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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情况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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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需要层次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和访谈法，以苏南某大学英语社团为例，对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对学生和教

师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英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现状，找出目前大学英语社团活动中的短板，并

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努力提升大学英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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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constructivism and humanism, makes 
a research into the group work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and questionnaires done by students, the author seeks to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group work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pose some solutions to improv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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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英语社团是基于学生共同兴趣组织起来的

兼具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活动组织。在英语社团活动

中，基于学生的共同兴趣，教师可以参考学生的建

议设计各种类型的主题活动。传统的课堂教学由于

各种因素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们的兴

趣爱好。通过英语社团多样的活动，学生在一个积

极融洽的英语学习氛围下能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活动中去，以此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本研究在课堂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找出大学英

语社团中小组合作学习中出现的短板，旨在指出社

团合作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兴趣，对

培养学生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学生团体的向心力具有

一定的价值。 
2 社团小组合作学习的理论渊源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五

种不同的需要，包括生理、情感、安全、相互尊重、

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它建立

在其它需要的根基之上，是人类最高层级的需求。
[1]马斯洛还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诞生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美国。被称为除行为学派和精神分析外，

心理学上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理论的代表人

物之一罗杰斯指出教师的教学任务并非教授学生书

本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人本主

义理论更重视个人因素在学习过程发挥的作用[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建构主义和教学理论

涌入国内，对我国新一轮外语教学改革带来了一定

影响。[3]建构主义强调的教学氛围是轻松愉快、积

极主动，能促进成员间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环境，

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强化教学和学习主体之间的互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通过调查并了解常苏南某大学学生参加英语社

团活动的现状总体情况，通过调查回答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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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英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存在哪些问

题？ 
（2）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的成效

如何？ 
（3）教师对于大学英语社团中小组合作学习的

态度？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苏南某大学参加英语社团的学

生，来自不同年级，对英语学习具有较大兴趣，参

与社团人数共 120 人，每周两次英语社团课，每次

50 分钟。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各种数据库检索搜集了大量小组合

作学习、英语社团的中外文献资料，并查阅了一些

与本研究相关的书籍和期刊杂志。这些文献资料为

本文的研究提供较好的理论铺垫和实践参考。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访谈了英语社团授课教师，

访谈的内容主要有对小组合作学习的观点、大学英

语社团活动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笔者还通过发放《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

动”的学生情况调查问卷》对该所大学参加英语社

团的学生进行了前测和后测，测试内容包括学生英

语知识掌握的程度、学情掌握情况和小组合作的成

效等。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共观察了 4 次不同主题的

英语社团活动，包括英语谚语知识竞赛、了解中外

文化差异、寻访外国历史文化和鉴赏电影。通过观

察，笔者发现了这些社团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对应的建议。 
3.4 学生问卷调查内容和结果分析 
向学生发出问卷测试共计 120份，收回 120份，

回收率为 100%。 
本次测试包括两种题型，即选择题和主观题，

有 11 道单选题和 1 道主观题。测试内容由下列内容

组成：学生英语知识理解情况、学情分析、小组合

作效果。这份调测先后进行了两次，一次是 120 名

学生在参加大学英语社团活动前进行的测试，一次

是 120 名学生参加大学英语社团活动后进行的测试，

然后对比两次结果，得出结论。该测试问卷分为两

大块，第 1-6 题考查学生英语知识掌握情况，测试

题目来源于每次英语社团活动的内容。第 7-12 题是

对学生感情方面的调查，通过两次测试数据对比从

而发现 120 个学生感情方面的波动。问卷汇总后，

笔者将 120 份有效问卷的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处理。

结果分析统计如下： 
表 1 第 1-6 题前测与后测答对人数的对比 

题号 前测 后测 

1 48 108 

2 27 87 

3 51 90 

4 42 99 

5 15 63 

6 9 81 

调查问卷中的第 1、3、4、5、6 题分别是在英

语社团活动中的英语谚语知识竞赛、中外文化差异、

寻访外国历史文化和鉴赏电影中学到的知识。从表

1 中的前测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没有进行这些社团

活动前对参与英语社团的 120 名学生进行检测时，

可以发现只有小部分的学生能够答对这些题目，而

剩下的大部分学生则并不能答对。但是当学生们认

真地参加完这些英语社团活动，并再一次对这 120
名学生进行检测时，可以发现这几题的正确率明显

有所上升。尤其是第 3、第 6 题，从表 1 中我们可

以看到前测时，答对这两题的同学是总人数的一半

都不到，但是在经过中外文化差异这一次的英语社

团活动后，在后测中将近有 90 名学生能够答对这两

道题目。这也就说明大部分同学在参加完这几次英

语社团的活动后对于英语知识的掌握是有所提高的。 
表 2 第 7-12 题前测与后测选项人数的变化 

 

题号 

A B C D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7 9 84 54 24 42 12 15 0 

8 12 75 30 39 87 6 27 0 

9 18 60 33 48 48 12 21 0 

10 39 93 63 27 12 0 6 0 

11 51 114 60 6 6 0 3 0 

12 15 102 72 18 24 0 9 0 

同时，从第 7-12 题前测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

学生在参加英语社团活动前，几乎不理解小组合作

学习的方式，也不太认同小组合作学习的优点和可

能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后测结果来看，大部分

同学在参加了这几次的英语社团活动后，对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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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习的认识明显有较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对于小

组合作学习给他们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有切实的体会。

尤其是从表 2 中的 10、11、12 题的选项对比可以看

出，在前测时大部分学生并不认同小组合作学习可

能带来的好处；但是从后测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参

与了这几次小组合作学习形式的英语社团活动后，

超过 90%的同学都认为小组合作学习对他们有较大

的帮助。 
从上述两个测试的对比表格得知，基于小组合

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对学生们的很多方面都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这两组数据显示，基于小组合作的

大学英语社团活动，有效激发了学生们对英语学习

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和

语感能力，鼓励学生们学会与人沟通与交往，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们的英语成绩。 
3.5 教师的访谈与分析 
作者本次访谈了大学英语教师 6 名。访谈记录

的整理归纳并分析如下。 
（1）第一题：您有过对关于小组合作学习方面

的文章或者著作进行认真阅读学习的经历吗？原因

呢？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都谈到在终身学习的理念

下，他们都会经常充实自己，让自己有更扎实广博

的学识。所以他们在课外还是会阅读一些文章，尤

其是刚进入教师行业的时候经常看，但是时间长了，

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批改作业和研究教材上，阅读的

时间就不是那么充足了。 
（2）第二题：您喜欢在英语社团活动中采用小

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吗？ 
四位教师都比较欣赏小组合作学习这种模式。

他们认为小组合作学习是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活动形式。此外他们提到，由于

平时课堂时间有限但是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较重的

原因，在课堂上很难开展较多的小组合作的活动，

而且即使开展了时间也比较有限，很难让学生充分

投入进去并展开激烈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组合作学习这一模式在

英语社团中的应用是能够给学生带来很多不同于英

语课堂的感受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即使小组合

作学习有较多的好处，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每一次

社团活动中都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首先，频繁的

使用同一种活动形式很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劳和反感

的情绪，在这些情绪下，小组合作学习不仅不能发

挥出它本有的作用，反而会降低学生参与活动的兴

趣和积极性。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活动都适用于小

组合作这一模式，笔者建议教师应该在活动前仔细

考虑分析，而不是“唯合作学习模式论”。 
（3）第三题：如果您在英语社团活动中采用了

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您在合作学习中是如何将学

生分组的？ 
四位教师中有两位提到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直

接按照座位进行分组，4 到 6 人一组，不调动位置。

另外一位教师提到她在社团活动前会事先进行编组，

原则是男女搭配，并且由成绩优异的同学带动成绩

稍微落后的学生。最后一位教师提到她是把选择权

完全交给学生，教师事先告知学生这次的活动需要

几个人一个小组进行活动，然后让学生在活动前先

自己找好自己的小组成员。 
（4）第四题：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您认为

学生最大的改变表现在哪些地方？ 
教师们谈到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通常每个

学生都会承担一项任务，如担任记录员，报告员等，

但是根据每一次英语社团活动主题的不同以及学生

擅长领域的不同，学生们每次在小组内担任的角色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学会了

合作，他们不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而是学会与

他人交流、分享、共同思考，然后一起完成某项任

务。此外，教师们也谈到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他们

发现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因为他们在完

成任务的同时，也在观察学习组内其他成员身上的

闪光点，然后向其学习，从而潜移默化的促进了他

们各方面的发展进步。 
（5）第五题：您认为贵校的英语社团活动中开

展的小组合作学习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教师们普遍认为学生的英语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不太

擅长英语的学生而言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显得有些形

式化和表面化。教师还指出，学生的口语水平不高，

大部分学生都有“不愿说、不敢说”的问题，而且

学生也没有较好的语言环境来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

这就造成了很多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遇到

简单的或者自己擅长的活动主题就用英文讨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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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稍微难点的或者自己不是很了解的活动主题就

用中文讨论。 
4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选择社团主题时，教师很难做到充分评估学

生的兴趣与学习能力，往往会导致教师准备的一些

活动主题学生不感兴趣，或者因为相关材料难度较

大导致学生难以开展小组合作探讨。例如，观察“寻

访外国文化历史”这次社团活动，可以发现整个过

程中有许多学生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在进行小

组讨论时，大多数学生由于对西方文化历史了解并

不充分导致他们参与度不是很高。 
经过与几位教师的访谈以及现场观察，笔者发

现分组存在一定问题，导致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很低。

例如，在英语谚语知识竞赛这次活动中，我发现有

的小组讨论热烈且积极参与，而有的小组则难以开

展讨论，导致活动氛围不理想。通过活动后与学生

的交流笔者了解到许多同学在选择组员的时候更偏

向找与自己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在这种情况下，很

容易造成看似课堂气氛热烈，但其实学生并不是在

真正谈论与活动主题有关的内容，课堂秩序也比较

混乱。 
在大学英语社团活动中，尽管学生是社团活动

的主体，但是也需要教师做好适当的组织和指导工

作。[4]社团活动的组织不仅要兼具科学性和思想性，

也要针对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在学生的学习能力范

围之内，才能真正激发学生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但是笔者发现教师在确定社团活动时并没有

充分了解和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社团活

动开展不顺利。 
5 建议措施 
大学英语社团教师在重视英语学科学习的同时，

也要不断研究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如建构主

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小组合作学习理论等。基

于此，教师在组织英语社团活动时，才能更好地结

合所学习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来组织和开展英语社

团活动，比如如何有效分组、如何指导学生开展小

组合作活动等。同时，教师在选择社团活动主题时

既要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和兴趣，也要考虑到学生现

有的知识、能力基础及其可接受性[5]。 
笔者发现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的

结构是：布置任务——小组合作——组间讨论——

展示成果——集体评价。针对不同主题的英语社团

活动，学生应先明确每个人在小组中的角色，然后

进行小组合作活动，这样更能使得每个小组成员都

积极投身于小组讨论中，避免造成一些组员热烈讨

论，而另一些难以融入讨论。每个组员都要敢于发

表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小组合作在大学

英语社团的作用。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对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活动进行研究，找

出目前大学学校英语社团活动发展的问题，并针对

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具体思路和方法，努力提升大

学英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通过研究，得

出了基于小组合作的大学英语社团的成效，可以提

高学生对于英语知识的掌握，也促进了学生学习英

语的兴趣和自信，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学科成绩。发

现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有所提

高。小组合作学习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

兴趣，更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这也很好地体现

了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的学习的社会互动性。笔者也

希望通过对大学英语社团小组合作学习情况的研究，

能使更多英语教育者了解小组合作学习，促进大学

英语社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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