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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大学英语教学中真实发生的 527封 、跨时一年半的师生电子交流信件为样本 , 分析了以电子邮件为辅

助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特点 、可行性和应用价值。主要发现有:电子邮件可使英语课堂无限延伸 , 使英语教学摆脱

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 并使个性化教学 、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等成为可能;可减少学生和教师的焦虑 ,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 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可实现真实的语言 、语用实践及真实的情感交流 , 促进学

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人文情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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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nalyzing527 authenticemailexchangesbetweenteacherandstudentsacross1.5 years, thispaperexploresthe

plausibility, featuresandsignificanceofanemail-assistedmodeofteachingCollegeEnglish.Majorfindingsinclude:email

helpsEnglishteachingextendbeyondclassrooms, freesitfromrestrictionsimposedbytimeandplaceandmakespossibleindi-

vidualizedteachingandlearning, collaborativelearningandautonomouslearning;emaillessensbothstudentanxietyand

teacheranxiety, motivatesstudentsandpromotesthe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 creatingfavorablelearningenvironments;

emailprovidesauthenticopportunitiesforlanguageuseandemotionalexchange, elevatingstudents' humanisticdispositionas

wellastheirlanguage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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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育部新颁布的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2007)

强调利用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模式

的改革 ,同时倡导新的教学理念 ,即 “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 ,大学英语教学应充分考虑到教学内容与社会及个人

需求之间的相关性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针对学生

的能力倾向和兴趣特点 ,开展个性化教学 ,注重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掌握有效

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等。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广泛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既有

助于缓解英语师资的紧缺 ,又有助于改变以教师讲授为

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 ,营造语言学习环境 ,使英语教

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朝个性化 、主动式方向发展。

可利用的信息技术手段和形式日新月异 ,包括远程视频

课堂 、多媒体学习课件 、多媒体展示 、电子邮件 、聊天室 、

论坛 、共用网址 、博客 、局域网 、互联网等。从 2004年

起 ,教育部大力推广校园网为基础的多媒体网络技术支

持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 ,已有四百多所高校 、一百

多万大学生通过此新模式进行适合他们个人需求的交

互式英语学习(Wen＆ Hu2007)。

这种新模式的网络教学系统往往综合了多项信息

技术的功能 ,其中就有电子邮件。而电子邮件的教学功

能为人们认识和应用已有年头 ,有关电子邮件话语的研

究也 大 量出 现 (Baron2000;Gimenez2000;Herring

1996)。在教育环境中 ,电子邮件介于口头讨论和书面

文章之间 ,兼有二者特点 ,常常用于 “合作性学习 、思想

或信息的交流 、知识的共建 ” (Chen2003)。随着计算机

和互联网越来越普及 ,提供免费邮箱的网络运营商越来

越多 ,免费邮箱的容量越来越大 ,而且附件的容量也越

来越大 ,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或 “通过计

算机的谈话 ” (“talkthroughcomputers”, Cazden2001)

越来越普遍。笔者在所任教高校做了一个随机的 19人

的调查 ,百分之百的被调查同事曾使用电子邮件与学生

有过交流。

因此 ,总结应用电子邮件辅助英语教学的经验 ,对

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大学英语网络教学平台应该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2.文献回顾:电子邮件的教学功能

2.1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研究表明 ,教育环境中的电子邮件有助于建立互相

支持 、关系融洽的学习共同体 (Lapp2000;Snyder2000;

Craig, Harris＆ Smith1998)。电子通信可以为师生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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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接触地带 ” ,从而有助于发展积极的 、生产性的师

生关系(Doherty＆Mayer2003)。这种 “接触地带 ”使师

生能不受计划限制 、更自由地进行人际交流。而如此加

强的师生关系又被认为能促进学生对学习的投入(Dod-

dington, Flutter＆Rudduck1999)、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TheUSNationalMiddle SchoolAssociation Review

2001)。

2.2以真实的任务激励学生参与

Wickstrom(2003)发现 ,电子论坛上的学生在回应其

他学生的问题或观点时最有可能主动发起一段对话 ,可

见 ,学生真正关心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积极参与网上的学

习活动 ,因此当师生进行电子互动时 ,应鼓励学生 “提出

问题 、提供与学习材料有关的信息 、推荐网站 、提供其它

有用信息和提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 ,而教师则应该 “提

供一些示范性思想 ,让学生找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

主动发起讨论 ”。

2.3有助于使用者提高其语用能力

电子邮件交流介于面对面交流和书面交流之间 ,兼

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点 ,比电话正式但比书信随意(Mo-

ran＆ Hawisher1998),它的交流有效性与得体性同样有

赖于使用者的语用能力 (Shetzer＆ Warschauer2000)。

以往对电子邮件语用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在 ESL/跨文化

的语境下进行的 ,对二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写电子邮件

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用问题多有发现和总结 ,比如缺

乏礼貌策略的意识 、过多提及个人需求(Hartford＆ Bar-

dovi-Harlig1996),要求对方回信的请求不够而且表达得

太隐晦 (Biesenbach-Lucas＆ Weasenforth2000),程式化

的问候语 、结束语太多(Liaw1996),反问句和个人化问

题太多(Liao2000)等等。笔者认为 ,这些语用问题只有

在使用中才能发现 ,也只有在继续使用中才能解决。因

此 ,对学习者来说 ,通过电子邮件学习 (learningviae-

communication)有意义 ,而了解电子邮件的方方面面包

括语用特征(learningaboute-communication)同样有意义

(Warschauer1999)。在英语教学中 ,师生之间的电子邮

件往来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示范语言 、语用的平台 ,另

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实践任务 ,使他们在使用中

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提高英语语用能力。

2.4有助于学习者建立自信的 “写作者 ”认同 ,促进

其英语写作能力发展

学生在电子邮件话语中常常会表现出一个比平素

放得开 、不那么拘束的自我认同(Baron2000),比较愿意

表达一些个人意见 、感情 ,披露个人情况。对于二语学

习者来说 ,这样的认同使他们更自由地与人分享自己的

想法和经历 ,得到情感支持 ,从而建立起一个没有焦虑

的 、自信的 “写作者 ”认同(Lapp2000),有利于发展他们

用二语写作的能力。

2.5有助于发展学习者的社区 /文化认同

通过电子邮件的使用 ,人们还有可能建立对某个社

区(虚拟的或现实的)或某种文化的认同 (Cummins＆

Sayers1995),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将计算机 “看成或用

作一种创造性的论坛 ,以建立新形式的身份认同和共同

情感 ,促进社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 (Lam2000)。

3.教学案例分析

3.1问题及语料

本文拟通过分析笔者与自己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发生的真实电子信件 ,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师生之间的电子信件都有哪些类型 ?

2)学生对于教学中使用电子邮件的态度如何 ?

3)学生电子信件的写作有何语用问题 ?

4)学生在电子信件中都展示了怎样的认同 ?

5)学生自我认同与其二语使用有何关系 ?

所涉及语料是笔者连续三个学期中(2006春 、2006

秋 、2007春)与三个不同班级的硕士研究生之间真实发

生的全部电子信件。为了呈现真实语料 ,本文将不对所

引学生话语进行任何如语法 、拼写等方面的修正。

3.2结果与讨论

3.2.1电子邮件的类型

笔者首先分析了三个学期中师生之间电子邮件往

来的目的及数量 ,列表如下。

表 1.电子邮件的类型分布 (已剔除重发或转发的

信件)

2006春 2006秋 2007春

班级学生数 50 33 27

邮件总数 215 136 176

由教师发出的邮件数量 (全部为
英文)

93 71 69

通知 /作业布置 /发布信息(给全
体)

6 11 20

额外相关信息 (给全体) 2

写作示范 (给全体) 2

解除误会 (给全体) 1

张贴学生作品 (给全体) 39 23 13

对作业的反馈 (对个人) 23 8

回应学生问题 /要求 /感谢 (对个
人)

20 37 26

由学生发出的邮件数量(大部分
为英文)

122(7Ch) 65(1Ch)
107

(29Ch)

交作业 68 61 53(8Ch)

请假 /解释不到课的原因 12 26(17Ch)

询问课程内容 /活动 4

表达学习焦虑 /困难 /问题 9 6(3Ch)

节日问候 1 1

表达感谢 27 3 22(1Ch)

分享个人情感 1

由表 1可见 ,教师多将电子邮件当作一种公告栏使

用:发给全体学生的信件占全部信件的百分比分别为

53.76%、47.89%、47.83%。这些通告在传统的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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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要占用课堂时间 ,并且主要以口头方式通知 ,学生

很容易忘记或者发生误解 ,而采用电子邮件既节省了课

堂时间又增加了通告的清晰度 ,还可以附加更多的内容

供学生选择阅读;通告的内容可以很丰富 ,如下面的邮

件主题所示:gettingstarted(Date:2007-2-26), happy

holidaysandclassschedule(Date:2006-9-29), forewordto

presentation(Date:2006-3-6), Nowyoucanlogon(Date:

2006-3-1), firstweeknotes(Date:2006-2-22)。

学生多将电子邮件当作交作业的手段:主要目的为

提交作业的信件占全部信件的百分比分别为 55.74%、

93.85%、49.53%。这在传统的课堂中以纸张形式呈

现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而采用电子邮件传递既节省

了纸张又摆脱了时间地点的限制 ,还常常能复合其他功

能(如许多学生在作业附件以外 ,会问候老师 、讲述一些

趣事 、分享新闻 /图片 /PPT等等)。

教师对学生作业的分别反馈(包括评语 、修改 、补充

等)除了传递快 、易保存 、更私密以外 ,与传统教学模式

课堂话语结构 IRF/IRE(Cazden2001)中的反馈 /评价环

节并无本质不同。而对学生其它信件的个别回应 (分别

占总数的 21.5%、52.1%、37.7%)较之传统教学模式更

具及时沟通信息和提供情感支持的优势。

学生方面 ,除了交作业外 ,另一项由课程要求 (教师

事先申明:缺课前后如无书面解释按旷课处理)驱动而

发出较多的信件是对缺课原因的说明 ,实质上是一种被

动的英语写作任务 ,时常有人对此感到困难。如果教师

不做明确要求 ,许多人为了表达清楚就会选择使用汉语

写作(有时多达 65.4%)。但是 ,还有相当数量的英文

信件(34.4%、6.2%、22.4%)是由学生主动发出的 ,或

提出问题 、表达焦虑 ,或表示感谢 、分享情感 ,这说明学

生在使用英语写作电子邮件(或者说通过电子邮件的方

式运用英语)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已初步建立起积极

自信的 “英语写作者 ”认同。

3.2.2学生的态度

2006秋季学期末 ,笔者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英语),

了解学生对于教学中使用电子邮件的意见 ,结果见下表

2。

Q:Whatisyouropinionoftheemailcommunication

betweentheteacherandstudents?

(问:你怎么看师生间通过电子邮件交流 ?)

可见 ,大多数学生对师生间的电子邮件交流持肯定

的态度 ,说明这种手段能满足当前的师生交流的需要。

有些同学在信中直接表达了对这种交流形式的喜爱:

“DearprofessorLi, wewereverygladtoreceiveyour

letterallthetime!...”

“DearMsLi, Thankyousomuchforwritingsucha

longlettertous.ThisisthefirsttimeIreceivedaletterin

English.Iamverypleasedtobeyourstudent....”

表 2.学生对教学中使用电子邮件的态度

态度 评语举例 人数建议

肯定
Verygood
Good
Efficient
prettygood
convenient
contentful(? )
Effective
reallygood
perfect
quitegoodandthebestwaytocommuni-
catewithteacherformostofus
goodandenough
agoodway
necessaryandefficient

25

委婉的否

定

Notverygoodbecauseit' snotaninstant
tool

1 SetQQgroup

有保留的

肯定

Goodbutnotenough
Goodbutsometimessomeonecannotget
theemail
it' sok(2)
good, butmaybeyouneedamailing-list
system.

5

Have real
timeinterac-
tion;
Maybewecan
haveablogin
future;
Maybe you
needamail-
ing-list sys-
tem

“亲爱的老师:祝您及家人中秋节快乐 !这个学期

不上您的课了 ,打开邮箱 ,邮件的数目都少了好多。这

才发觉您付出的其实比我认识到的要多啊。很想念您 ,

特别是在这个 `倍思亲 '的日子里 ……把心底一切美好

的祝福都送给您 ,祝您万事如意 !”

然而 ,对此不太满足的同学提出的建议如 “QQ”、

“实时交流 ”、“博客 ”等等则又一次印证了学生对于应

用新技术手段的热情。

3.2.3电子邮件中的语用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出现在信的开头:许多同学不确定该

如何用英语来称呼老师。下表收集了语料中所有类型

的称呼。

表 3.学生电子邮件中对老师的称呼类型

恰当的 DearET;DearMsLi;DearProfessorLi;DearMadam;

不 恰当

的

DearMrsLi;DearTeacher;DearMissLi;DearETLi;
DearTeacherLi;DearLi;DearShujing;MissLi;Hi, Mrs
Li;TeacherLi;

在笔者看来 ,表中所谓 “不恰当 ”的称呼要么是不符

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如 TeacherLi),要么是忽视了笔者

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习惯(如 DearShujing)。作为

一种补救措施 ,笔者在课堂花了几分钟和学生讨论如何

以可接受的英语来称呼老师的问题。此后 ,他们在邮件

中对老师的称呼就自信和自如了许多。希望他们能把

这个语用意识和技能保持到以后的工作中或海外求学

中去。

其实 ,当回复电子邮件的时候 ,由于它兼有口语和

书面语的特点 ,省略称呼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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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缘故 ,多数学生即使在回复老师信

件时 ,也选择包含称呼的格式 ,以呈现一个尊敬师长的

自我形象。

同称呼一样 ,电子邮件中的祝语和署名在非正式场

合常常被省略 ,但是在写给老师的信件中 ,学生们还是

选择偏正式的格式 ,而且运用自如 ,通常选择传统的文

字表达 ,但有时也运用一些符号或混合文字与符号的表

达方式 ,如下表所示。

表 4.学生电子邮件中的祝语

传统的

yours;sincerely;sincerelyyours;yourssincerely;bestwi-
shes;best;love;haveagoodtime;thankyou;your
student;etc.

非传统的

3.2.4电子邮件中的认同

学生通过电子信件的文字构建了多种自我认同。

3.2.4.1文化认同:尊师的学生

下面的实例可以说明学生们有能力通过电子邮件

来呈现他们礼貌 、尊师 、感恩的自我形象:

“Thisismysummaryoflastweek, pleasecheckit.

Thankyou.”

“Thisismysummariesforthepresentations.Thank

you4 checking! Haveagoodtime!”

“I' msorryIforgotthistask, yourlettersenttousthis

afternoonremindedmeofthis.Pleasecheckthefile, thanks

alot.”

“IhavereceivedyourEmailthattoldusthedateand

classofexam, Thanksforyourhardwork!”

“Thanksalot, mydearteacher! HappyLanternFesti-

val!”

“AlthoughtodayisnottheThanksgivingDay, thanks

God! Forgivingmesuchaniceladylikesyou! Ifeeldeeply

grateful! ”

“I' dliketosendyousomeimpressivepicturesthatI

havejustfoundontheBBS, hopeyouwillenjoythem...”

3.2.4.2社会认同:有责任心的成年人

在信件中 ,尤其是解释缺课缘由的信件中 ,笔者经

常能看到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形象 ,能够对学习 、工作 、家

庭或自己负责 ,如:

1)对学习负责

“Ihavereadthescheduleyouworkedoutforusandi

willcomplywithyourarrangement.”

“I' msosorry, buttheNortonAntivirusSoftwarekill-

edmycomputer, ashundredsofthousandsofothersinChi-

na.I' mrestoringmycomputersystem, andI' llsendmy

assignmenttoyouassoonaspossible.”

“IamsorryforthatIwasabsentinthelastclassyes-

terday.Iwilldothelisteningpractice1 thesedaysandpre-

parethediscussionofnextweek.”

2)对工作负责

“I' mreallysorrytotellyouthatIwillbeabsentfor

theclasstomorrow, becausei' veparticipatedinatransla-

tionmission.I' mnowinXi' anandIdon' tknowifthe

trainwillbelatetomorrowmorning.I' msosorryformyab-

sence.Idon' tknowwhetherthisisareasonableexplana-

tionbutthisisthetruth.”

“iamsosorryIwantskipmylesson(May14)again,

infactireallydon' twanttomissitagain, butihavejobto

doagain.iwasaskedtotakeafroupfromthaimilitarythe

royalthaideffencandarmyattaché askmetodothisjob,

andidon' twannamakehesisspaointed.soimusttoskip

lesionagain.thankyouprofessorLi.”

“Iam reallysorrythatIwasabsentfromtoday' s

class, becausemyadvisorjustaskmetotaketwoAmerican

professorstovisitthesummerpalacetoday.IfImisssome

importantimformationoranytinginteresting, wouldyoulike

totellme, causeIreallylikeyourlectureanddonotwant

toloseasingleword!”

3)对家庭负责

“IwouldliketoknowifIcouldaskforacasualleave

ofabsenceontomorrowmorning.Todaymyhusbandarrived

inPekingfrom XI' AN, andwillstickaroundherefor2

days.So...iamafraidihavetoaccompanyhimduring

thistime, cozheservestheArmyasasurgeonandwekept

separatedintowcitiesforalongtime.Iapologizeforthein-

conveniencemyabsencefromclassmaycause.Thanx.”

“I' msorryforhavingtoaskforaleavefortomorrow' s

class, becausemyfathergotcancer, andwillhaveaopera-

tioninacoupleofdays.Fortunately, thecancerisstillin

themiddleperiod, soit' snotveryserious.Ashisonly

sun, Iwanttospendafewmoredayswithhim.So, hereI'

maskingforaleavefortomorrow' sclass.Thankyouvery

much!”

4)对自己负责

“Thanksalot! I' mfine.Actually, mostofthetime, I

amreasonable, Iwon' tletmyselflostinthedarkness,

everythingwillbeOK.Manythanksagain!!”

3.2.4.3个性认同:有幽默感的人

多数学生的电子邮件呈现的是 “认真或严肃 ”的学

生形象 ,但总有些学生会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出他们幽默

的一面 ,请看两例:

“李老师 ,一份认真的作业起码是没有拼写检查所

画的红线和绿线的.嘿嘿 ,请审阅.” “i' msosorrythati

forgotthefirsthomeworktillurremindinlastmails...Ibe-

lievethat“Laterisbetterthannever”, soicommital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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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appends.”

3.2.5自我认同与二语使用的关系

首先 ,尊师的学生认同与学生信件中比比皆是的礼

貌用语 、学生对正式格式的偏爱关系很大 ,说明学生对

自己的学生身份以及师生间的权势差别很有意识并了

解相关的语用规则。

其次 ,认同与语言水平的交互作用与学生的二语使

用也有关系 ,比较下面两例:

1)Imadetwosummariesthistime.

(1)HIP-HOPmusicgivenbyLei;

(2)TaiChigivenbyYang.

Ihopeyouwillbesatisfiedwithmyhomework, thank

you.

2)i' msosorrythatiforgotthefirsthomeworktillur

remindinlastmails...Ibelievethat“Laterisbetterthan

never”, soicommitalltheworkinappends.

第一位作者的英语整体水平比第二位差些 ,因此缺

乏自信 ,超额完成作业却还不踏实 ,期待教师的肯定 (I

hope...),而第二位虽然没有按时完成第一次作业 ,却

没有感到丝毫 “羞愧 ” ,甚至为迟交作业找到了一个 “堂

堂 ”理由(Ibelieve...)。注意到这样的差异有助于教师

在反馈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激励学生 ,比如对第一位同

学指出他的优点以增强其自信 ,而对第二位同学指出他

的问题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听取批评意见 (他语音极

好 ,但选词和拼写方面较弱)。

4.对电子邮件为辅助的教学模式的思考

结合文献和笔者自己的教学实践 ,电子邮件应用于

大学英语教学具有以下特点和价值。

4.1从教师的角度

1)延伸课堂。教师可利用群发 、附件和链接功能

轻松地公布各种信息 、张贴学生作品 、提供参考资料 、及

时融入文化教学内容(如中外节日),还可与学生进行个

别交流 ,能节省课堂时间 、拓展教学内容 ,相当于把英语

课堂从教室里的每周 2-4小时延伸到教室外以及整个

学期 ,延长了学习时间 、拓宽了讨论话题 、提高了学生的

参与度 、增加了每个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 ,还便于建立

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 ,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 ,营造宽松 、

民主的学习环境。对教师个人来说 ,使用电子邮件辅助

教学可能比传统模式下花费更多时间 ,然而 ,与所取得

的效果相比 ,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如果管理者能以合理

的方式认可教师的这种付出 ,一定更能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

2)筛选信息。有学者指出 ,把学生完全交给一个

计算机网络教学系统可能会让他们淹没在海量信息之

中而失去方向 ,并且过于依赖学生的自觉性(Wen＆ Hu

2007),而师生电子邮件的交流方式既可以无限开放地

接纳各种信息 ,又可以由教师随时实施监控 ,对信息做

一些筛选 ,对学生提一些要求 ,发挥教师的督导作用。

3)示范语言。教师可利用自己发出的信件精心地

为学生示范英语的实际使用 ,这种鲜活的语言或知识输

入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 ,并且比课堂(口头)教学语言

更丰富更有质量。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 ,教师要对自身

的业务素质提出高标准严要求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4)减少焦虑。教师如果在课堂面授之后想补充 、

澄清 、修正或推翻自己所说过的内容 ,都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学生 ,而不必等到下一次见面的

时候。

4.2从学生的角度

1)减少焦虑:与传统课堂话语(全部是面对面交

流)相比 ,电子邮件交流引起的焦虑较少 ,更能维护参与

者的面子。由于教师以书面形式向学生传达自己的意

图 ,比起口头布置 ,更能给学生明确的要求 ,因此学生对

学习任务了解透彻 ,不会产生很多焦虑情绪。比起在课

堂上当着同伴提问 ,学生用电子邮件与教师进行一对一

的交流时不必担心丢面子。较少引起焦虑的学习环境

和能最大限度保护面子的学习过程对于激励 、保护和维

持学生学习外语的动机都是重要的因素 (Dornyei

2001)。

2)增加实践。学生通过被动或主动的电子邮件写

作 ,增加了使用二语的实践机会 ,还能发展和体验 “写作

者 ”认同 ,增强学习和使用二语的自信心。

3)交流感情。相比 “与计算机的谈话 ” (Cazden

2001)即学生同计算机教学软件之间的互动 ,电子邮件

作为一种 “通过计算机的谈话 ”连结了学生和教师 ,发生

的是人和人的真实交流 , 学生的问题可以得到来自

“人 ”的反馈 ,更有针对性 、更人性 、更能引起情感的共

鸣。试想 ,如果学生不是写信给 “活生生 ”的老师 ,而是

给一台 “冷冰冰 ”的计算机的话 ,还会不会从字里行间流

露出那么丰富多彩的自我 ,甚至还会不会萌生主动写信

的念头。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用电子邮件辅助大

学英语教学是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模式 ,可以使英语教学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实现个性化教学 、合作学习 、自

主学习等目标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之成为学习

的主体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使之共同营造良好

的语言学习环境 ,以真实的师生交流促进学生语言水平

的提高和彼此心灵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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