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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测试单项选择题之探究思考
——基于语言学结构法与交际法观点之争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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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单项选择题是语言测试中的重要题型，其自身具备的鲜明优势使其运用于诸多考试之中。本文基于语

言学结构法与交际法的观点之争，
将其进行理论剖析，
思考其利弊，
并建议将该题型联系于生活的实际运用，
且切不可
与语言所处之社会文化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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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in English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Contradictory Perspectives between Structural
Approach and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n Linguistics
LIU Du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in English examin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est learners. This passage analyzes
this type of question and uses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approach and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n linguistics. We find it should
be designed carefully and connected with our life as well as the real soci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Th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in English examination; structural approach; communicative approach
英语单项选择题是国内外语言测试中沿用已久的重要题

然而，
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
交际法逐步成为备受认可的

型之一。这类题型考点直接、量多面广、阅卷迅速、
评分客观，

语言学方法。 该方法“以交际为主要目的，围绕语言运用和意

发挥着独特的考查测量效果。近些年来，伴随语言学理论研
究的逐步发展以及新课改理念的不断深入，英语单项选择题

义交流为中心。
”交际法认为：
“语言形式在学习者进行交际活动
时方可真正学得。
”看来，这门方法倡导的观点与结构法之理念

在设计与技术处理上都得到明显改进。但不容忽视的是，单

的确存在相当出入。追溯该方法的发展历史，它由美国社会语

项选择题自身的局部性、封闭性等特征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言学家德尔·海姆斯首先提出。海姆斯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

着测试的真实与准确。本文根据语言学理论对英语单项选择

不仅包括构造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还包括恰当使用语言的能

题进行深入思考与剖析，以期探索规律、
提供帮助。
1 理论与分析

力。由此他率先定义了包含“语言运用”的交际能力，
并归纳为
四个方面：
（1）能辨别、组织合乎语法的句子；
（2）能在恰当的语

国外学者研究语言学理论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结构主义
语言学是其中的重大理论。该理论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

言环境中使用适当的语言；
（3）能判断哪些语言形式可以接受；
（4）能知道出现的语言形式是通用习惯还是个人用语。①不久之

观点为代表，由此揭开宏伟篇章。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学中的

后，
卡纳尔和斯温的交际能力学说充实并丰富了海姆斯的学说。

诸多基本概念，如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关系与联想
关系、
共时性与历时性等。后来，
结构主义语言学逐步分化为

在他们的理论中，交际能力涵盖：
（1）语法能力；
（2）社会语言能
力；
（3）语篇能力；
（4）策略能力。巴克曼还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出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等。

策略技能、
心理活动技能等更广泛的能力。②这些语言学家们不

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语言学家大多关注语言的内部
结构与语法形式。在语言教学与测试中，往往渗透着以语法

断发展、
完善语言交际法理论，
在世界范围上发挥有效影响。
由交际语言模型出发，英语测试中的单项选择题存在不

结构与词汇为中心的思想。例如上世纪中叶的语言教材大多
按语法项目组织，
课文则主要以传授语言知识为目的。基于此

小缺陷，其测试之效度让人质疑。依据交际法理论，以句子为
基本单位的机械练习难以实现语言在自然情景中的实际运用，

种理论，在英语测试中，单项选择题可以考查学生对语言结构

过分注重语言的得体性与语法性甚至不利于总体的提高与进

的掌握水平，评价其对语言基本要素及模式的理解程度。具体

步。而且，语言不仅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更是一种动态的、具

来看，单项选择题可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重点词汇、熟悉词性
变化，能否辨认混淆词语、准确理解多义词汇；在语句层面上，

备创造性的功能体系，在语言的真实运用中，
人们对语言符号
和结构的选用具有很大的冗余性，整体的效果大于各部分简

单项选择题则可锻炼学生迅速捕捉关键信息、
有效寻找解题突

单加和。反观单项选择题，其语言设计往往存在于孤立的句

破口、
精准解剖复杂句式、
排除无关内容的高水平能力。

组或词语中，
缺乏贯穿于语篇的整体性。在这样的引导下，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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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知识的学习与传授会趋向于单调、
静止，甚至促使学生去过

考方式；而学生自己也要在日常学习中多加利用一切有效资

分关注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此外，语言并非各个成分的机械

源，尽可能地表达、交际，从而成功地沟通信息、
处理事情。而

合成，
它不仅涉及到不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还与真实交流中

且，他们应当在言语运用中既把握语言的正确性，
又注重不同

的心理、情景等变量密切关联，
而这也是测试难以达到的。看
来，
单项选择虽然考查了学习者处理语句信息的能力，
但脱离

社会角色、不同场合身份等差异，得体而有效地进行沟通。
另外，在单选的题目设计中，须更注重题干的交际性质，要

了更为宏观的语境，这样的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处理语篇层

从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选择材料。在语法、
词汇在考点设置上，

次的综合能力以及在实际情境中的交际能力。

可增加属于情境应答类的题目，
力求设计的科学、
准确。在教学

2 思考与建议
语言学习的真正要领在于所得与所用的良性循环，要帮
助学生们通过学习进行认知交流，
藉此不断提升水平、
锻炼能

方面，
教师须以学生为主体建立外语课堂，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
学会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发内在动机，反对机械刻板训练，不断
消除学生的焦虑心理，
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敢于尝试，
不要苛刻追

力，从而进行更高水平的创新与实践。经由上文的分析与讨

求其在一次表达中的绝对精确。值得强调的是，
在英语单选中，

论，
我们得知，单项选择的设置要摆脱分离式测试对综合性语

为考查学生学习语言规则的熟练程度，命题者限定了考查内容

言技能的指导性不足，
要把测试所特有的独立元素处理、
融合，

与范围，应试者只能作为“局外人”被动地参与考试。在此情况

将学习成果及时反馈到实际交流与互动中。而且，语言学习
的目标乃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在学习中定要功能与意念

下，
测试手段和样本材料的自身真实性受到质疑，
而判别标准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命题者的主观影响。所以，一个人的客观选择

相结合。Skehan 认为“语言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在交

技能并不一致于其自然语言运用能力。综上所述，如何基于结

际活动中意义处理处于中心地位，关注意义可以提高语言流

构法的“脉络”，把握交际法的“灵魂”，平衡两者之间的动态关

利度，注意形式则可提高准确性。
”③

系，
已然成为英语单选题型未来发展必须完善的重要环节。

笔者认为，单项选择须注意确保准确衡量、
并从而提升学
生的外语水平，
尤其当把握其宏观效果、避免流于无谓的细枝

注释

末节；
要真正引导同学们从机械的记忆中走出来，
进行有目的

①

蔡坤.交际教学法的理论、实践与思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

的、
有创新的良性学习；须帮助学生充分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

②

聂静斯.交际语言测试的理论模式 [J].青年文学家,2012(7).

③

Skehan,P.1998.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氛围与社会习惯，体会当地语言的原汁原味及不同群体的思
（上接第 167 页）们掌握地道的外语。而这些在现有法语词典

资料来源是：法语原版教材、大学法语、大学专业法语的各类

中并未能引起足够正视，新型法语学习词典的研究重点应放

教材、辅导材料、阅读材料（双语文学、报刊、期刊和各类百科

在中国学生容易出错的语词表达、习惯搭配，跨文化交际，语

读物），TEF 等考试资料等，以及法语专业学生的作文，
造句作

用语域等语块上，
在依据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学生使用法语的

业及论文初稿等。

拼写，语用，搭配等错误进行调查研究，提高词典用户的二语
习得效果。

2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旨在应用教育学、
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从

（3）在宏观与微观结构上合理设计词典的体例，并把整个

中国用户学习法语的实际出发，在大规模的用户需求调查的

词典知识整合成一个有机的词汇和语义网络体系，
便于学习者

基础上，研究和探讨适合中国法语教育和中国学生学习法语

系统地学习。根据中国学生对法语学习者学习的特点和易犯

需要的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理论框架和编纂方法。
主要观点是：

的错误，研究词典的结构与功能，释义原则、释义方法等，将释
义整合在词典宏观微观结构模式下以语义网络关系模式呈现。

新型学习词典设计和编纂必须改变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在
掌握中国法语学习者查阅词典认知心理及学习特点的基础上，

在针对词典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遵循用户友好的原则，在常用

将中国人在法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作为编纂重点，结合二语

词汇方面的释义和设计方面考虑提供更为详尽的帮助信息。
在

习得的实际，搭建以词典多维释义框架基础上的词汇关系网

释义力求精准的前提下，对积极型词汇进行深度凸出性阐释，

络，将词典宏观与微观结构整合成统一的整体，
以具备辅助法

对消极型词汇进行精简释义；提供典型错误示例，凸显因母语
负迁移造成的各类错误，提示用户避免使用不规范的，生硬的

语教育和学习的功用，加强二语习得的效果。
本研究采用用户调查，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

或中国式的法语，
提高运用地道的法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提供

行词典学研究，以教育学和二语习得理论为指导，
把语言的主

模式语块，
包括“语法词语搭配”和“词汇词语搭配”语块，将语

要关系反映在词典中，将释义整合在词典语义和关系网络中

法书和词典两者功能合二为一。以专栏形式设置词典重点信

表现，使学生整体把握词汇的多层语义框架，
而非孤立地学习

息，
如语法信息栏，
语义辨析栏、
词汇搭配栏、
句型标注栏，
惯用
法表达栏，
联想记忆和同反义词汇栏，
文化对比与阐释栏等。

单个语词，实现词典学由编者中心论向用户中心论的转向。
本论文受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

（4）在学习型词典的词汇语义框架下注重增加词典的趣

培育项目（WYM10033）的资助

味性、
实用性的设计，在收词方面避免深奥、
晦涩词条的选取，
注重积极型词汇的在例证选取方面的生动性，考虑增设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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