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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教学生态链模型的建构与阐释
——基于扎根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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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research carries on an in-depth 
content analysis and documents encoding on core theses in ESP teaching from 
the CSSCI databases, and constructs an ESP teaching ecological chain system 
by applying the teaching ecological theories, which involves the ESP teaching 
ecology, teachers’ ecology, teaching material ecology and ESP external environ-
ment. The ecological theories like the holistic association effect, flowerpot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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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ing factor, dynamic balance, law of tolerance, etc. are used to explain this ESP 
teaching chain system. Th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are that ESP teaching 
can be implemented moderately in a dynamic balance by exploring the evolving 
teaching factors from the overall relevant perspective, breaking the flowerpots 
effect and finding the limiting factors.
Keywords: ESP teaching; grounded theory; content analysis; ecology 

一、前言

ESP教学进入国内快三十多年了，发展的道路一直是举步维艰，争
议不断的。争议的焦点首先是关于大学英语的定位问题。以秦秀白、陆
俭明、蔡基刚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大学英语教育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应
该转型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理由是现在的学生英语教育水平提高了，
高中阶段就完成了英语基础教育，进入大学应该更多地进行学术教育或
运用英语在某学科领域进行学术研究。而杨枫、孙凌等人则认为大学英
语应该坚持通识英语教学的核心地位，ESP教学只能为辅，只能是选修
性质的。正是这种对ESP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ESP教学一直不温不火。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关于 ESP 师资到底是应该由专业教师还是大学英
语教师来承担的问题。专业老师会存在语言障碍问题, 而英语老师则
存在专业知识方面欠缺的问题。理想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懂英语交流的复
合型ESP教师则正是ESP教学顺利开展的瓶颈之一。ESP教学遇到的第三
个争议就是关于教材问题。由于偏见和误解，很多人一直把专业英语视
为专门用途英语，出版的教材都是偏重于专业知识的介绍，对于很多
从事英语教学的老师来说理解上有很大困难、从心里上抗拒和排斥使
用。ESP教学遇到的第四个争议就是关于教学方法。许多人认为，ESP教
学就是全英教学，就是运用英语讲授学科专业知识。还有些人折中地认
为既然全英教学有难度，那就双语教学吧。ESP的误解还在于把通识教
育和ESP对立起来，认为应该先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然后再在高年级
进行ESP教学。

本研究认为所有这些争议和误解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看到的都只
是问题的局部方面，没有站在系统全局角度上，从根本上来看，ESP教
学应该是系统结构上的问题，导致了ESP始终在大学英语教育转型中没
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快速的发展。为此，本文想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和
内容分析法从权威核心文献中寻找关于ESP教学论述中的每一个环节和
要素，构建概念模型，并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来系统全面梳理和分析ESP
教学生态因子、生态因子间逻辑关系、生态体系、生态平衡等问题。从
教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基本原理和规律来探寻解决ESP教学
所面临的困境问题。

Lai Xiaochun, Zhang Li ◆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SP Teaching...



64 Образование ◆ Education ◆ 教育

二、ESP教学生态体系的构建

生态学主要是研究生物种群间以及种群与环境间相适应的关系。它
关注的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以及生物在系统中的生态位问题。生态系
统强调的是系统中各个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生态平衡强
调的是能量、物质、信息等在系统中各个因子间流动、循环和传递的关
系。生态位主要是指各个生物要素相对于其它要素在系统中所处的时空
位置、角色定位和功能等[1]。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
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人口失衡等问题，人类
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从生态学角度来研究这些社会问题[2]，而一些教育
学家们也从7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学原理来研究教育的生态问题，Cremin 
(1976) 在其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的概念”。陈
坚林（2010）将教育生态学理论引入中国的外语教学，提出用生态学视
角来重新审视我国外语教学生态系统。特别是研究教育系统中的人、教
育活动、教育环境三者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教育的内在规律。

ESP教学作为外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往从生态学角
度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对于它的内部生态因子分析、生态因子间逻辑
结构关系、生态规律以及生态链的建构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ESP生态链模型的构建实践

（一）扎根理论的简介

扎根理论是由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Barney Glaser 和Anselm 
Strauss 于1967年在其专著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中提出的，其方法的形成一方面是来源于美国的实用
主义，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在问题解决中产生方法；二是来源于芝加哥
社会学派，该学派广泛使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强调
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3]。该方法主要
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
研究者直接通过访谈或文献阅读方法来搜集资料，再运用科学的方法对
资料进行归纳、演绎、对比和分析形成概念，相关的概念再范畴化，最
后在范畴间建立逻辑关系从而构建理论模型。本文具体研究思路：先选
择合适的语料，对语料进行开放式的编码（coding），再把重要的语句
运用概念化词语贴上标签、并就相同性质的概念进行归类形成副范畴，
在众多的副范畴中寻找主轴进行主轴编码形成主范畴，在主范畴中进行
选择性编码从而形成核心范畴构建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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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扎根理论的ESP教学生态链构建的研究技术路线

（二）语料的选择－基于CSSCI期刊数据库

本文资料的收集主要来源于已发表的关于ESP研究的期刊文献。该
方法的优点在于：（1）文献来源于核心期刊专家观点，具有权威性、
系统性、公正性。（2）现有的文献为本领域历年来的研究发现的总
结，数据具有完整性和可靠性。（3）文献分析法可以克服深度访谈、
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存在主观偏见、调查人员的采访的随意性，样本容量
不足，理论饱和度等缺点[4]。

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数据库中，文献类型包括硕博论文、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等，其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为核心期刊CSSCI数据库。因此
本文选择C刊作为文献来源，以“ESP教学”为关键词共检索出1998年到
2020年间共180篇相关文献，通过文献初步阅读筛选，除去与ESP教学主
题关联较小的文献，最终剩余153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人次深度阅
读。

（三）范畴的提炼与编码

1．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就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下对文
献资料进行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 [4]。所谓的概念化
（concepts）就是对个别事情、事件、或现象贴上概念性标签。而所谓
的范畴化（category）就是一组概念的集合，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概念而
发现他们都涉及同一现象时，就可以把这些概念聚拢成为同一组的概
念，并对这组概念进行抽象化的命名，这种概念统摄就称为范畴。本
文数据编码就是对所收集的153篇相关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围绕“ESP教
学”特质进行分层编码，并逐层抽取概念，然后再根据概念间逻辑关系
进行范畴化。对于ESP教学特点的编码有原文编码和关键词编码两种
方式[4]。即当原文本身就对ESP教学做出精炼表述时就直接采纳原文表
述进行编码，当原文对“ESP教学”描述较为详细，无法直接采用原文描
述时就通过关键词的方式对原文概括性编码。编码的顺序为原始语句
用a1、a2…，范畴化用aa1、aa2…，副范畴用A1、A2…，主范畴AA1
、AA2…来进行标识。这个过程共捕获158条初始概念。并在此基础上
提炼出大学英语定位、ESP定义、ESP教师知识构成、ESP教学模式等33
个范畴，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仅略选部分编码示例(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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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SP教学文献的开放式编码分析部分示例

2．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所获得的初始范畴按照潜
在的脉络或逻辑关系做进一步聚拢归类，最终形成范畴间潜在逻辑关系
[5]。通过归类共得出12个副范畴和六个主范畴（ESP理论体系、ESP教学
生态环境、ESP教师发展生态、ESP教材建设生态、ESP课堂教学和ESP
教学生态链）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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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SP主轴编码结果

3．选择性编码及ESP教学生态链结构模型的生成。选择性编码是选
择核心范畴（Core Category），并将其系统地与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
副范畴加以联系，从而建构概念体系形成“故事线”（Story Line）。基于
本研究的目的，结合从原始材料到主范畴的反复比较、分析和整理，最
终将ESP教学生态链作为核心范畴。而围绕ESP教学生态链这一核心范畴
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ESP教学生态链是由ESP教师发展生态、ESP教材
建设生态、ESP课堂教学生态三个主要维度构成，是在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和受国际ESP教学成功转型启示的大环境下，以ESP教学理论和教育
生态学理论来重新定位和设计大学英语教学中各个环节，为大学英语教
学向ESP教学转型找到出路。（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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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SP教学生态链结构模型
虚线箭头表示知识、能量、信息的传递

（四）ESP教学生态链结构模型的阐释

1．ESP教学生态环境。ESP教学在我国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外部和
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港澳台、新加坡、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英语教学成功实现了ESP转型，他们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为我国大学英语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作用。内部原因主要是
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需要。首先，我国英语基础教育阶段过程太
长，过去十年，英语启蒙教育普遍前移，大部分城市幼儿园阶段就开始
了英语教学，英语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了仅次于语文、数学的课时
和重视地位。中学阶段学生已经完成了基本英语听、说、读、写、译等
能力培养，沿用了几十年的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程也应该进行改革、结
合学科专业发展来开展英语教学，以满足国家、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其
次，从文献来看ESP教学内部生态环境主要是生态位问题，也就是有关
ESP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因
子间结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通识英语教学的核心地位不可改变，ESP
只能为辅[6]，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新定位，主流应该
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通识英语应该向学术英语转型[7]。第三，《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明确指出，需要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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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人才”和服务于地方的应用型人才，基于培养目标和需求分析的基
础上，英语教育必须适应人才的需求，调整授课内容和发展的战略方
向。

2．ESP理论体系。ESP理论体系主要涉及到ESP与其它教学的区
别、ESP理念和特征、ESP的演化三个副范畴。ESP与其它教学的区别是
由对ESP的误解和ESP教学的标准两个构念组成。对它的误解主要有把专
业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先进行通识英语学习后才可
以进行ESP教学；认为ESP和通识教育是对立的。而判断ESP教学的标准
是看它是否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是否建立在需求分析基础上的。ESP
理念和特征主要包括ESP定义、ESP特征两个构念。ESP是基于学习者需
要，对学术目标和专业群体进行有效参与的一种语言学习方式[8]。ESP
的演化由ESP 发展的阶段和 ESP分类两个构念组成。ESP发展经历了语域
分析、语篇分析、目标情景分析、技能与策略分析和以学习为中心五个
阶段[9]。ESP形成了通用学术英语和专门学术英语两大类。

3．ESP教师发展生态。ESP教师发展生态环境是由ESP教师发展的
困境和ESP教师发展的途径两个副范畴所组成的。而ESP教师发展的困境
主要是由大学英语教师现状、ESP教师现状、ESP教师知识构成要求和
教师转型态度和意愿四个构念所组成。大学英语教师的现状是普遍比较
年轻、技术职称不高、学术研究不足、安于现状、缺乏对自身的职业生
涯明确的规划。而ESP教师的现状是合格的ESP教师匮乏，目前主要由两
类教师来承担：一类是大学英语教师，另一类是专业教师。他们要么缺
乏专业知识要么就是英语语言表达有障碍。ESP教师知识结构主要由英
语知识、专业学科知识、相关ESP理论和教学法三方面构成。教师转型
态度和意愿对于教师的自我发展和培养非常关键，许多英语教师对于重
新学习一门学科专业知识特别是理工科知识具有排斥性和恐惧感，而一
些专业老师对于运用英语授课也是充满着畏难的心理，从事ESP教学的
决心和毅力也不强烈[10]，而每年的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的硕、博士生的教
育又都偏重于文学和语言学方向，也不能够满足ESP师资的需求。要改
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打破这种教师培养上的固步自封、各自为政的现状来
培育合格的ESP教师。ESP教师发展的途径主要由ESP教师角色的定位和
ESP教师发展模式两个构念组成。ESP教师的角色定位应从过去师徒相授
关系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服务者、管理者、设计者、评价者
关系。ESP教师的发展模式主要由现有教师转型模式和ESP硕、博士研究
生培养两种途径。现有教师转型发展模式有校本研修、网络在线教育、
与专业教师合作等方式。ESP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培养“英语+
专业”复合型教师为目的，所招研究生也以跨专业本科生为主。

4．ESP教材建设生态。ESP教材开发是另外一个对教学起着重要影
响的局部生态环境，主要由ESP教材建设的困境和ESP教材开发的路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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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副范畴构成。ESP教材建设的困境主要包括ESP教材建设的主要问题
和 ESP教材的基本分类两个构念组成。ESP教材基本类型分为学术型和
应用型两种，其中学术型英语教材又有通用学术和专门学术英语教材，
应用型教材有专业英语和行业英语教材之分。ESP教材建设的主要问题
有选材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脱节，内容实用性和时效性差，学科的
专业性、学术性、应用性不够，教材的研发相对滞后，满足ESP教学需
求的符合中国情境的教材不多。ESP教材开发的路径主要由 ESP教材建
设理念、教材编写原则、教材编写的策略和方法、ESP教材编写步骤、
教材评价等五个构念组成。ESP教材建设理念为以学习为中心；教材编
写的基本原则为实用性、系统性、知识性、趣味性[11]；ESP教材编写策
略是基于中国情境下的学习者和企业需求分析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材
料、设计合适的教学任务进行编写而不是拿着国外舶来品进行教学；最
后，ESP教材的评价也应该是有一套评价的标准，设计评价量表，采用
定量加定性评价、主观加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模式。

5． ESP课堂教学生态。 ESP课堂教学生态环境就是关于教
学活动研究的问题，主要有ESP教学的困境、ESP教学的路径两
个副范畴。ESP教学的困境主要由 ESP教学应用领域 ESP教学现
状两个构念组成。 ESP教学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为了增加学生
的国际竞争能力，高校除了英语专业外都开设本专业的 ESP教
学，例如大学理工科、科技英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高职英
语、研究生英语等。而ESP课堂教学的困境是各个高校关于ESP
教学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模式落后、多数采用 
“阅读+翻译”的程序化教学方法。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重新设计ESP
教学路径。ESP教学路径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法、课程设置、课堂的设
计、ESP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等构念，首先从教学理念上树立以学习为
中心，重视语言与内容的融合、采用交互式理念或云计算理念。在教学
方法上，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语域分析法、语篇分析法”向交际
法、浸没法、双语教学法、全英教学法、专题教学法、认知教学法、以
及慕课教学法演进。在课程设置上细分为通用学术英语和专门学术英语
两大类，其中通用学术英语进一步分为为学术阅读、学术写作、学术听
说英语等。在教学模式设计方面，主要有“教学模块设计的双语教学模
式”、“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题的双主模式”、“基于网络和多媒体的翻
转课堂模式”、“慕课教学模式”、“在线协作探究学习的教学模式”、“基于
语料库的数据驱动教学模式”和“云计算下的互助合作的工作坊模式”等。

6．ESP教学生态链。正如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与环境之
间所构成的生态关系一样，ESP教师发展生态、教材建设生态、课堂教
学生态等子系统都是作为ESP教学生态链上重要节点，他们相互作用、
相互依赖、相互促进。ESP教学的总体规划和应对策略应该是建立ESP教
学生态链的观念，在明确ESP教学定位的基础上，做好需求的分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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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ESP教师培训系统，加快中国情境下的ESP教材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建
立ESP网络教学资源库和教学平台服务于ESP课堂教学。

（五）ESP教学生态链结构模型所遵循的原理

1．ESP生态学的整体关联原理。整体关联是生态学最基本、最突
出的特征之一。构建ESP教学生态链系统，就是要把ESP教师发展生态、
教材建设生态、课堂教学生态三个维度从整体上关联起来，运用系统生
态链的理论，从全局高度来审视ESP教学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平衡角度
来考察ESP教学中的各个生态因子的成长，以及系统中的有机体（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有机体与各种无机体（教材、教学设备、教学理
论、教学资源）以及周围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关系。

2．ESP生态学的“花盆效应”与局部生境原理。生态学的“花盆效应”
又称为“局部生境效应”，是指人为地在花盆这样一个小小自然生态环境
中培养花卉，花卉也能够正常地生长、开花结果，但它的发展空间受
限，所依赖的水分和阳光等环境也是受限的，一旦离开这些生长环境，
花卉生长就会枯萎死亡[12]。ESP教师发展生态、ESP教材建设生态、ESP
课堂教学生态作为ESP教学生态链中的三个重要局部生态系统，一方面
都有各自内在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脱离整个
大的ESP教学环境，如果不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和知识信息的传递来封
闭地搞教学、教师培训和教材开发是培养不出万年松的。所以谈ESP教
学不能禁锢在教学本身上，必须打破花盆效应，始终保持系统内外开放
的状态，进行知识、能量、信息的交换。

3．ESP “限制因子定律”。影响生物发展的各个因子中有些是起关
键作用的被称为限制因子。ESP教学生态链系统中，教师、教材、课堂
教学三个子系统都存在着上文中所提到的发展中的困境和限制因子。
根据木桶原理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木桶的容量，教师发展如果不能满足
教学需求的话就会限制整个ESP教学发展的高度，同样的，教材开发滞
后、没有适应需求的教材也会桎梏ESP教学的开展。

4．ESP生态学动态平衡原理。自然界生态平衡主要是指生物与生
物间、生物与环境间不断进行能量、物质的循环，在动态环境中不断调
整自己，适应环境从而使系统维持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13]。ESP教学生
态链要保持动态的平衡，首先就是要找到各个生态因子间和睦相处、相
互兼容的关系，抑制不利因素，当生态环境发生变动时，让每个生态因
子都找到合适的生态位、让系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平衡非常重要。大学
英语目前正处于变革时机，改革和创新是趋势，ESP教学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的生态位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和学生作为英语教学中的两个关键的
生态因子，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生态位，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大学英语
教师应该明确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化，重新定位自己职业发展方向，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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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国家、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向ESP教学方向进行转型。课堂教学环境
也应该由原来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新型师生
互动合作关系转变。教学上要学会运用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互联网学习
平台、慕课和翻转课堂等新的教学手段。同时要形成教师生态系统、教
材生态系统和教学系统间联动效应，共同维持整个教学生态链的动态平
衡。

5．ESP生态学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生态学中的耐度定律指的是
生物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都有一个最适宜的生长阀值，超出这个生长空
间的上限或下限，生物就有可能面临灭亡[14]。这个最适宜的生长阀值就
是生物生长最适度法则。ESP教学生态链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耐度定律。
教师的发展、教材的开发、教学规律的运用都必须适度。每个学校也应
该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相应定位，适度进行ESP教学、适度进行教师
转型培训和教材开发。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过去30年关于ESP教学的相关文献进
行梳理，运用扎根理论，以ESP教学为关键词，提炼出与ESP教学相关的
概念语句，再对这些概念语句进行编码归类形成范畴。然后把这些范畴
进一步升华为主范畴和核心范畴并结合生态学理论最终形成ESP教学生
态链模型的构建。从教育生态学角度对模型进行阐释。我们得出以下结
论和建议：

谈ESP教学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ESP教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停
滞不前，遇到一些瓶颈和挫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ESP教学与ESP师资培养、ESP教材开发以
及ESP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

ESP教学必须打破花盆效应，找出限制因子。在搞好关键因子局部
生境的发展同时，切不可以闭门造车，必须加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能
量、知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系统中总会存在一些限制性因子阻碍系
统的发展，找到系统短板才能够提升整体的发展高度。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必须是在动态的平衡中进行改革，ESP教学的采
纳必须采用适度原则。既要敢于向传统大学英语教学中落后的不合时宜
的方面动刀子，又要反对不顾实际一窝蜂的冒进行为。ESP教学必须是
在多方面的配套环境支持下适度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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