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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通讯设备作为具有便携和个性化特征的交流工具 ,为教育带来了变革。由于移动学

习方式具有很多适合语言学习的特征 ,移动语言学习已成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本文在简要介绍移动学

习的概念 、分析移动技术为学习以及语言学习带来的改变基础上 ,描述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 ,并阐

述了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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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具有便携和个性化特征的交流工具 ,移动通讯设备使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工作 、学习和社区的各种信息 , 与自己

的各种社会关系保持联络。随着移动技术日渐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分 , 教育工作者和技术开发者也在开展研究和实

践 , 挖掘移动技术用于教学和学习实践的潜力。

移动学习研究始于上世纪 90年代末期 , 自产生以来就快

速发展 , 目前已经走出 “婴儿期”, 成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发

展领域(Pachler2007:5)。移动学习方式尤其适合语言学习 ,

在较早开展的移动学习项目中 , 就有进行语言学习的项目

(TomorrowsProfessorListserv2001)。由于语言学习的复杂性 ,

移动语言学习 (MobileAssistedLanguageLearning, MALL)研

究比整个移动学习研究进展慢一些 , 但现在也已经成为独立于

传统语言学习及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CALL)的研究领域

(ShieldandKukulska-Hulme, 2008:249)。

本文先简要介绍移动学习的概念 , 然后分析移动技术为学

习以及语言学习带来的改变 ,接下来描述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

现状 , 最后阐述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趋势。

1　移动学习的概念

移动学习领域发展很快 ,但不同的群体对移动学习有不同

的理解。在 2007年 2月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基于工作的教

育工作者学习研究中心 ”(Work-basedlearningforeducational

professions, WLE)举办的移动学习研讨会上 , 与会者把目前对

移动学习的理解归纳为四方面:技术中心视角 、电子学习视角 、

非正规学习视角以及学习者中心视角(Winters, 2007:7)。

前两种视角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来理解的 ,把移动学习看作

是便携的电子学习(Traxler2005, 转引自 Winters2007:7)。即

移动学习是使用便携的移动设备进行的学习 , 移动设备包括

PDA、移动电话 、iPod或便携游戏手柄等。

后两种视角主要是从学习者角度来理解的。 OMalley等

(2005:7)把移动学习定义为 “任何一种发生在学习者不在固

定的或预先确定好的地点的学习 , 或学习者利用移动技术提供

的学习机会的学习” 。按照这样的理解 ,移动学习既可以是正

规的 ,也可以是非正规的 ,可以使用技术 , 也可以不使用技术。

本文讨论的移动学习把技术和学习者两种角度结合起来 ,

指以手持设备为媒介 、具有可随时随地进行的潜力的学习 , 可

以是正规学习 , 也可以是非正规学习(Kukulska-Hulmeand

Shield2008:273)。

2　移动技术为学习带来的改变

移动设备不仅仅是便携的计算机 ,其移动性为学习实践活

动增加了新的维度。移动设备不仅本身具有个性化和便携性 ,

而且它们能为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与环境之间提供多种互

动方式(Naismithetal2004:9)。

Klopfer等(2002:95)指出移动技术具有五种支持教育功

能的特征:

便携性———移动设备体积小 、重量轻 , 人们可以把它从一

个地点带到另一个地点 , 或者在一个地点随意移动;

社会交互性———学习者可以面对面地进行数据交换及协

作学习。 Nyiri(2002:121)承袭 Dewey强调满足面对面互动的

需要 ,提出移动学习的新理念 , 即移动技术便于人类满足沟通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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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敏感性———移动设备既能收集目前地点 、环境和时间

特有的真实或模拟数据也能对这些数据即时做出反应。

连通性———通过将移动设备与数据采集设备 、其他设备或

共用的网络相连接就可以创建一个共享的网络。

个性化———可以为个体学习者定制完成复杂活动所需要

的帮助。

要充分理解移动技术用于学习的潜力 ,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

于考虑单个设备的使用 ,而是需要把移动技术的使用置于课堂

实践中 , 或作为课堂外学习经历的一部分来考虑(Naismithetal

2004:10)。

具体来说 ,移动技术为学习带来的改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 移动技术创造了新的学习机会。移动技术的内在属

性是提供了电子技术支持的场景特有的学习(digitally-facilita-

tedsite-specificlearning), 这提高了拥有感(ownership)和控制感

(control),从而为学习提供了很大动力。这是此前的电子学习

形式———包括台式电脑和固定电话———所不能提供的学习体

验(Laurillard2007:157)。此外 , 人们可以把以往做其他事情

的时间用来进行学习;他们可能部分地因为设备吸引人而被激

发来学习;设备使得人们可以在以前不能进行联系的地方进行

沟通(McMahonandPospisil2005)。

其次 , 移动技术将各种现有的与学习相关的因素融合起

来 , 带来深层的学习体验。 移动技术目前正朝着更加集成化 、

泛在化以及网络化的趋势发展 ,在未来五到十年间 , 移动电话 、

PDA、游戏控制手柄以及照相机的多种功能将整合到一个可以

随身携带的网络化多媒体设备中。技术的融合为各种学习活

动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移动电子工具和环境能够支持

的学习活动包括探索和调查与电子向导相连的真实的物理环

境 , 与同辈人进行共时或延时以及语音或文本的讨论 , 记录和

捕捉声音 、图像 、视频 、文本 、地点等数据 , 使用捕捉的数据和电

子工具进行建造 、创作和建模 , 分享捕捉的数据 、建造或建模的

电子产品 , 参照其他人的产品 、其他人的评论或真实的物理环

境来测试建造的产品 ,以测试或评论的反馈为依据修改开发的

产品 , 以及由电子合作软件引导 ,使用分享的产品 、测试结果 、

评论等进行反思。尽管其他电子学习形式也能支持这些活动 ,

但是关键是只有移动学习才能融合这些活动 ,为学习过程提供

最好的支持(Laurillard2007:157-158)。在这些学习活动中 ,既

有个体学习 , 也有社会学习 , 既有正规学习 ,也有非正规学习。

正规学习能够与现有的网络出版和在线参与相结合;而且移动

设备特别适合 “千禧代 ”擅长的多任务处理(McMahonand

Pospisil2005)。这些方面的融合使移动技术能够支持在各种

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学习活动 ,在学习任务中实现多种学习方式

的融合。

第三条重要变化是学习动机成为关注的焦点。学习者享

受移动学习过程 , 是因为移动学习提供了以下的情感因素:(对

目标的)控制 、拥有感 、有趣 、沟通 、在场景中学习 、以及场景的

连续性。控制 、拥有感和与同伴沟通可以解释为什么移动学习

“有趣”。 “在场景中学习”和 “场景连续性”也是拥有感和控制

的要素 , 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特征使学习更容易 、更有效

(Laurillard2007:156-157)。教育越来越以学生为中心 , 学生不

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成为教育的主体。Downes(2006)认为 “学

生拥有教育”, 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学生 “自己创建内容”的场景。

移动技术支持真正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 如何保持学习者

的动机, 增强学习者自主性成为移动学习突出的研究问题。

3　移动语言学习:从 CALL到 MALL

Warschauer和 Healey(1998)在经典的《计算机和语言学习

综述》一文中 , 把 CALL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行为主义 CALL、

认知主义 CALL和整合式 CALL。在该文中 , 二位作者指出 , 尽

管认知主义 CALL与行为主义相比有很大进步 , 但 CALL仍然

没能对语言学习的主要因素做出重要贡献。 此时 , 在语言教学

领域 ,也正在对交际教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 , 许多教师从

交际教学的认知视角转向更社会性或社会认知的视角 , 更加重

视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使用(languageuseinauthenticso-

cialcontexts)。任务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和内容教学法都谋求

把学习者置于真实的语言环境中 , 并且把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多

种技能整合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 , 整合式 CALL就应运而生

了。整合式 CALL不仅整合听 、说 、读 、写各种技能 , 而且谋求把

技术整合到语言学习过程中。在整合式教学法中 , 学生不再每

周一次去计算机实验室完成孤立的行为主义的或交际的练习 ,

而是把学习使用多种工具作为其语言学习和使用这个持续过

程的一部分。

上文还指出 , 行为主义 CALL的技术是大型计算机 , 认知主

义 CALL的技术是个人电脑(PC), 整合式 CALL的技术是多媒

体联网计算机。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 , 移动设备集成了

多种技术 , 不仅具有多媒体联网计算机的功能 ,还具有情境敏

感性 ,支持多种学习活动同时进行 , 而且移动设备更加个性化。

相比整合式 CALL而言 ,移动技术的这些特性使移动设备可以

“无缝地”(Seamlessly)融入语言学习过程 , 以至成为语言学习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Pettit＆Kukulska-Hulme(2007:649)在

总结移动技术为学习带来的好处时引用了 Cochrane(2005)移

动学习 “革命”的说法 , 认为移动设备具有高度的个性化 , 然而

与此同时又能让我们与其他人分享想法和信息 ,而且它们提供

了随时随地的存取 , 因此移动技术为学习提供了解放和更大的

灵活性。移动语言学习也大有为语言学习带来革命的潜力。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 有两种主要的学派:认知派与社会

派(Zuengler＆Miller2006:35-58, Larsen-Freeman2007:773-

787, 文秋芳 2008:13-20)。认知派批判了行为主义语言观 , 而

把二语学习者看成有思维能力的独立认知个体 ,研究学习者个

体的语言学习过程以及中间结果(中介语)。社会派将语言学

习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下讨论 , 中介说认为语言是人发展的重

要符号工具 , 脱离人的过去历史以及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无法

研究语言的特点与规律的;内化说主张人的意识与认知是社会

化和社会行为的终结产品。儿童认知发展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为社会交际活动 , 第二阶段为个体内部心理活动。社会交

·23·

田剪秋: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际活动先于个体的心理活动。这种从外部 、人际间的活动形式

向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换就是 “内化”。 两种学派进行了

长达 20年的争论 ,终未达成定论。实际上 , 语言学习正是比较

复杂的社会交互和个体心理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移动设备

具有高度的个性化 , 可以实现认知派的理想语言学习 , 与此同

时又能让我们与其他人分享想法和信息 , 可以为社会派的理想

语言学习创造条件。因此 , 从两派的观点看 , MALL都是理想的

语言学习方式。随着 MALL的发展 ,移动技术提供的学习条件

得到充分应用 , MALL很有可能化解两种学派的论争。

Willis(1986)认为语言学习有三个必要条件:与目的语及

其文化大量接触 , 在比较真实的环境下使用语言 , 以及具有充

分的动机去实践这种语言。在目的语是外语的环境下 ,比如在

中国学英语 , 要达到这几个语言学习的条件并非易事。胡壮麟

(2007:65)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召开的 “首届中青年学者

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号召教师在教学中去创造目的语

语境 , 把习得的概念延伸至四个技能和语言知识 , 从而发展二

语习得理论 。 Price(2007:34)指出 , 移动技术不仅仅提供了

“随时随地”的学习 , 而且能够以多种方式实现物理世界的 “电

子扩展”(digitalaugmentation)。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

情境敏感性 , 在学习者所处的场景用移动设备提供相关的目的

语资源 , 为学习者创造类似二语习得的环境。移动技术实现的

电子扩展还可以包括跨越时间和空间提供学习者的信息和数

据 , 为学习者提供跨越时空与母语者或其他学习相同目的语的

学习者交流的真实的环境 , 给他们充分的动机去实践目的语 ,

帮助创建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 , 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此外 , 语言学习中的某些过程 ,如词汇学习等 ,便于以小的

学习单元重复进行 , 移动技术除方便提供这样形式的学习单元

之外 ,还可以在学习者闲暇时随时提供 , 这是其他技术无法取

代的优势。从社会为教育提供机会的角度看 , 由于移动设备为

大多数人所拥有 , 这样原来不具备正式课堂学习机会的人也可

以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语言学习 , 这使得语言学习可以成为人们

终身学习的内容。

MALL与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不同 , MALL

使用个性化 、便携的设备 ,使新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 , 强调学习

的延续性 、存取的自发性和即时性以及在不同情境中使用的互

动性(Kukulska-HulmeandShield2008:273)。由于这些特性 ,

移动技术具有为语言学习创造理想条件的潜力。

4　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

4.1　国外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

欧洲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期刊 ReCALL于 2008年 9月出

版了移动语言学习专号(ShieldandKukulska-Hulme2008:249-

252), 可以认为这个专号代表了国外移动语言学习研究的水

平。专号中有一篇综述文章(Kukulska-HulmeandShield2008:

271-289),对 MALL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 , 综述中涉及研究情

境(正规还是非正规 ,教师还是学生主导 , 内容驱动还是设计驱

表 1　国外 MALL研究现状总结(改编自 Kukulska-HulmeandShield2008:286-287)

设备 活动 媒介 个体 合作 路径 示例

移动电话

短信:管理

短信:词汇

短信:小测验

电子邮件

视频剪辑

网络留言板

指导

媒体板

文本

文本

文本

文本

视频

文本

语音

文本 /图形 /语音

√

√

√

√

√

√

√

√

—

—

—

—

—

√

—

√

T->L/L->T

T->L/L->T

T->L/L->T

T->L/L->T

T->L/L->T

T->L/L->T/W->L/L->L

T->L/L->T

T->L/L->T/L->L/W->L

Dias(2002a, 2002b)

Levy＆Kennedy(2005)

McNicol(2005)

Thorton＆Houser(2005)

Thorton＆Houser(2005)

Dias(2002a, 2002b)

Choetal(2004)

JISC(2005)

移动电话 +互动电

视

通过 SMS/ WAP / iTV

进行非正规语言学习

互动电视

文本
√ — iTV->L Fallahkhairetal.(2007)

手持计算机

语法练习

共时聊天

读诗歌

听诗歌

文本

文本

文本

音频

√

—

√

√

—

√

—

—

W->L

T->L/L->T/L->L

W->L

W->L

Samuels(2003)

平板电脑 朗读
文本和音频 /计算机

辅助测试
— √ L->T, L->L Lanetal(2007)

MP3播放器

听歌曲

听播客

听第二语言母语者

听反馈

录自己的工作

音频

音频

音频

音频

语音

√

√

√

√

√

—

—

—

√

√

W->L

W->L

W->L

W->L

L->W->T

Belanger(2005)

任何设备 用户创建内容
音频 /视频 /文本 /图

形 /语音 ,等
√ √ L->L, L->T, T->L Stanley(2006)

　　注:T———教师 , L———学习者 , W———网络 , iTV———互动电视 ,音频是指听力材料 ,语音是指口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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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用设备 、活动类型(个人还是合作)以及使用的模态(文

本 、音频 、视频 、语音)等方面。由于该综述中提到的大多数研

究在马俊波(2007:30-36)中都有提及 ,这里将不论述具体研究

的细节 , 而是用表格的形式把 Kukulska-Hulme和 Shield综述中

提到的研究做一归纳 ,并介绍综述的基本框架和结论。

Kukulska-Hulme和 Shield把 MALL研究分成两类:一类是

以内容为基础的 , 即开发学习活动和学习材料;另一类集中研

究适合移动设备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活动的设计问题。前者常

常关注与学习课程相关的比较正规的学习场景 , 而不是独立的

语言学习 , 而后者更倾向于移动学习的 “非正规 ”特性。 第一类

的研究通常把移动设备作为向学习者提供内容的工具。 Peters-

en和 Divitini(2004:169)说这些研究 “很少或不把重点放在在

学习者能够与其他学习者或群体交互时提供能够促进学习过

程的支持” ,他们的重点是 “传统的教育范式 , 即教师向学习者

提供材料”(2004:172)。第二类研究的重点是方案(approach)

设计 , 在这些方案中 , 学习者能够定义他们自己的学习甚至向

其他学习者提供材料的方法。

Kukulska-Hulme和 Shield的结论是:目前 MALL还处在发

展初期 , 大多数 MALL的活动都是以电子测验 、语法操练和词

汇表为主的早期 CALL的翻版。但是现在使用 MALL的教学思

路和学习活动的范围在以很快的速度发展 ,在两三年的时间里

已经从纯粹的师生交流和以文本为基础的模式转变成开始支

持多媒体 、合作听说活动以及给学习者提供更多通过共同建构

知识来解决问题和填补信息差距的模式(2008:283)。

4.2　国内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

国内主要有两类群体在进行移动语言学习的活动:一类是

教育技术领域 , 有几所大学的教育技术学专业有移动英语学习

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罗耀华 2006,王珏 2007, 陶丽 2008, 朱卫

平 2008)。另一类是商业机构或商业机构和出版机构的联合 ,

包括移动通信提供商(如中国电信)和移动终端制造商(如诺基

亚推出 “行学一族”系列手机)与教育培训机构或出版和广播等

媒体合作提供学习内容 , 例如诺基亚专门开设网站提供新东

方 、外研社 、BBC、VOA等移动学习课程(Nokia2007)。

第一类活动主要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开展研究 , 主要强调移

动英语学习系统的设计 ,除了陶丽(2008)一篇提到用户使用意

见之外 , 其他均未提及用户反馈。虽然有些系统除了词汇 、阅

读 、视频等内容提供模块之外 , 还设计了讨论区等模块 ,但具体

的实施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第二类活动主要是商业实践 ,移动语言学习课程通常由教

育培训机构或媒体提供。移动语言学习主要被移动通信提供

商和移动终端制造商作为对其主营业务的营销手段 , 很多移动

语言学习课程免费提供给用户。这方面的实践活动目前尚未

见效果报道。

这两方面的活动都对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 但

尚需扩大使用范围 , 并对使用者和学习效果进行细致的分析和

研究。

2008年 , 在第五届 IEEE无线 、移动 、泛在技术在教育中的

应用国际会议上 , 北师大教育技术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论文 , 介

绍了他们使用掌上学习机在小学开展交际移动英语学习的研

究(Liuetal2008:60-64)。他们设计了个体学习 、家庭学习和

学校学习三种教学模式 , 并用实验数据证明了教学模式的有效

性。最后 ,他们对今后的移动语言学习提出了以下期望:提高

学习资源质量 , 改善对学习者的支持和服务 , 加强学生之间的

互动 ,以及提高设备的性价比。作为国内首篇在国际上公开发

表的移动语言学习论文 , 这篇论文为今后移动语言学习研究具

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5　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趋势

移动学习正在经历快速的演变。最初几代的移动学习项

目往往倾向于由教育工作者和技术专家正式设计和提议的活

动 ,以及使用最新的尚未广泛普及或人们尚不太了解的技术。

而目前 ,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 , 学习者日益主动参与到能满足

他们需求和使用场景的学习活动中。更多新近的研究把移动

学习中学习者的移动性 , 而不是移动技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者也常常强调移动学习的非正规方面(Kukulska-Hulme

andShield2008:272-273)。

在移动语言学习的开发中 , 首先要考虑移动学习者与网络

学习者不同的需求。 Morita(2003)指出 , “网络训练系统(Web-

basedtraining, WBT)假定学习者会专门花时间在电脑前学习 ,

而移动学习系统(Mobile-basedlearning, MBL)应该假定学习者

不会专门准备时间来使用网络学习系统学习;学习是发生在他

们的闲暇时间 , 比如等候时间”(2003)。 Trivanova和 Ronchetti

(2003)在讨论 Stanford大学的研究(TomorrowsProfessorList-

serv2001)时 ,重新提到了正规 /非正规学习以及学习者可以用

来参与移动学习的时间。和 Morita一样 ,他们指出用于移动设

备的语言材料应该设计合理 , 并且要通过提供 “短(30秒至 10

分钟)的学习模块”来利用移动学习者 “高度片状”的注意力。

此外 , 要充分发挥移动技术的优势 , 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

关注:

一是内容提供的个性化。内容提供的个性化是保证学习

者动机的重要因素 , 目前有些移动语言学习系统已经开始使用

智能手段实现内容提供个性化。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Stockwell

(2007:365-383)把使用移动电话进行词汇学习与一个 “智能学

习指导系统”连接起来 , 智能学习指导系统为每位学习者建立

档案 ,记录学习者学习词汇的活动并进行分析 ,利用分析结果

增加向学习者发送困难词汇的词汇 , 帮助学习者学习词汇。

ChenandChung(2008:624-645)介绍了他们开发的个性化移

动英语词汇学习系统。他们应用项目反应理论和记忆周期理

论 ,根据个体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和记忆周期推荐合适的英语词

汇供学习者学习。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他们的系统能够促进

学习效果的提高和增强学习者的兴趣。这两项研究都是针对

词汇学习的 , 今后随着移动语言学习内容的丰富 , 个性化将成

为更具挑战性的研究问题。

二是社会交互功能的完善和利用。 要实现成功的语言学

习 ,课堂内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 需要大量的课外学习或习得

活动进行补充 , 学习社区对语言学习者在合适的场景中学习和

实践语言非常重要。 Petersen等(2008:361-379)在 ReCALL期

刊的 MALL专号中描述了他们使用移动博客来支持挪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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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者在法国游学期间的语言学习。他们在研究中发现 , 尽

管博客长于支持已经存在的社区 ,但在支持和培养新社区方面

则较弱。他们引用 Nardi(2005:91-130)的观点 , 认为移动社区

软件不仅应该考虑如何支持成员交流 , 而且应该考虑如何在社

区成员之间建立一种 “联络感”(feelingofconnection)。这种联

络感对于社区成员的持续互动非常重要 ,需要加以培养。联络

不仅包括在讨论的话题领域分享和发展想法 ,而且包括情感上

的 “不孤独”(notbeingalone)和互相支持的感觉。一种叫做知

悉系统(awarenesssystem)的软件已开始用于加强社区软件的

联络功能(IJsselsteijn, vanBaren＆VanLanen, 2003:924-928),

这种加强学习社区中学习者之间联系的技术也将成为移动语

言学习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是情境敏感的学习。情境敏感的学习始于博物馆学习

项目。在 Proctor和 Burton(2003:127-130)以及 Zancanaroet

al.(2003:76-77)中 , 博物馆通过定位功能 , 向参观者的移动设

备上发送参观者所在地展品的多媒体信息。在语言学习领域 ,

Ogata和 Yano(2004:27-34)在描述他们的一个叫做 CLUE的系

统中提到了情境敏感性的问题 。CLUE是一个计算机支持的泛

在语言学习环境 , 它与环境中的传感器互动 , 为日语学习者提

供他们所在情境下的得体的礼貌语言。 Ogata和 Yano是在二

语环境下为学习者提供支持 ,在外语环境中 , 比如在我国的英

语学习中 ,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情境敏感性 , 在学习

者所处的场景用移动设备提供相关的多媒体目的语资源 , 为学

习者创造类似二语习得的环境 ,从而促进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未来语言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语言学习理论与移动

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找到合适的方法确保语言学习高度情境

化 、个性化 、协作式 , 实现持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 ,换言之 , 如何

实现真正的以学习者为中心并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的学习。语

言教师需要适应从一个知识传授者到学习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对于那些接触不到语言教师的学习者 , 应为他们开发越来越多

地供自学使用的资源以及指导自学及加入移动语言社区的学

习方法。当移动语言学习把外语学习变成如二语习得 、甚至母

语习得一样自然的时候 , 移动语言学习也就取得了真正的

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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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AssistedLanguageLearning:AnAnalysisofits
CurrentSituationandTrendofdevelopment

TIANJian-qiu
(EnglishDept., Peking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Ascommunicationtoolsthatareportableandpersonal, mobiledevicesarebringingaboutarevolutionin
education.Languagelearningisanareaofeducationthatisparticularlysuitableformobilelearning, thereforeMobile
AssistedLanguageLearning(MALL)hasbecomeafast-growingfieldofresearch.Thispapergivesabriefintroductionto
mobilelearning, analyzesthechangesmobiletechnologygivestolearningingeneralandlanguagelearninginparticular,
reviewsthecurrentdevelopmentofMALL, anddescribesthetrendsofdevelopmentfor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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