年各系第二次 CET3 平均成绩减去当年第一次 CET3 平均成绩求
得差值 λlm ，然后将各系的各年 2 次 CET3 平均成绩差值 λlm 求和，获得各系 5 年 2 次 CET3 平均成绩差
值总和 Λ l 。与图 2 数据处理效果类似，采用 5 年求和的方法，可以排除一些偶然次要因素的干扰，凸显
核心关键因素的作用。由图 3 可见，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二次 CET3 平均成绩提升幅度远高于其它
七个系。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二次 CET3 平均成绩提升幅度是其它系的 4 到 10 倍。说明外语系非英
语专业考生在准备二次 CET3 时的学习效率是其它系的 4 到 10 倍。这其中蕴含的规律性作用因素非常令
人感兴趣，值得深入分析并揭示。

3.3. 试卷难度适应能力比较
图 4 为历年历次考试全校 CET3 总平均成绩直方图。比较不同年份的全校 CET3 总平均成绩可以发
现各次考试的难度差异。由图 4 可见，在历年历次考试中，以 2014 年第二次考试的全校总平均成绩最低，
明显低于其它各次考试，说明此次考试难度特别大。相反，2012 年第二次考试和 2016 年第二次考试的
全校 CET3 总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其它各次，说明这两次考试的难度明显低于其它各次。
图 5 为 CET3 考试难度系数与平均成绩显示图。由图 5 可见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对于 CET3 难度
变化的适应能力。图中左右两个纵坐标，标有不同刻度，右纵坐标表示 CET3 平均成绩，左纵坐标表示
考试的难度系数。图中有箭头指右的曲线上数据点的数值由右坐标轴上的刻度标定；有箭头左指的曲线
上数据点的数值由左坐标轴刻度标定。所谓 CET3 难度系数 α 由公式式(5)求得。用全校 5 年 10 次总平均
值 A 除以 m 年第 n 次 CET3 全校考生的平均成绩 Amn ，获得 m 年第 n 次 CET3 的难度系数 α mn 。全校 5
年 10 次总平均值 A 由公式(6)求得。难度系数 α mn 数值越大，表示 m 年第 n 次 CET3 的难度越大。由图
5 中空心方格曲线所示历年历次难度系数可见，以 2014 年第二次考试难度最大，明显高于其它各次考试，
而以 2012 年第二次和 2016 年第二次考试的难度明显低于其它年次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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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verage deviation of CET3 Scores of each department from 2012 to 2016
图 2. 各系考生 5 年总均差

Figure 3. The histogram of improvements of average CET3 scores
in 2 successive tests of each department from 2012 to 2016
图 3. 各系二次 CET3 平均成绩提升 5 年总和直方图

Figure 4. The histogram of total CET3 average scores of each test
图 4. 历年历次全校 CET3 总平均成绩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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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egree of difficulty and the average scores of CET3
图 5. CET3 考试难度系数与平均成绩显示图

由图 5 可见，难度系数越高的考试年次，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分高出全校平均分就
越多，相反，难度系数越低的考试年次，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平均分高出全校 CET3 平均分反而越
少。其中，考试年次为 14-2，即 2014 年第二次 CET3 的难度系数最高，该次的 CET3 全校平均分最低。
然而，在此次考试中，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与全校平均成绩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即
此次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高出全校平均成绩更多了。由图 1 可见，2014-2 (2014 年下
半年考试) 8 个院系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成绩全体下滑。由于 CET3 考试系统于 2014 年进行考试改革，2014
年下半年 CET3 考试内容已更新，尤其是听力部分，难度较往届考试明显提升。在没有考试真题可以参
考的情况下，大部分学生失分较以往更严重。然而，在此情况下，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
成绩较前一次考试平均分只下降了 0.55 分，明显优于其他 7 个系。结合图 5 和图 1 分析可知，继续教育
学院的考生对考试难度系数波动的敏感性最高，艺术系次之。由此说明，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对于 CET3
试题难度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高于其余专业，而继续教育学院和艺术系的考生对于 CET3 试题难度变化
的适应能力明显低于其余专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中缘由，十分令人感兴趣，值得深究。

4. CET3 成绩受主修专业影响的关键因素分析
4.1. 新生基础不是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优势的关键因素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外语系非英语专业(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考生在 CET3 平均成绩、二次
CET3 成绩提升幅度和对 CET3 难度适应能力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优势，表明其英语学习效果明显好于
本校其它专业考生。按照现有教育理论，学生入学时基础是决定其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这种理论可以
从继续教育学院考生的 CET3 成绩状况得到印证，因为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与其它系的学生是不同批次
录取的，其高考录取分数比其它系要低数个档次。所以他们的 CET3 成绩也明显低于其它系的考生。但
是，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 CET3 平均成绩相比本校其它 6 个系(酒店管理系、旅游
规划系、旅游管理系、工商管理系、艺术系和烹饪系)考生所体现出明显优势的现象。因为，外语系非英
语专业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除了继续教育学院以外，相比其它 6 个系并没有明显优势。相反，工商管
理系的学生，由于是热门专业，报考人数多，录取分数线被抬高了，他们的高考录取分数通常会比其它
系高出 5-10 分。另外，酒店管理系，根据其职业趋向要求，录取时有对高考英语成绩的单科要求，并且
要通过英语口语面试。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并不算高，在录取时也没有英语单科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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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的要求。就学生基础而论，酒店管理系和工商管理系的学生应该是具有更多的优势。然而，根据以
上关于 5 年 10 次 CET3 成绩的综合分析可知，酒店管理系和工商管理系的考生，相比除外语系和继续教
育学院之外的其它系考生，在 CET3 成绩中只体现出波动性的微弱优势，并未体现出像外语系非英语专
业考生那样的明显优势，反而是新生录取时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体现出明显的优
势。相比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在 CET3 平均成绩中体现出明显优势，酒店管理系和工商管理系的考生
因新生入学时基础优势而产生在 CET3 成绩中波动性微弱优势，是可以忽略的，更何况，他们历次 CET3
平均成绩还明显低于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可见，新生基础不是导致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在 CET3
成绩明显优势的关键因素。

4.2. 师资不是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优势的关键因素
按照现有理论，教师素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师资力量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但是，作
为本校公共课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是采用集体备课、教师轮换等措施，确保公共教学资源在不同系
之间的均衡配置。虽然任课教师会有一定的个体差异，但从整个系诸多专业和 5 年 10 次 CET3 的总体效
果来看，不同系的师资力量配备应该是基本平衡的，差异不会太大。就像图 1 所显示那样，除了外语系
和继续教育学院外，其它 6 个系的 CET3 成绩在本文考察期内的不同年份间会交替波动，可能其中会有
教师个体差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但这种作用幅度，相比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在 CET3 成绩中表现出
来优势的显著性，教师个体差异对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就变得次要了。可见，导致 5 年 10 次一贯制
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成绩明显好于其它专业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师资因素。

4.3. 导致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成绩明显优势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人们热议的学生基础、教师素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常规因素，并不是导致外语系
非英语专业考生 CET3 成绩 5 年 10 次一贯领先于其它主修专业考生的关键因素。仔细分析外语系非英语
专业考生与其它主修专业考生的共同区别可以发现：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的主修专业也是语言类专业
(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虽然主修专业并不直接是英语，不可能像主修专业是英语的学生那样花
很多精力和时间学习英语。不过，在其主修语言类专业时，受到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专门训练，在跨文化
交流能力的专门训练中，他们懂得了，了解母语之外的其它语言背景文化对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重要
性。虽然他们在自己主修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专门训练中不是直接去了解英语的背景文化。但是，这
种在主修专业中训练起来的理解、接受其它语言文化的能力和方法，会在潜移默化中被他们应用到英语
学习中。正是这种外语系非英语专业考生在非英语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专门训练，使得他们在其它外语学
习中，相比未得到跨文化交流能力专门训练的其它学生，体现出了明显优势。可见，导致外语系非英语
专业考生 CET3 成绩稳定地明显好于其它非语言专业考生的关键因素，在于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学生具有
更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学习能力。
中西方的人文历史差别很大，使得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8] [9]，而语言与文化休戚相关，密不可
分，脱离文化背景的语言仅剩下符号，没有内涵，功能尽失。如果我们的英语教学，仅停留在语言规则
和技巧，局限在字符特征层面，没有足够的西方文化背景内涵相结合。对于缺乏西方人文历史背景知识
的英语初学者，没有跨文化理解能力，自然无法学好英语。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跨文化
理解能力的培养，重视相关人文历史背景知识的引入，对于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5.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不但 CET3 平均成绩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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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它专业考生，而且第二次考试相比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提升幅度更大，试卷难度变化的适应能力也
更强。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外语系非英语专业学生通过主修专业的跨文化交流专门训练，使得他
们具有更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这种在主修专业跨文化交流能力专门训练过程中形成的更强的跨文化理
解能力，会使他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更好、更快地了解对提高英语学习效果起重要作用的英语国家的
背景文化。
受此启发，在其它非语言专业学生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注重非语言专业学生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培
养，加强西方人文历史和英语背景文化介绍，不失是一种提升非语言专业学生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有效
办法。

6. 结束语
本文采用的 CET3 成绩分析方法，尤其是采用群体平均和多年总和的措施，排除偶然性非关键因素
干扰，使内在关键因素凸显的技术手段，对于人们发展新的研究手段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采用这种方
法揭示出来的大学英语教学内在规律，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更深入的研究，将会给我们改进教学方法、
提升教学效果以重要启示。虽然本文只对笔者所在学校考生的 CET3 成绩进行统计分析，但是这种采用
全数据、立体化的统计分析方法，群体成绩平均和多年变量总和的处理措施，对于其它学校和其它考试
也应该同样适用，对于其它教学活动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参考价值。本文采用的全数据、立体化统计分析
手段，相比常用的问卷调查、随机抽样测试等研究手段，应该具有更客观、更全面的优势；本文采用的
群体成绩平均和多年变量总和的处理手法，应该具有更容易揭示内在规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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