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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人类成长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能

力，是人们“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

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12：22），也是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

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因此，提高中小学

生的阅读能力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近年来，传统的“阅读能力”的概念正在逐渐被

“阅读素养”这一新的概念所取代，因为“阅读

素养”包含了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强

调学生阅读所需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和社会文

化能力，还强调了促进学生全人发展所需要的基

本素养。我们认为“阅读素养”这一概念也同样

可以适合于外语教学，可用以改变传统外语教学

只注重阅读技能，不关注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弊

端。为此，本文将在区分阅读能力与阅读素养概

念的基础上，介绍母语阅读素养的内涵，然后围

绕“外语阅读素养是什么”、“如何构成”、“如何

培养”等问题展开讨论。

 

1. 阅读能力与阅读素养的区别

“阅读能力”（reading ability）泛指阅读所需

的能力，其内涵取决于不同研究视角对阅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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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阅读既是读者处理文本信息，积极主动与文

本互动的心理语言学过程，也是受到各种因素

影响的社会语言学过程（Weaver 2009）。人们对

阅读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尽管学界

对“阅读能力”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总体

上，阅读主要涉及文本解码和理解所涉及的个体

心理过程”（Rueda 2011：84）。Gough和Tunmer

（1986）的朴素阅读观（simple view of reading）

也认为，我们可以从解码能力和理解能力两方面

来理解“阅读能力”。因此，多年来，与阅读能

力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解码能力（如音素意识、

拼读能力、阅读流畅度等）和阅读理解能力（如

阅读技巧与策略、语言知识等）展开。

“阅读素养”源自英文 reading literacy一词的

翻译。英文中 literacy原指“读写能力”或“受

过教育”，不仅包含“阅读”的概念，还涉及

个体和社会群体在不同场景和情境中需具备的

信念、态度和习惯（Pearson & Raphael 2000）。

Literacy的反义词是 illiteracy，相对于中文的“文

盲现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21世纪，“文

盲现象”已不再单指不会读写，而用来指当今

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更广泛的综合能力的缺

失。所以，近年来人们开始用各种 literacy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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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质量，如 reading literacy（阅读素养）、

mathematical literacy（数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

（科学素养）和 financial literacy（金融／理财素

养）等。这里的 literacy强调知识和能力的运用以

及这一过程中所需的综合素养，已然失去其原本

的意义，所以在教育情境中对其更贴切的翻译应

为“素养”。

“阅读素养”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丰富和完善的。从文献上看，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素养出现于上世纪末，当时“阅读素养”指儿童

“理解和运用社会所需和 /或对个人有价值的书面

语言形式的能力”（Elley 1992：3）。21世纪初，

人们考虑到阅读活动的多重目的，提出“阅读素

养”不仅包括小读者构建文本意义的能力，还应

包括他们通过阅读进行学习、参与社会、获得审

美体验的能力（Mullis et al. 2009）。近几年，随

着终身学习观的不断深入，“阅读素养”不再单

指儿童的阅读能力，而指人一生中需要持续建构

的一种综合能力（OECD 2013）。同时，对于阅

读素养的评估也在传统“阅读能力”所关注的要

素（如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上，补充了阅读习

惯和阅读体验等内容。

总的来说，“阅读素养”是对“阅读能力”

概念的发展。“阅读素养”的内涵要大于“阅读

能力”，它不仅涵盖了“阅读能力”所涉及的各

要素，如解码文本信息和理解文本内容所涉及的

一系列知识、技巧和策略，如语言知识、音素

意识、拼读能力、阅读流畅度、阅读技巧和策略

等，还包含了阅读动机、态度、习惯等促进个体

参与社会活动、促进其全人发展需具备的综合素

养，即阅读品格。所以，我们将“阅读素养”理

解为“阅读能力”加“阅读品格”。

2. 母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PIRLS（国际阅读进展研究）（Mullis et al.  

2009）和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OECD 

2013）是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涉及母语“阅读

素养”的两个国际性评估项目。前者是针对小

学四年级学生阅读素养发展水平的评估，后者则

针对初中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和理财等方面

素养的水平评估。PIRLS对“阅读素养”的定义

为：“小读者能从各类文本中建构意义。他们为

了学习、参与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阅读群体、获

得乐趣而阅读”（Mullis et al. 2009：11）；PISA

将“阅读素养”定义为“人们为了达成目标、开

发潜能和参与社会，理解和运用书面文本并对其

进行反馈，与之互动的能力”（OECD 2013：2）。

虽然PIRLS和PISA对母语“阅读素养”均进行

了界定，但其均指向大规模评估，受其局限，两

者都只给出了基于“阅读素养”要素的评估框

架，未能详细讨论“阅读素养”的内涵。鉴于

此，我们根据之前对“阅读素养”的理解，逐一

分析“阅读能力”和“阅读品格”的具体内涵。

2.1 阅读能力

英美国家对于母语阅读能力内涵的理解主

要体现在他们的国家课程标准和国家级研究报

告中。美国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 

Literacy in History/Social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ical Subjects，以下简称CCSS）、英国的小

学读写和数学课程标准（The Primary Framework 

for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以下简称PFLM）

和美国国家阅读专家组（National Reading Panel，

NRP）在2000年的报告（以下简称RNRP）中，

均对儿童母语阅读能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过

对比分析，我们概括出六项儿童母语阅读能力

的构成要素，即：文本概念、音素意识、拼读能

力、阅读流畅度、阅读技巧与策略和母语语言知

识。例如，RNRP、CCSS和PFLM均提到了拼读

能力、阅读流畅度、词汇、阅读技巧和策略；当

提到识别并分辨音素的能力时，RNRP使用了音

素意识一词，CCSS使用了语音意识，而PFLM使

用了语音知识。语音意识和语音知识的内涵更多，

不仅包涵音素意识，还包括“语音单位，如音节

和韵字”（Ehri 2009：295）。对于刚刚开始学习

阅读的低年级小学生，音素意识的强弱能有效地

预测阅读素养的发展走向（Share, Jorm, Maclean 

& Matthews 1984）；CCSS明确提到文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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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RP将它融于拼读能力中，而PFLM则将它置

于文本理解和诠释能力之下。

关于这六个要素的具体内涵，以上文献并没

有提供详细的界定，但如果这六个要素是构成母

语阅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则有必要进一

步阐释每个要素的具体内涵。以下是通过进一步

文献梳理，我们对六个要素的内涵所作的解读。

文本概念：Tompkins（2010）认为文本概

念主要包含书本概念（book-orientation concept）、

方向概念（directionality concept）、字母单词概

念（alphabet and word concept）和标点符号概念

（concept of punctuation）。书本概念指读者知道如

何拿书和如何翻页，明白文本意义的载体是文字

而非插图。方向概念指文本的书写顺序，如英文

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书写。字母单词概念

指读者能识别大小写字母、明白字母和单词的作

用（Tompkins 2010）。此外，读者还需要注意到

文本中的标点符号并知道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音素意识：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意

识指“关注并熟练地运用口语词汇音素的能力”

（NICHD 2000：2-1）。Learning Point Associates

（2004）认为音素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能

力：音素识别（isolating phonemes）、首尾音混

合（blending onset-rimes）、音素混合（blending 

phonemes）、 音 素 删 除（deleting phonemes）、

音 素 分 割（segmenting words into phonemes）、

音 素 添 加（adding phonemes） 和 音 素 替 换

（substituting phonemes）。“音素意识是学会阅读

的前提”（Tompkins 2010：155）。母语儿童在学

会阅读前积累了一定的口语词汇，具有了一定的

语音知识，而阅读需要它们将字音，即口语词汇

与词形和词义进行联接。当学生学习词形与词义

搭配知识和拼读规律的时候，音素意识会起到重

要作用（Cunningham 2007）。

拼读能力：指掌握并运用发音和拼写的搭配

规则。拼读词汇的能力根据Koda（2007）的理

解，对于儿童来说，单词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建立

在对形—音联接的理解基础上的，因此，掌握

拼读规则可以帮助学生解码生词（Foorman et al.  

1998）。掌握一定的拼读能力可有效促进读者视

觉词汇的发展，加速单词认知的自动化，进而促

进整体阅读理解。

阅读流畅度：阅读流畅度指阅读的准确度、

速度和韵律（Rasinski 2003）。其中阅读准确度

指自动识别单词的能力（Tompkins 2010），当读

者不能准确地识别并理解单词时，阅读的流畅度

就会受阻。虽然阅读速度因人而异，但流畅的阅

读是有效阅读的前提，因此需要读者具有快速识

别单词的能力，从而为读者腾出更多的工作记忆

空间，而过慢的阅读速度往往是阅读障碍的表现。

阅读韵律指读者根据文本内容，使用恰当的义群

和语调进行朗读的能力。根据意群阅读可以促进

阅读理解的准确度和速度，保持阅读的韵律可以

使阅读更接近自然话语，有利于理解阅读的内容。

母语语言知识：母语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

汇、语法、篇章结构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读

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事实上，以

上所提到的文本概念、音素意识、拼读能力、阅

读流畅度都是基于语言知识的阅读能力，体现了

对语言知识的意识和运用能力。 

阅读技巧和策略：阅读技巧和阅读策略是达

到熟练阅读的必要能力。人们经常将两者等同。

Grabe和Stoller（2005）认为阅读技巧和阅读策

略无明显区别，因为对于熟练读者来说，以上技

巧和策略都是自动的，如阅读时跳过生词、为

确定文本意义而重读等。但两者实则区别很大。

Afflerbach、Pearson和Paris（2008）指出，阅读

技巧是自动的、无意识的，而阅读策略需要读者

有意识地控制和调整阅读活动。当阅读策略的运

用实现自动化时，就成为了阅读技巧。

2.2 阅读品格

阅读品格主要包含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

PIRLS（Mullis et al. 2009）的阅读评估框架将

阅读品格界定为“阅读行为与态度”（reading 

behavior and attitude），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量、

阅读频率、阅读兴趣、阅读态度、阅读动机、自

我评估等。PISA（OCED 2013）并未在评估框

架中提及阅读品格，但在界定“阅读素养”时强

调了阅读投入（engagement）的重要性。以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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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涉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如阅读量、阅读频

率）和阅读体验（阅读兴趣、阅读态度、阅读动

机和自我评估）。

3. 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鉴于已有文献尚未对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本

质和内涵作过系统阐述，我们有必要基于对母语儿

童阅读素养构成要素的讨论，通过比较母语与外语

阅读的异同，探讨我国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内

涵及其构成。

3.1 母语与外语阅读之异同比较

中小学生进行外语阅读不仅需要上述六种

阅读能力（文本概念、音素意识、拼读能力、

阅读流畅度、目标语语言知识、阅读技巧与策

略），还需要具备目标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

识。Koda（2007）将读者的背景知识分为一般知

识（general knowledge）、特定文化知识（cultural-

specific knowledge） 和 范 畴 知 识（domain 

knowledge）。一般知识指读者所掌握的普通知识

和目标语语言知识，而范畴知识则指读者对特定

领域的了解。以上两种知识均存在于母语和外语

阅读中，但母语和外语读者对具体文化知识的掌

握程度却大不相同。母语读者熟悉本国文化，更

容易理解文本，而外语读者缺乏可激活的目标语

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阅读理解会受到一定的

影响。对于外语读者来说，背景知识、尤其是社

会文化背景知识与语言知识同等重要，因为背景

知识的缺失会影响他们对文本意义的推论，而语

言知识有时可能也无法弥补这一缺失。例如，一

个不了解万圣节的外语读者和熟悉该节日的母语

读者，在阅读与万圣节相关的文本时，阅读理解

的程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目标语国家社

会文化背景知识是外语阅读能力的必要组成部

分。此外，由于母语读者和外语读者处于不同的

社会文化环境，其阅读品格也会受到其成长环境

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和阅读习惯。

3.2 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上文讨论了母语阅读素养的内涵，并比较了

母语与外语阅读的异同，由此我们提出，我国中

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应包括“外语阅读能力”和

“外语阅读品格”两大要素。以下对这两大要素

作进一步的阐述。

图 1 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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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阅读素养的构成主要借鉴文献中有关

母语“阅读素养”的组成部分，即“阅读能力”

（包含文本概念、音素意识、拼读能力、阅读流

畅度、阅读技巧和策略、母语语言知识）和“阅

读品格”（包涵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同时，在

比较母语与外语阅读的基础上，将母语语言知识

改为外语语言知识，补充了外语国家社会文化背

景知识的新要素。外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指

读物中特有的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如目标语

国家的风俗习惯，如特有的风俗习惯、宗教传统

等。由此，外语阅读素养由“外语阅读能力”和

“外语阅读品格”两大部分构成（见图1）。第一

部分，即外语阅读能力，分别由外语解码能力和

外语阅读理解能力构成。这两个组成部分又包含

了七个具体要素。其中外语解码能力包含了外语

文本概念、外语音素意识、外语拼读能力、外语

阅读流畅度等四个具体要素；外语阅读理解能力

包含了外语阅读技巧与策略、外语语言知识、外

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三个具体要素。外语

阅读素养中的第二大部分，外语阅读品格包含了

外语阅读习惯和外语阅读体验两个组成部分。阅

读习惯包括阅读量、阅读频率和阅读方法，而

阅读体验包括阅读兴趣、阅读动机、阅读态度和

自我评估。外语阅读能力和外语阅读品格相辅相

成：阅读能力是阅读品格的基础，阅读品格是阅

读能力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外语阅读素养中九

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有交叉但又互为促进的

关系，部分单词和语音知识同属解码能力和语言

知识：快速的单词识别属于解码能力，而单词量

又属于语言知识；语音知识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

而音素意识和拼读能力等解码能力也涉及语音知

识。同样，外语阅读能力中的阅读技巧与策略也

涉及阅读品格中的阅读习惯。

4. 研究外语阅读素养对阅读教学的

启示

外语阅读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广大外语

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认识、研究和改进中小学生外

语阅读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以培养外语阅读素养

为目的的阅读教学将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外语阅

读整体水平，还有利于学生外语学习的可持续发

展。这对中小学外语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也

就是说，外语教师不仅需要建构外语阅读素养的

意识，还要探索培养中小学生外语阅读素养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外语阅读教学应改变过去词

汇开花、语法为本的教学模式，着眼于从文本概

念、音素意识、拼读能力、阅读流畅度、阅读策

略、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入手，设计丰富的

课堂阅读教学活动和有效的阅读教学方法，在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还要特别重视对阅读品

格的培养，努力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阅读情趣和

良好的阅读习惯。

4.1 文本概念的培养

文本概念是阅读素养形成的第一步，应从小

学低年级抓起。因为低年级学生往往会更专注于

读物的图片而忽略文本信息。他们拿到一本书常

常会翻阅而过，易形成应付阅读的心理或缺乏耐

心的不良阅读习惯。此外，由于我国中小学外语

教材组织形式的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很少接触完

整的外语图书，所以文本概念的整体发展也受到

了一些局限。为此，教师应尽早为学生提供接触

英语图书的机会，引导学生关注读物的封面、封

底、扉页，帮助他们建构文本概念，这将有利于

孩子从小建立阅读的概念和习惯。在操作过程

中，教师可以将图画书展示在PPT中，启发学生

指认封面、封底和扉页上的内容，如作者、插图

绘图者、标题、出版社等。

4.2 音素意识的培养

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很少涉及音素教学，即

使有也是包含在语音和拼读教学中，而且教师对

于什么是音素、如何培养音素意识也了解甚少。

音素意识培养的重点在于为学生创造感知和操作

音素的机会。教师可以在单词学习、拼读规律学

习、唱歌、唱童谣、玩游戏等环节中穿插培养

音素意识的活动。具体活动可以有：1）老师给

出含有相同音素的单词，让学生寻找共同点，如

老师读pig和peak,问学生它们的第一个音是什么

中国外语教育2015.2-正文田调后.indd   20 2015-3-26   10:48:39



王 蔷 敖娜仁图雅

21

（音素识别）；2）老师给出单词问学生该单词有

多少个音或让他们识别单词的首音、尾音和中间

音（音素分割）；3）老师给出几个音，让学生组

词，如老师读 /b/、/e/、/d/，问学生将三个音合起

来怎么读（音素组合）；4）老师给出一个单词，

让学生替换其中某个音，如老师读hat,问如果把

/h/换成 /k/怎么读（音素替换）。对于高年级的学

生，老师可以在以上活动的基础上，启发学生总

结规律和运用规律。

4.3 拼读能力的培养

目前我国中小学外语课堂中拼读教学的比重

很少，词汇学习以死记硬背为主，学生很少有机

会尝试运用拼读规律进行识词和开展阅读。拼读

能力的培养应突出拼读规律的学习和运用，适合

在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定数量英语词汇的读音和拼

写的基础上进行，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运用拼读规律对所学习词汇进行观察、归纳和分

类。当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认知发

展水平，确定拼读规律的学习顺序。如，先从比

较容易掌握的字母和字母组合开始，激活学生的

先前知识，帮助他们总结拼读规律。在运用拼读

规律时，重点引导学生基于已知拼读规律，解码

和学习新单词。在准备活动材料时，教师应尽

量为学生创造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运用拼读规律

的机会。 

4.4 阅读流畅度的培养

在我国中小学外语课堂中，阅读教学通常走

两个极端：读得少和读到“吐”。读得少是因为

过分强调朗读，很少给学生默读和自主阅读的机

会，学生缺乏真正的阅读体验；读到“吐”则表

现为功利性阅读，即教师为了提高学生阅读考试

的分数而进行应试性阅读，导致学生对阅读产生

反感，因为他们在阅读中仅需要关注正确答案，

而不会关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和对意义的思考。

导致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皆为教师不了解阅读

流畅度的内涵以及正确的培养方法。阅读流畅度

包含阅读的准确度、速度和韵律。Koda（2007）

认为，快速且不费力的理解是流畅阅读的必要条

件。掌握一定的拼读能力能促进读者视觉词汇的

发展，因此，要培养流畅度，教师需要帮助学生

加速单词认读的自动化。具体而言，教师可以通

过快速展现单词的方式激发学生的认读愿望，还

可以采用拼读竞猜活动鼓励学生运用拼读规律拼

读不熟悉的英文单词，不断扩大学生的视觉词

汇。阅读速度可以通过跟读、重复阅读、速度递

增阅读等方法进行培养，当然读快的前提是读懂

和读对。对于阅读韵律，教师可以通过电子屏幕

先整体、再切分呈现的方式帮助学生体会句子的

意群，学会正确停顿，同时通过加速的方式训练

句子阅读的自动化。此外，教师也可以通过朗读

表演等活动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

4.5 阅读技巧与策略的培养

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认为，只

有高年级的学生才有可能使用到阅读技巧和策

略，而低年级阅读不需要太多的阅读技巧和策

略。事实上，任何阶段的阅读活动都需要相应的

阅读技巧和策略，包括低年级阶段。阅读技巧和

策略的培养应渗透到从低段到高段的日常阅读活

动和阅读教学中。阅读前，教师可通过展示读物

封面或插图，激发学生已有知识，启发学生猜测

故事情节或讨论阅读预期，培养学生的预测能

力。阅读中，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片和阅

读上下文猜测故事情节，培养学生的推断能力，

并通过给图片和句子排序来培养他们的语篇意

识。阅读结束后，教师可让学生总结文本大意，

引导学生分析或评价所读信息，鼓励学生表达个

人感受和观点。需要注意的是，阅读技巧和策略

的种类繁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外语语言水平和

认知发展水平，采用适合不同年龄特征和语言水

平的策略和方式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

4.6 外语语言知识的培养

外语语言知识的培养向来是我国中小学外语

教学的重中之重。但多数教师会采用精读模式讲

解文本，经常忽略阅读量，以及读中和读后活动

的重要性。拓展外语语言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就

是增加阅读量，大量阅读不仅可以增加学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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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语言知识的频率，还为自然习得语言知识提

供了条件。在阅读中，教师应鼓励学生摘抄学习

的单词和喜爱的句子，学习做读书笔记；教学

中，教师还可以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帮助他们

总结所学的语言知识，创设情境鼓励学生运用所

学语言知识进行有意义的表达。

4.7 外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培养

阅读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即读者结合

自己的已有知识与文本中的新知识进行对话，所

以在阅读前激发学生的已知显得尤为重要。这样

做不仅能促进理解，更能激发阅读兴趣。而对于

文本中的外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我国中小

学外语教师一般会自己讲解，不太注重激发学生

的已有知识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严重

影响学生阅读理解的背景知识，教师可以考虑在

阅读前通过视频或图片，采用启发式提问或介绍

等方式提供相关背景知识。教师也可以提前布置

任务让学生查找相关信息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对于大部分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教师可以通过

讨论文本所涉及的背景知识、或者对比中外文化

等活动，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文本内容，并在此基

础上拓展目标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4.8 良好阅读品格的培养

外语阅读品格包括外语阅读习惯和外语阅读

体验两个部分。阅读习惯的内涵很多，它不仅包

括狭义上的阅读行为（阅读方法），还包括阅读

量与阅读频率。关于阅读体验，最重要的是激发

学生内在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自我评估的能

力。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往往重视词

汇和语法知识的学习，虽然近年也开始重视阅读

技巧和策略的训练，但对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

习惯、自我评估、阅读量和阅读频率的关注明显

不足。为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积极的

阅读体验，教师应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

的同时，增加阅读的频率。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购

买适合学生的外语分级读物，建立外语图书角或

者学校外语图书室等方式来整合阅读资源，创造

阅读环境。没有条件的学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自愿将自己家里的外语图书带到学校，创建班级

读书角，分享阅读资源。教师可以根据现有的阅

读材料进行难度分级，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午课

间或者每节课抽出5分钟，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读物进行默读，并坚持下去。激发学生内在

阅读兴趣的关键是要给学生比较宽松和充分的自

主阅读时间，不检测，不抽查。同时允许他们选

择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目。教师通过定期组织阅读

分享会或者朗读会，为学生创设交流阅读体验和

自我评估阅读的机会，鼓励学生向其他同学推荐

优秀阅读书目。可以相信，这样的尝试一定会收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学生

阅读时，自己也要选择一本书阅读，树立阅读榜

样。有了良好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阅读资源，积

极的阅读情趣，充分的阅读时间，学生必然会逐

步形成主动阅读的态度和良好的阅读习惯，构建

积极的阅读品格。

5. 培养外语阅读素养需注意的问题

兼顾阅读素养各要素。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心

理和年龄特点，以及他们的英语语言水平，在培

养阅读素养的过程中，统筹兼顾阅读素养的各要

素。例如，在低年段，当学生尚未形成系统的文

本概念和音素意识时，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熟悉

外语读物的阅读顺序，通过封皮、标题、封底、

扉页的认知活动帮助学生建立文本概念，在此基

础上，加强音—形结合练习，为学生学习词汇奠

定基础；在学生积累一定的外语语言知识后，教

师可以加强拼读单词和认读句子的训练，拓展学

生的视觉词汇能力，为流畅阅读扫清障碍；外语

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应贯穿于中小学各

阶段，循序渐进。此外，教师应随着学生的年龄

增长，逐步加大阅读量，把阅读兴趣和良好阅读

习惯的培养始终作为阅读教学的重点。

创设积极的阅读体验过程。积极的阅读体验

是阅读素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小学外语课堂

中，教师应从发展学生的阅读兴趣入手，避免过

多地检查阅读理解，或者进行词汇、语法测试，

而应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阅读时间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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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可通过组织图书推介会、故事会或故

事创作会等方式提高学生的阅读参与度，激发学

生内在的阅读动机，即对外语阅读本身的喜爱，

这恰恰是现今中小学外语教学亟待加强的。

实现阅读的多重目的。外语阅读不仅仅是为

了学习语言，还是为了拓展知识、参与社会活动

和进行娱乐。在选择读物时，教师应考虑学生的

年龄和心理特征，结合阅读情境和目的选择学生

喜爱并能读懂的读物。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提

供独立阅读、分享阅读和合作阅读等多种机会，

设计多样的阅读活动以提高学生对文本、体裁、

结构、写作方式的敏感度和批判性阅读的意识，

鼓励学生，模仿故事结构创编自己的故事，成为

自己故事的小作者和绘图者，与同学分享自己的

作品。这可以使学生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也是对

他们的最好奖励。目前的中小学英语课堂，经常

被跟读、齐读、小组读等各种朗读活动以及语言

知识的讲解所灌满，鲜有自主阅读和读后讨论的

机会。

构建多元化阅读评价。目前的中小学外语阅

读能力评价通常以阅读理解多项选择题为主要测

试方式，关注学生对词汇、语法、内容理解的整

体结果，忽略了阅读素养中不同要素的发展水

平，如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策略、阅读流

畅度和跨文化理解等，导致无法科学地诊断学生

在外语阅读素养发展中的进步和遇到的困难，也

无法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依据。因此，建构学

生外语阅读素养评价体系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PIRLS阅读素养评估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

鉴，他们已经创建了多元化的阅读评价体系，通

过阅读理解测试和调查问卷两种方式评估学生的

阅读过程、阅读行为和态度。同时，也有其他研

究者开发了信效度较高的阅读素养测评工具，对

学生的文本概念、音素意识、拼读能力、阅读

流畅度、语言知识等进行测试（详见Tompkins 

2010），并通过问卷和访谈等了解学生的阅读习

惯和体验，为我们开发合理的外语阅读素养评价

体系奠定了基础。

6. 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外语阅读素养的构成和培养

途径，对教师更深刻地认识阅读的目的，把握阅

读教学的内涵，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促进学生外

语阅读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教师从

单一关注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转向培养学生的阅读

素养，特别是关注学生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和积极的

阅读体验，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品格在良性循

环中互动发展，为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素养、人文

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奠定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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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s in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Criterion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BA Program in Business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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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National Criterion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BA Program in Business English (NCTQPB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coming MOE document, and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of program positioning and 

objective, quality,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the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and design,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streams development of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s of China. It emphasizes that the quality 

and connotation improvement is the key to sustainability of the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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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Lianrui, CHEN Shifa & ZHANG Qin�������������������������������9

In light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in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he paper,  proceed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rethinks the orienta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tries to build a system 

of train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in a reasonable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provides some desirable measures for train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actu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its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FL reading instruction and components of young children’s FL 
reading literacy 
WANG Qiang & AO Narentuya�����������������������������������������16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fine what foreign language (FL) reading literacy is and what its main components 

are.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its nine essential component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onents of FL reading literacy and discusses implications for FL reading instruction 

in schools. It hopes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innovation in the current FL reading instruction that solely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me-based group presentation in college EAP class: An 
action research based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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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newly implemented academic English course designed for th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 Leg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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