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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6_96_B9_E5_c8_176025.htm 主持人说：各位网友下

午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北

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周成刚老师，以及北京新东方学校基础英

语部听力口语部主任听力口语专家李莘老师。为大家讲解一

下英语听说方面的问题。现在根据议题让两位老师先介绍一

下，新东方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英语培训中心，请老师谈一下

新东方在听力和口语培训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 李莘说：新

东方从1996年成立了听力口语部以后，从应试转到听力口语

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在96年的时候，全国的学子们没有意识

到口语的重要性，那时候新东方已经开始了，到04年的时候

，我们在听力口语方面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路子，比较

适合中国学员按照自己的问题去克服自己的问题，练习自己

的口语和听力，最重要的品牌是4＋1的听力口语的方法。北

京新东方学校听力口语项目主任李莘老师 主持人说：中国学

生在学习口语的时候词汇量特别大，听力和口语特别差，存

在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成刚说：我觉得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中国的同学非常擅长于考试，第二，社会和教育

的体系制度也很注重考试。考试是衡量一个人素质的手段，

现在英语要考高分，不仅要有雄厚的词汇基础，英语听力口

语也越来越重要。但中国学生在英语的听说方面不是很好，

这是有几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中国传统上比较注重的是阅读

和写作，而不是注重听说的培训。从我们早年开始在小学、

中学里面接受的教育，老师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差。随着



国际交流越来越多，人们突然间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

很多的口语，需要很多交流简单的英语跟世界去接触，跟外

国朋友去交流，跟上司交流，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有欠缺的

地方，一下子显得更加突出听力口语的问题。 网友：我是一

名师范学院的学生，不久的将来要成为教师了，我的口语并

不怎么样，我希望作为一个教师怎么样能够更快地提高口语

方面的技能？因为我在山区农村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给

我什么样的建议呢？ 周成刚说：我个人觉得现在学英语在东

南沿海城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已经

是同步了。问题是这个老师在山区条件可能会相对差一点，

如果他能够上网的话，在网络上能够听到很多国外的电台、

新闻媒体的英语的文章.同时，如果他家里面有一个DVD

、VCD的机器能够看外国的影片有很大的帮助。有这个条件

以后，还需要两点，一个是经常说的学习要坚持一个漫长的

过程，但是如果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在里面的话，毅力

加方法成效会更快一些。 李莘说：因为这个同学是要成为老

师的，可能你要在学习英语或者是口语方面，要不断地问自

己，你的英语能不能总结一些东西，比如口语你未来教学生

教什么，你比如教语音、句型，这方面能不能一闭上眼就把

这个东西想得很清楚。如果再深一点 ，你如果想保持自己的

状态，一是可以上网，可以看一些电影的材料。还有要保持

自己的口语状态，可能你没有机会跟外国人面对面，但是自

己能不能模拟电影的片断，在模仿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调的模

仿，这个过程是不能间断的，作为口语的练习者和老师都不

能间断的，否则感觉是练不出来的。在新东方口语要练出一

个感觉，口语的学习是一个立体的学习，要通过你的语音和



语感把句型表达出来，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语境想象。我们

在新东方非常强调这种学习方法。 网友：因为下一个月就是

四级考试了，在最后的关头，考前听力还是很差，听得越多

感觉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不多的时间里面，应该怎么样

去提高听力？是否应该放弃？ 周成刚说：我觉得听力在四级

和六级考试中很重要的部分，不能随便地放弃。如果在某一

些方面能够获得高分，可以相对用一些侧重点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同学会觉得听了以后会烦心，或者是不喜欢的感觉，

那是因为一个可能是方法不恰当，第二点可能是始终没有感

觉到自己的兴趣，每次一听就会觉得听不懂。听力是在四、

六级考试里面大约占20分左右，如果你把听力的20分丢掉以

后，其他几乎都要获得满分，如果没有获得满分的话四级可

能通不过，听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很短的时间怎么

样提高听力的能力，我觉得要把历年的四六级的听力听一听

核对答案，好好总结一下规律，做到这个以后有空闲的时间

再去听别的。如果连四六级的听力都听不懂，要考听力的高

分是很难想象的。 李莘说：想提高听力可以再走另外一条捷

径，你可以通过练自己的语音，很多同学听力不好也是自己

的发音问题。你现在要听老外在说什么，你自己发音跟老外

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去强记老外的发音，那很累，

如果自己的发音跟他一样可能会帮助你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

思。因为语音里面有连读、速读、吞音这种，如果你知道规

律，可以提高你的语音。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周成刚 周成刚

说：你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就特别容易听得懂别人的普通话，

如果你说得不标准也越难听懂别人的普通话，越难沟通。 主

持人说：现在社会上口语的美语化十分普遍，我们的传统英



语大学，从中学到大学，英语和非英语的专业都是侧重于英

国英语，能否谈一下对英国的英语，和美语有什么样的差别

？如果原来是英音有没有可以要改一下？ 周成刚说：七、八

十年代的教材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导致老百姓接触的都是英

国的英语。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大家发现经过二十一世纪

以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书籍、电影、音像制品、

流行歌曲大量地充斥，让大家觉得学美国的英语会更加流行

。我个人觉得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不要刻意地去改变，如果

现在讲的是英国的英语或者是美国英语，你尽可能超标准靠

拢，在世界的交流过程当中，你带有浓重的英语或者美国的

英语口音都很好听，我觉得不是追求语音的标准，我觉得追

求的最多的是语速和表达的地道性。如果你去做播音员可能

语音非常标准，我觉得你应该是表达标准，带有什么样的口

音都无所谓。现在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英语都在进行

沟通，没有问题。现在到英联邦的很多考试很多的都用的雅

思，里面的好多的考官都是英国的英语，没有问题。如果美

国英语说得好他也不会不给你高分。 网友：我自己的感觉是

每次做新东方访谈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我想三个月就想准备

雅思高分，半年达到口语的飞跃，短期速成这一点，两位老

师怎么看？ 李莘说：这点我想应该来说他的心气很高，我也

觉得不是不可能，必须这个同学如果有这种决心，必须要付

出比较多。比如雅思里面听说读写都包括了，特别是在口语

方面是一个面对面的考试，如果这个同学决定要在三个月内

突破它，除了突破传统的训练以外，更要在口语上多下工夫

，这是保持语言的状态。挑战性还是很大的，毕竟他要面对

一个人，在我教课当中碰到的很多的学生，他读东西是没有



问题的，但是同样的简单的东西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他完全就

忘记怎么样表达了，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三个月想把雅

思考出高分，读方面和写作的方面不是问题很大，因为雅思

要求得不是那么高。在口语方面，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同学是

一个挑战，三个月能不能在口语上有突破，能，但是必须要

求他三个月不简单地进行口语的交流的训练。 周成刚说：还

取决于他的基础问题，如果他是很低的基础，如果跟四六级

通过的考试的起点那两者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为什么三个

月学得很不错了，那是因为他本来的基础就很不错的。如果

是零起点他三个月以后可能是做一些简单的交流，衡量的起

点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的。考试肯定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新东

方最擅长的是破戒这些规律，导致有无数的高分的学员，但

是这些学员不是因为听了一堂老师的课就得到了高分，而且

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的心血付出的。有了方法肯定会学得快

一些，但最终取决于他自己。 网友：过几天就要高考了，英

语的听力怎么去提高？ 周成刚说：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不敢

说对高考的英语有多少的了解，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

听力不错的同学去找相当于每年高考考试的难易度相当的或

者是难出15％程度的题去训练会比较好一些。听力要不断地

训练，不断地刺激感官的东西才能够熟悉起来。听力要一直

听，干事不干事都要听，突然有一天他发现把所有的东西都

听懂了，其实是他内心发生的质的飞跃。如果短时间要提高

，就是熟悉题型，对历年的高考有一个把握。 网友：我已经

工作了，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英语，四六级轻松通过

了，现在工作了不知道怎么学，每天除了看看单词读读文章

不知道怎么样练好口语。 周成刚说：这个同学如果他在生活



和工作当中他是不使用英语的，英语的语境也很少，他的英

语忘记的可能性很大，他是否想保持这个英语，如果想保持

这个水平，不断地刺激自己的学习，你能不能保持看一些国

外的电影，每个礼拜到网上看一些简单的英语的新闻，或者

再看看英文的报纸，时不时要刺激自己的英语能力。英语学

到后面，各方面的刺激是互通的。不能说今年听得差不多了

，今年主要是练习听力，明年是练习阅读，其实是多方面相

互刺激的，听力有感觉的，读得有感觉了，他各方面是刺激

的，表达力和听力就会提高。如果同学感觉到未来的一辈子

不需要学英语了，也不必要刻意地保持它。我们不能否认的

是英语在未来的竞争当中是非常关键的未来发展的基本因素

，所以我们觉得放弃有点可惜，更何况他以前为四六级付出

的辛苦的劳动，一定要保持，说不定哪一天用上了。 网友：

脑子里有英语单词，不知道怎么样激活，听别人的一句话一

两秒钟反应过来，别人翻译一句英语听得懂，自己怎么当时

就反应不过来呢？ 李莘说：第一，首先他脑子里的单词没有

办法激活，肯定他出现这个问题是在跟别人的谈话聊天的时

候，我想问问这个同学，你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外国的朋友，

跟他说话之前脑子里有没有准备过？如果没有准备的话通常

来讲很难反映出来的，我们的同学学单词的时候，都是通过

阅读。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的刺激的感觉，你没有准备过

，很多的朋友希望找一个外国朋友出去聊天，但是很难说出

来，因为你背单词是从ABCD开始背出来的，但是生活的说

话是没有顺序的。我们建议同学有一个建议的话题，就是今

天吃饺子可以有关的饺子的话题进行准备，如果今天在街上

碰到一个外国朋友要把你有意识地把话说到你准备过的话题



里面去的，你这个时候在你运用的单词里面是非常有灵活性

的，这对你的刺激是成倍的刺激.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忘不了

关于饺子一切的因素里面产生的语言的因素。所以我建议这

个同学，在你想让自己的思路活跃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目

的性地进行话题的准备，然后再进行所谓的谈话或者是听力

方面，一定会活跃起来的。 网友：平时如果练习听力，

听CCTV9的英语频道有没有帮助？我们觉得播音员的发音似

乎不是很地道。 周成刚说：CCTV一些新闻的播音员我个人

觉得并不是很地道，而且在语言的抑扬顿挫和停顿上不是掌

握得非常好。但是在9台里面有一些老外主持的文化节目相当

不错，我建议同学一开始去听一些CNN或者是BBC网上的收

听的节目，非常简单，效果非常好。我建议先听听国外的东

西，可能会更容易进入英语的世界，因为他们的用词更地道

，使用的方法，语速更标准，把握得更好，听起来会让你感

觉和电影当中差不多的感觉，这和中国人说确实不同的。外

国人讲得很多的是基础的英语，而且词汇用得非常不错，这

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我们七八十年代学英语的好多都是从“

美国之音”的基础开始的。因为它有相当的代表性和表达性

。 网友：听力的提高是不是由单词的多少决定的？词汇量和

听力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周成刚说：我个人觉得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和我们中国一样，在中国人的日常对话

当中不会超过三四千个单词，为什么我们有了三四千个单词

外国人仍然听不懂呢？我们经常使用的单词基本上不多，我

们看的一些《老友记》的类型的片子仍然是听不懂，因为我

们不清楚词与词的组合搭配的意义不同我们不了解，所以我

们听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中国人可能有三千个单词把所有



的中文都看懂了，但是英文组合会更难一些。 李莘说：单词

几千个单词是必须的，但是越多的单词不一定会对你的听力

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因为口语当中运用单词和句型的时候有

人性化的东西，比如语气语调，加上情感上的东西，它会产

生一些微妙的办法，比如一个单词good，如果你给它正常的

短速念出来就是“好”的意思，如果拉长音It"s goooooooood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产生在英语当中挑逗的感觉了。

换句话说，一个听力的好坏还取决于很多文化背景的东西，

外国人在表达的时候有情感上的东西，思维上的东西，表达

的顺序造成了他的语序和说话的侧重点会产生一些变化，如

果你对这些方面不了解，纯从句型上了解可能会增加听力的

难度，如果增加这些相关的了解对听力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请周校长谈谈怎么样提高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听力？ 周成刚

说：我还真不是专家。因为我对考研的英语听力英语我没有

仔细地研究过，我相信听力的问题是共通的，考研有这个问

题，四级、六级都有这个问题，你去听CNN、BBC都有共同

的问题，考研的英语里面很多的英语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情

节，或者是大学校园的情景等等和托福的考试有共同之处在

里面的，他要考的难点或者出题的一些概念和一些理念我相

信是有相通之处的。 李莘说：我本人也没有考过考研的英语

考试，如果你在托福题型里面，或者是未来的托福题型里面

其实考试都有规律可循的，你把日常的情景、社会、科学化

情景等等这些情景下产生的单词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些熟

悉了对你的听力就应试而言，你从单词的拼写到发音特别是

发音，特别熟悉了，到句型里常用的情景的句型熟悉了对考

试有好处。我建议同学们考英语的时候，可以用听抄的办法



，把每一句每一段的东西抄下来，听清楚，这应试是有用的

。你考完以后，光听抄听仔细每一个单词是不太可能的，要

有一种口语里面的猜测能力的培训了。这是在应试当中可以

用的方法而已。 网友：我已经大二了，我的英语的音标掌握

得非常不准，口语对话也不标准，我到大二了有没有机会纠

正发音了？ 周成刚说：当然可以。事实上我自己学习英语，

我在中学里面好多的英语是不及格的。语言学习到最后就是

一种模仿，我相信口语的模仿性会更大一些。我们生活当中

去讲外语，一般都是外国人这么说了，我们也基本上这么说

了，外国人不这么说我们一般不创造新地使用。语音语调应

该是比较短的时间内改变的，最或的办法就是同学去买一盒

磁带，有些同学说你可能买了很多的磁带了，买的很多可能

就是错误所在，因为你都想听，可能不知道听什么好。买一

盒就够了，不停地听，模仿它的语音语调，模仿到一定的程

度的时候，你拿别的书去读可能也会带有语音语调去读。你

听语音语调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过去的一些单词的发音是错误

的。包括现在好的英语学习的软件你使用的时候他有标准的

发音，你可以查字典地去学习，就等于有一个老师在帮你，

这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我是读医学的博士，对英语很感兴

趣，偶尔做一些公司资料的翻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老师做

修改，只是推敲。所以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一个句子可能没

有用肯定的方式，幸运地话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类似的表

达方式豁然开朗，这样的现象，您有什么建议吗？ 周成刚说

：我自己也翻译过好几本书，我有一些经验。这个同学提出

的是专业的翻译，我觉得翻译医学、理工、机械、生物学方

面的专业知识，一般说起来，翻译最好的人可能他又有这方



面专业的人外语又是学得比较好的人。一般我们生活和常识

性的东西我们一般都能翻。但是翻译里面归结到最后，我自

己有一个小小的窍门，第一，你要把英文的句子彻底完全地

每一个字都要搞懂搞通了，汉语和英语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

的。你将问自己一句话，这样的意思如果我跟中国人写信，

我跟中国人日常生活讲话当中中文是如何表达的，这样把英

文的语序完全打乱了，完全把这个英语的语序表达出来了，

进行一种转换，用最地道的中文表达法把英文的意思表达出

来。而不是字对字的意思表达，这是最好最基本的方法。 李

莘说：字对字的翻译的问题，如果自学的话很容易在自己翻

译的时候看到一个字翻译一个字，翻译里面包括口译和笔译

，你要字对字，因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特别大，有些字翻译

不过来，有些字没有必要翻，如果走到这个误区就是死胡同

了。要坚持意思对意思，英文的意思在脑子里是什么中文的

意思，你先有一个汉语的框架对称英语找它的结构，就容易

形成汉语是什么意思比较准确的感觉。这需要经过很多细节

上的培训。如果自学，我只是觉得周老实说得特别对，只要

坚持不字对字的翻译可能自己会摸索出一条规律和路子来。

参加培训，如果新东方的口译班，听说翻译班可能会给你指

一条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在各个行业里面碰到的一些问题，因

为这些问题有共性的，翻译政治类或者什么类别的，碰到这

个共性的时候，你知道了这个以后，可能会比较快速地掌握

这些方法，自己也能够摸索，只不过时间长一些而已。 网友

：英语中的辅音有送气的问题，这个怎么办？ 李莘说：辅音

的问题在中国人学语言当中是比较难的，中国的汉语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汉语是叫完美音节，每一个汉字都是一



个有元音存在的音节，任何汉字都是嗓音振动的。英语跟德

语有很多的辅音链读的，送气不送气，轻音、浊音和其他的

音，你如何产生辅音链读的感觉，如何控制送气，一个夸张

是最好的控制的方法。在你不熟练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单词

，fifths，后边有三个字母fths，这三个字母连读是特别难的，

因为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发音，中间要把舌头伸出来，S之间要

摩擦，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在我们教学当中要求其他的同学

不要图快为主，要慢下来，夸张，把每一个辅音送气的感觉

强化到意念当中，在你有意念基础上增快速度，最后达到一

气呵成的感觉，然后就比较自然了。千万不要在练辅音的时

候图快，很容易快，是先要慢下来，把每一个送气的感觉固

定在你的意念当中，会在以后真的快起来的时候气的走向是

不一样的，有的从牙齿、舌尖等等地方出去的。 网友：周老

师，您自己以前是怎么样练习听力的？ 周成刚说：不能说我

自己的听力有多么好，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第一听力每天都听

，每天都有相当的时间听，而且听的文章我们还每天都背，

语言是需要不断地积累才有感觉，比如说我们见面是一个中

国人从来没有写过一篇作文，突然之间叫你写一篇优秀的作

文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感觉，基本上你对语

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语言是不断地积累的，而且要不断地

听各种各样的英语，可能有美国、英国、新西兰、印度、澳

大利亚的英语的方面，各种各样的听得多了，你会发现这里

面始终有规律的。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第一堂就是一个印

度的老师，开始几乎听不懂，后来慢慢听懂了，因为他发音

是有规律的，有些音专门发成什么样子的，有规律可循了。

新闻的英语是比较好听的，电影英语比较难一些，因为会涉



及到很多的层面，在电影里面是情景剧比较好听一些，一般

的言情片比较好听的一些，因为那里面讲的都是最常见的情

感的问题，爱情的问题。战争片、黑社会、科幻的等等就会

更难一些。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好多听不懂的地方，我们尽可

能地朝理想的地方靠近，靠近的方法就是我经常听，经常摸

索它的规律，不同的场景他会分别用什么样的词。我们在中

国普通话和普通话的交流，南方、北方、西方和东方可能讲

的都是普通话，但是互相可能听不懂。 网友：有些朋友是南

方来的，地方口音特别重，这些怎么改善？ 周成刚说：李莘

老师是特别注重对语音语调的培训。我个人经常跟朋友说，

除非你去做播音员和老师，要讲给很多人听，要带学生，我

个人认为，讲英文稍微有一点点语音语调会显得很可爱，但

是我要追求的是你讲话的语速和地道性，你讲的语速有多快

，能否连续讲，用词是否恰当，表达是否地道。一般在交流

中的英语，不是作为播音和教学生的英语，我觉得不引起误

解能够讲得很快很地道就可以了。 网友：可能是紧张的原因

，一讲英文非常快，快到说不下来了，怎么样控制语速恰到

好处？ 李莘说：在口语课上通常我们会让同学做一种变速阅

读练习，一个人他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在口语课要求不是

读下来就行了，要会特别慢地读把每一个音节读得很清楚，

慢慢变得中速、快速，反复进行变速的练习就是说一个人的

口语比较地道和比较好的时候一定是能快也能慢，也不能只

快不能慢，或者是只慢不能快。因为慢的时候这个人说话是

断的，如果快的时候慢不下来，这个人说话肯定是很含糊。

在新东方的口语课里面退出的变速的阅读的方法对刚才这个

同学提出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如果背一百篇经典的



英语文章，听力口语自然能解决？ 周成刚说：我觉得不一定

会自然解决，但你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这跟我们小

时候，包括我们的父母亲从小就给我们包括中学里面老师让

我们背一些好的范文都是有作用的，因为背这些会让我们在

脑海里面有积累，语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会有很多的顿悟，

原来语音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规律在里面，这是一个积累，

以后你对它的用词、语句、造句都会有积累，关键是积累，

这样积累就会好一些。 网友：我还没有过四级的大学生，如

果《新概念英语》作为阅读材料和听力口语的训练材料第几

册比较合适？ 李莘说：因为《新概念英语》第一册是零起点

，如果你是大学一年级或者是要通过四级，应该是二三册的

比较合适，如果没有通过四级大一大二的时候四册比较合适

。 周成刚说：《新概念》是一个比较综合积累的提高，你四

级是明显的考试，我们要熟悉题型，熟悉历年的考试，属于

一些规律和网上的一些考试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我

的听力是一般的，如果英语说得很慢可以听得很明白，如果

正常的英语国家的语速要特别集中精力才能听明白，话一多

就听不明白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提高听力口语？ 李莘说：

这个同学首先是听得少，因为只有在慢的时候，慢的时候只

要单词的意思知道谁都能够听懂，他听的量不够，听得少的

时候对语言没有很强的感觉，快起来肯定是不行的。快起来

的以后语音会有语音、语调的变化，你不熟悉，可能会造成

快速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我建议这个同学一是

要大量地听，听得肯定不够，另外还要在自己的发音方面，

自己的口语表达方面多多提高，因为不能光指望着单向接受

信息，而且要自己表达，你表达的方式、语气、语调跟对方



很接近的时候一定会提高的。 网友：我说口语比较流利，但

是讲得时候不会考虑语法，别人也能听得懂，我用的都是小

词和旧词，有没有必要加一些大词？ 李莘说：小词大词等等

这些词汇的提法我觉得欠科学，哪些词是五星级的比如说“

帮助”这个词是几星级的？如果是救人的时候help是很重要

的。语法在初期练习的时候在你练你语言的开口的时候，语

法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对中国同学是你的勇气和张口的感

觉，但是到后期，到你真的想去交一个朋友，想了解对方的

内心世界，或者了解那个文化的时候，语法就显得比较重要

了。在初期的时候，很多的同学由于慌张紧张根本想不了语

法，一初期交往的时候，美国人或者西方人也很容易去对你

微笑接受你的东西，但是你一往他的生活深处走的时候，你

需要语法表达你的思想和逻辑的东西。 我通常给同学举一个

例子，比如在唐人街的华人，他通常是没有语法的，通常是

说一些简单的话或者是单词，老一代的移民没办法接受西方

的主流社会，因为他表达不了新的深的思想，新一代的移民

过去以后，知识水平高了，在有语法学习的基础上有可能更

上一层楼的。在开口阶段语法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要进

入高层次的时候语法是必然需要的。 网友：英式英语和美式

英语的问题，英式的发音好象比较不容易听懂，他们两者的

区别是什么？怎么样去理解？ 周成刚说：为什么英式的英语

听不懂，因为在同学的生活当中多半是美式的英语，就像在

中国你听了南方的普通话习惯了听东北的普通话也就觉得有

一点累，但是经常听的话就听懂了。英国英语在生活当中用

得比较少，电影当中、广播里面文化里面的影响相对来说不

如美国的英语那么强烈。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地方，尤其是



有中产阶级以上，他们有时候能讲英国英语为自豪，这是地

位和身份的象征。 李莘说：关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周老

师说得特别对，在七八十年代大多数的人可能听不懂美音的

，那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因为美国的文化渗透比较厉害，所

以大家的环境造成了美式英语更加普遍。很多的教法当中把

美音当中一些容易犯错或者不容易听懂的因素提炼出来了，

缩读变音讲得很多。英国很多的发音规律反而背忽略了，可

能造成你的听力当中的一些问题。 周成刚说：根据我自己在

英国的一些经验告诉我，现在同学有的时候说的英音为什么

会听不懂？其实英音讲得不是特别标准的“女王英语”，而

是带有英国的利物浦、苏格兰在英国带有地方口音的英国英

语，如果真正在英国伦敦的、BBC的广播里面的英语还是比

较好听比较容易听懂的。 主持人说：我自己到英国上学，刚

到英国英式英语觉得什么都听不懂了，结果回国以后美音一

点都听不懂。如果一个人出国到英国地方，口音很重，一下

子到了苏格兰、威尔士，他原来听到的语言习惯跟原来的有

很大的差距，怎么样适应？ 周成刚说：我当时在澳洲是这样

的，我会去发觉他们的讲话规律，想方设法去听懂，我自己

不去模仿，我怕自己的英语会变成澳大利亚英语，我在那儿

的时候尽可能发伦敦的英语，但是尽可能要听懂。 主持人说

：但是腔调是否会学习一点？ 周成刚说：肯定会学一些。你

为了表示自己在澳洲呆的年份比较多了，和他们的生活比较

接近了，是他们生活的一员了，会比较刻意地讲他们的音调

。但是在国外的大学里面大学的老师或者比较高层次的，教

育程度比较高的人讲得英语还是比较标准的。带有浓重的口

音相对来说文化程度是比较低一点的。 网友：我听到两个截



然相反的方法，一个是先听慢速的再听稍微快一点，这样能

够听懂标准的英语，还有说要先从正常开始。对于工作繁忙

的人来说哪种方法比较好？ 李莘说：如果没有考试的因素，

先听慢速的比好。先听快还是慢的比较好，这跟他目前的水

平是有关系的。如果他本身已经不错了，从正常的开始就可

以了。如果他本身的程度还是很差，不妨先从慢的开始，一

步步往上提高。因为听力毕竟是一个你要接触的声音和你要

接触的东西和你习惯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没有考试的

压力，自己的水平不是很高的话，我建议他从慢速比较好去

模仿，或者去掌握他发音的规律，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上来

比较难的话，容易失去兴趣，关键是口语关键怕失去兴趣。

失去兴趣那就麻烦了。 网友学生家长：我孩子9岁了，刚刚

参加了剑桥少儿英语剑桥一级考试，有没有好一点的少儿口

语培训班？新东方有没有提供？ 周成刚说：家长问的这个问

题不用担心，其实少儿英语不可能去训练很多别的东西，少

儿英语纯粹是口语，就是唱歌、玩、跳舞，说一些游戏的东

西，培养一些兴趣。不太可能让他们去写作文，无非就是教

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本身主要的就是口语，这一点他不用

担心。 网友：总觉得自己的口语不太好，不敢说，怎么样克

服这种心理障碍？ 李莘说：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是面临一个

开口的问题。其实我在自己的学习跟工作当中总结出了一个

学习的规律，其实中国同学在练口语的时候第一步很大程度

是性格的问题，性格的闭塞造成你的口语肯定是练不出来的

，我跟同学建议不妨从挑战自己的个性开始。比如你是特别

内向的时候，你先也不想一口吃成胖子，先从一些比较简单

的英语环境练起，比如英语角，那个地方有很多爱说英语的



中国同学在一起，当你觉得自己差不多了，跟人在一起也不

是那么害羞的时候，你可以再向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挑战自己

。 比如说旅游区，那些能够碰到老外，而且那些老外比较好

相处，因为他们都是旅游者，你打招呼，他会向你微笑，容

易克服你的羞怯心理。但是你去旅游区的时候，不要期待自

己说出很复杂的英语，你就从最简单的一些家长里短随便聊

天，只要有勇气就可以了。这两个方面的时候，你始终要记

住自己是在挑战自己的个性，过了自己的个性关张口关也就

过了，想要说更流利的英语下一步的交流就可以了。 网友：

新东方在国内的分校和分布点还不是很广，要上新东方还要

增加额外的费用，这些费用比学费本身还要多。希望新东方

能够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这个时间

何时到来？ 周成刚说：我们在全国有十几个新东方的学校，

全国的大城市都有了。新东方决定在未来的几年里要开五所

新东方学校，会开在一些省级城市里面，到真的边远地区，

那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同学可以做到的一点，如果他实在

喜欢新东方的课程的话，我们网上还有一些在线教育，新东

方可以通过买自己的网卡在网上听新东方名师的课堂，那也

是不错的。 网友：我是打工妹，我的工作是业务跟单，用电

子邮件或者是电话跟国外的客户咨询，有些老外他会讲汉语

，但是讲得不标准，我没办法，被迫也讲英语。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这样的工作，我这样的身份，我想去报名学综合英

语提高班，但是发现老师讲的是侧重语法方面的，没有什么

口语的练习。请两位老师讲讲应该怎么办？ 李莘说：这个同

学应该是在实际当中需要英语，我建议她进行口语方面的培

训，想报班的应该找口语方面的课程报一下比较好。比如你



报一些语法班或者是读写班跟他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口

语听说的速成这些班对她的帮助是比较直接的。 网友：我一

听英语磁带就想睡觉，碰到听不懂的地方单词句子就会停下

来一想怎么回事，后来就忘记了，这种情况怎么样解决？ 周

成刚说：学任何的东西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你不会打

麻将的时候，你第一次看人家打麻将你没有任何的兴趣，你

会觉得很无聊，他们居然可以打到天亮。但是有一天你会打

麻将了，但是对麻将的原理都懂了，而且有一天你能够把牌

摸出来了，人家会让你停也停不住了。我觉得兴趣第一要素

。兴趣是要靠训练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培养起来。 第二，听的

东西他可能是偏难一些，如果难了以后你会没有兴趣了。应

该从相对简单的入手，或者是从自己的英语水平高出15％的

水平着手比较好一些。如果现在让我听一些古英语我也会看

不懂，如果有一些有兴趣的东西，我才会感兴趣，看懂了以

后才有交流。选择材料也是很有问题，要有兴趣性，难易程

度恰当，通过一定的时间把兴趣培养起来，这样才能进入一

种真正的学习英语的境界。 网友蜡笔小新：英语学到一定的

程度，总感到提高很困难。 周成刚说：任何一个学英语的人

，学到一定程度都有一种瓶颈，我们从什么也不会到会讲几

句，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会发现

再有提高就困难了，这就是所谓的瓶颈。这时候可能需要你

有一种冲刺，有一种突破，有一种坚持。这里面包括是否语

法的东西要提高，词汇量要不要增加，阅读量要不要增加，

泛读的内容应该读一些小说，或者现在的时代周刊，或者了

解一些国外的东西。李老师和我到这种程度，可能会比同学

的英语程度高一点，但是我们也碰到了瓶颈。我们时常也在



琢磨，有一天是否我的讲话一个外国人完全一样，不需要任

何的思考，不会犯任何的错误，讲出来非常标准，这对我们

来说也是一个理想，我们也希望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我们只

是靠近它，我们也有一个瓶颈，可能需要经常看一些更难的

东西，让外国老师帮我们辅导，帮我们思维上提高，对语言

的把握、境界上更提高，这是相同的。只不过同学碰到的问

题跟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相对来讲层次上更低一点，但是事

实上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网友：要有什么样的英语功底才

能报考GRE？ 周成刚说：欢迎同学到新东方来。GRE是一个

比较难的考试，是北美的一个留学生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它

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如果同学纯粹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

平不一定要读GRE，GRE有一定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要通过

六级的英语考试，一般的词汇量达到六千左右来读轻松一些

，读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英语考试

。 网友：新东方考研英语开课前现报是否可以？ 周成刚说：

我不能肯定开课前现报，整个北京新东方学校目前为止暑假

班的报名差不多满了，我们现有接近9万名同学，如果他报的

话可能有一些住宿班，应该打电话咨询。他要等到考试前一

天来报名，这种可能性很小了。 主持人说：最后请两位老师

自己在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亲身的经历，用简单的话总结一

下在提高听力口语方面有哪些好的方法？ 周成刚说：首先我

感谢搜狐网站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到这儿跟大家

分享学习英语的经验。第二，自己也学了几十年的英语，总

结起来，英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每个你看到成功的同

学和成功的老师背後都有艰辛的劳动和付出。掌握了方式方

法一定会走得比别人更快更远，英语在这个充满竞争激烈的



二十一世纪，英语真的是职业飞翔的翅膀，他是你未来在商

场上职场上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胜利的重要的保障，谢谢

大家！ 李莘说：首先，学英语要有兴趣，兴趣是第一位的，

有兴趣的基础上再有一个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你的学习速度，

最终取决于你自己的练习。一个再好的方法，你再有兴趣，

但是你不练习，这个方法或者这些理念的东西成为不了你的

自然反应，所以最终学习口语和听力和英语，都是自己练出

来的。方法能够帮助你缩短学习的时间，希望大家拿出勇气

、精力和时间把自己的英语练出来。 主持人说：希望周校长

和李老师给各位学英语的老师带来更多的福音，祝愿新东方

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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