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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的
测试与训练
" 王三立
一、确立训练体系，扩大输入渠
道

是听力训练材料的可选体裁。此外，由
于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语音、口音、

深化。
听力训练中的练习设计对提高学

系统的听力体系是培养学生良好

语调上均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多样性

生的听力有着真接的影响。高考听力

的听的能力的前提。现行高中英语教

还应体现在所选听力材料中应保持美

试题的模式是日常听力训练的首选练

材的每个单元中都设置安排了听力训

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并存。

习题型，但是平日操练不能只停留在

练，但其训练量与题型，与高考英语听

二、合理安排内容，科学设计练习

较单一的题型上，训练性练习的题型

力测试并不完全吻合，所以扩大听力

在听力训练中，合理安排内容、科

必须多于高考听力测试题型。除单项

训练材料的输入渠道，强化高考英语

学设计练习是提高听力水平的重要途

选择题外，正误判断、回答问题、听前

听力题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听力训

径。按照教学大纲对听力教学的要求，

设问、听后提问、完成句子、短文填空、

练材料的增选应该遵循下列原则：

结合高考听力题型的难度与模式，根

填写表格、听力画图、归纳信息等题型

"# 真实性。选用的听力材料一定
要真实自然，题材为学生所熟悉并感

据 不同 年级 与层 次的 学 生的 实际 情

都应该穿插安排在日常听力训练练习

况，听力材料的内容与难度应由浅到

之中。对教科书中听力训练材料可结

兴趣，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具有交际

深，循序渐进；听力材料的体裁应做到

合高考设计针对性题型，做到题型与

意义。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原籍人士

围绕考纲，丰富多样。高一年级完成教

高考相符，难度与高考吻合。

在自然场合的声音。注意采用不同年

科书上的听力训练教学后，可采用与

三、把握听力技巧，强化判断能力

龄、不同性别人士在不同场合的交际

教材配套的同步听力训练材料；高二

良好的听力技巧是听力测试取得

材料。

年级在采用同步听力的同时，可增用

理想结果的催化剂。把握好听力技巧

!# 可理解性。听力材料的选择应
该做到循序渐进、梯度展开。适当的难

难度适当的大学英语听力材料，高三

能增强听的判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

年级的学生可选听 %&’、(() 广播中

效果。听力技巧贯穿于听的自始至终

度与速度是必要的，但必须以学生能

的节目板块。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

的全过程，在时间上可分为听前、听

听懂能理解为前提。不同年级的学生

不同的但却符合他们胃口的听力菜单

中、听后三个阶段的处理技巧。在内容

所选用的材料难度应是同步的。材料

可使学生听有所得，学有所获。

上可分为对整体、细节、特征三个方面

中 的生 词应 按考 纲的 词 汇表 加以 控

精听与泛听是听力训练中不可忽

的判断技巧。

制。

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听的内容应该

$# 多样性。为了适应日后多样化
的交际需要，听力训练应让学生接触

是这些年的高考听力试题或高考听力

"# 听前预估。高考听力测试规定
在听每段对话或独白前，考生各有 *

样题。精听时让学生反复听这些精品

秒钟的时间阅读各个小题。指导学生

多元化的题材。除广泛的生活题材外，

材料，直到完全听懂，甚至能逐句复述

在听前充分利用这 * 秒种的时间浏览

社会热点与自然科学题材也应纳入所

为止。泛听则同让学生听有相当篇幅

试题干及供选答案，预估听力材料的

选材料的范围之中。听力材料的体裁

和一定难度的材料，培养学生听懂材

可能内容与体裁；根据题干中的有关

应具有多样性。对话、独白、新闻广播、

料 大意 ，并 提高 掌握 语 调语 感的 能

信息做到有所侧重。有的放失地听。如

故事、讨论、座谈、歌曲等语言材料均

力。泛听是精听的基础，精听是泛听的

测试题： ’+ ,-.+ +/01 2314 +-1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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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的有关细节则是必不可少的。

:@<#<6:$G? G6:4##"6%5$G? 4%C<= 等词的使
用可推断出说话人高兴、赞扬、伤心、

例如，时间、地点、年代、国家、人名，以

惊讶、失望、愤怒等情绪，从 :@<$? N$O

及有关数据都可能是答题时必不可少

B6$K$? 4C<$$? G6:4C<$$? B6J$? G6:B6J$? 345$?
2"%G$<? G"@N5? "##":$ 等词的使用可推

的细节。听深听透材料中的必要细节，

断出说话人的肯定、相信、同意、不同

成功的重要环节之一。例如，一段听力

问词 23" 9 23":$ 9 236;3 9 2345 9 23$% 9
23$<$ 9 23= 9 3"2 > 74%=? 7@;3? "A5$%?
:""%? B"%C? A4< D 等往往能提示预估的方

意、喜欢、不喜欢、讨厌、纳闷、怀疑、反

材料中有这样的信息 T% H@%G4=: 2$

对等个人意向。推断既可借助有代表

34G 5" C" 5" ;3@<;3 53<$$ 567$: U U U
7"<%6%C? 4A5$<%""% 4%G $K$%6%C( 测试

向和目标。

系来决定。如 E"7 问：P6G ="@ B6J$ 53$
#$"#B$ 53$<$& H@$ 答：Q$:? 53$= 2$<$

题：F345 G6G 53$ 74% G" $K$<= H@%G4=&
567$:(

或对上下文中的某个环节因一时难以

C<$45( F$ 7$5 :"7$ A4<7$<: 4%G 34G 5$4
6% 53$6< 3"@:$:( 测试题：

理解而无法连贯这种情况，猜测这一

F345 G6G H@$ 536%J "A 53$ #$"#B$ 6%

"#$%&
’( )* +, -( .* /, 0( .* 11
根据题中所问的 2345 567$ 与供
选的三个时刻，可预估听力材料与办
公室的办公时间有关，并且是在 )8 +,
到 .8 /, 这段时间里，题干中的特殊疑

!( 听中猜测。在听的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对某个单词或短语听不清楚

技巧这时候往往能助上一臂之力。所
谓猜测就是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基础
与各种背景知识、生活经验，进行科学
合理的猜测。猜测可以是整体性的，也
可以是段落性的；可以是猜测某关键

性的词语来作出，也可根据上下文关

53$ ;"@%5<=&
’( E3$= 2$<$ 54BB

-( E3$= 2$<$

:5<4%C$ 0( E3$= 2$<$ A<6$%GB=
尽管录音中没有 A<6$%GB= 一词，但

词的含义，也可以是猜测上下文之间

从 C<$45? 34G 5$4 6% 53$64< 3"@:$: 等信
息中可推断出那儿的人们十分友好，

的逻辑关系。如在一段对话中， E"7

所以选项为 0。

’( V$ 24: 54J$% 5" ;3@<;3 53<$$
-( V$ :54=$G 45 3"7$ 4BB G4=(
0( V$ #B4=$G 6% 53$ :5<$$5(
按照独白中的 C" 5" ;3@<;3 53<$$
567$: 这一细节性信息，就可以判断答
案是 ’。
M( 辨识标志。听力材料中往往有
一些明显的特殊标志。如 A"< $W47#B$?
3"2$K$<? "%$ 536%C? 53$ "53$< 536%C 等，
这 些标 志往 往 提示 上 下文 的 逻辑 关

问：F3$<$ G6G ="@ :54= 6% 4 3"5$B& H@$
答： I"? 2$ ;47#$G 6% 53$ 7"@%546%:?

以下三个方面：

列等。例如，一段录音材料中有下列标

%$4< H%"2G"%( F$ ;""J$G 4BB "@< 7$4B:
"K$< 4% "#$% A6<$( 测试题 8 F3$<$ G6G

/( 捕捉主题。通过关注听力材料
的起始、发展与结局等主要环节，留神

志 性 细 节 X6A$ 24: 34<G? N@5 65 24:
:67#B$ 4%G #$"#B$ 2$<$ 34##6$<( 测 试

H@$ :#$%G 53$ %6C35: 6% 53$ ;"@%5<=&

段落中的关键词语以及重音、语音、语

题 ： F345 ;4% 2$ B$4<% A<J7 2345 53$

调的变化，可捕捉听力材料的主要内

:#$4J$< :46G&

’( L% 4 A4<7 3"@:$
"#$%

-( L% 53$

0( ’5 4 3"5$B
在听上述对话时，很可能 ;47#$G

对听力材料内容的判断应着眼于

由此作出正确判断，是听力测试取得

系，如转折、条件、让步、因果、比较、并

容与中心思想，获取整体信息。例如，

’( V$ 6: 4 <$56<$G 5$4;3$< "A 36:5"O
<=(

一词因为语速方面的原因一时听不大

一段录音材料起始句是 I"2? ="@ 24%5
5" J%"2 4N"@5 B6A$ 6% 53$ #4:5( R6C35& 此

清楚，所以用它来判断答案有一定的

句清楚地表明接下去的内容是与昔日

6% 53$ #4:5(

难度。但根据 ;""J$G 4BB "@< 7$4B: "K$<
4% "#$% A6<$ 可 得 知 烹 调 不 在 室 内 进

的生活有关的。该段录音在追述了往
日的生活情况后，又说：-@5 65 24:% S 5

行，这样可推测炊食是在室外进行，因
此 - 项选择符合题意。在进行猜测时，

4BB N4G? 2$ 34G :"7$ C""G 567$:( 这句
关键句提示并非往昔都不尽人意，那

排除法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么接下去的内容应该与昔日的让人留

M( 听后推断。根据说话人的语音
语调、用词造句时所使用的代表不同

恋的东西有关。听完全部材料后，不难

#6$< 这一信息，可得知尽管昔日的生
活艰苦，但是人们却生活在快乐之中，

得出该段听力材料介绍了往日生活的

因此选择 - 项是顺理成章的。

感 情的 词语 可推 断说 话 人的 主观 意

美好与不足这一结论。

图，从说话人的语调变化或对话、独白
的上下文关系可推断出正确的结论。

!( 弄清细节。在听的过程中，要
听懂每个词语，把握住所有的细节是

力的形成不能只局限于单一地听这一

如从 34##=? CB4G? %6;$? 2"%G$<A@B? :4G?

难度较大的。但根据题干的设计，弄清

训练形式，听必须与说、读、写有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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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536%J: ;36BG<$% 2$<$ 34##6$<
0( V$ B6K$: "% 4 A4<7 A4< 424= A<"7
;656$:(
根据独白中 N@5 这一特殊标志，
及 65 24: :67#B$ 4%G #$"#B$ 2$<$ 34#O

四、着眼综合训练，争取理想效果
听位于“四会”能力之首。良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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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课中巧用多媒体
"庄

立

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现以一年级语文第二册部分课文的

一、识字多媒体课件的设计思路
它只能供设计教案的教师使用，局限性很大。因此我们在

识字教学为例，时行阐述。
如一年级语文《小鸽子》一课，我们确定本课的教学目

进行识字课课件的设计制作时，力求使课件具有多功能和

标是学会“鸽、井、极、笑、孩、采、跟、问、油”共 # 个生字，初

多用途。课件制成后既能供教师演示教学，又能作为学生

步了解课文内容把课文读通顺。围绕教学目标，我们分两

的自学的工具，而且又有交互功能。课件采用非线性网状

部分设计编制课件：第一为课文部分，学生标上小节号后，

结构，教师和学生都能提取使用。在课件中，我们把每个字
“笔顺”、
“结构”、
“解说”四个独立的模块，
都分为“读音”、

能随意提取每一小节的内容和课文范读，以帮助他们读通

只要用鼠标轻轻点击，就能获取所需信息。如点击“读音”，

前，我们仔细分析了本课 # 个生字，根据每个生字不同的侧
重点进行了设计制作。例如“孩”字的“子”字旁是新部首；

通常的多媒体课件都是根据教师的教案进行设计的，

画面上会出现汉语拼音，耳机里就会读出这个生字的正确
读音；点击“笔顺”，画面上就会出现这个生字的书写笔顺
及每一笔画在田字格里的正确位置；点击“结构”，就会出
现这个生字的结构及部首；点击“解说”，就会声像并茂地

课文及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第二为生字部分。在编制课件

“为”字的笔顺容易写错；
“笑”字的第七笔“丿”容易误写成
“一”等等，我们就把这些字的侧重点放在字形教学上。通

出现这个字在词语、句子中的意思，同时还适当扩展了一

过比较，特别是用关键笔画的闪烁，来提醒学生注意，加强
他们的印象。又如“鸽”字的字形并不难，因此 我们把侧重

些课外小知识，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

点就放在字义的理解及情感的培养上。将学校彩虹生物苑

意点击，进行自学。

饲养的小白鸽和校门口的小鸽子雕塑摄成录像，转为视频

二、识字多媒体辅助教学实例

信号，便于学生仔细观察鸽子的形态、生活习性等，并设计

我班学生在一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学习简单的计算机

了一些小问题，如我们学校内还有哪些地方是以小白鸽作
为标志的 $ 学校电视台就是以小白鸽命名的 % 。不仅让学生

知识，一年级下学期已能较熟练地操作鼠标在计算机中提
结合起来，听力训练必须在课内课外

于培养快速思维，熟练理解技巧，丰富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听有关的英

科学地安排进行。

知识领域，因此阅读中的快节奏、大容

语学科的选修课是听力训练的重要补

&’ 以说促听，听说结合。听与说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听懂了，才能

量与多信息能带动良好听力的形成。

充手段。每周一次的与英语听力有关

接着说。多题材、大容量的口语练习，

"’ 以写拉动听，听写结合。听写
练习是提高听力水平的重要一步。限

的选修活动包括：)*+，,,- 听力，学
唱英语歌曲，英语多媒体视听，英语诗

师生间、学生间的对话操练都必须建

时性强、输入量大的听写能充分调动

歌名篇朗诵，英语短剧表演，英语角

立在听懂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教师应

与集中人的注意力。听写时只有完整

等。英语听力选修活动应紧紧围绕听

该积极组织学生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进

地接受记忆所获得的信息。才能写下

说开设，造就良好的听说氛围，及时辅

行会话操练，融听于说之中，用说来促

所听到的内容。如果学生能较完整地

助听说教学，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听，让听说结合，相辅相成。

写下所听到的信息，那么在理解上肯

英语教学中听这一最基本的交际

!’ 以读带听，听读结合。朗读与阅
读是听读结合中读的两个方面。对文

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此，以写拉动

能力，通过真实或仿真实语言情境，探

听，听和写结合同样不可忽视。

索它的内在的规律与技巧，认真体会，
不断实践，是完全能够达到英语教学

强语感，识别语流，强化听力。扩大阅

(’ 必修选修，双管齐下。课内的
听力训练是培养良好听力所必修的，

读面，增多阅读量，加快阅读速度有利

但课外训练听力的活动也是听力训练

字材料的跟读、听读同步读有助于增

大纲所提出的要求的。
$ 作者单位：浙江省湖州市湖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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