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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NALLTS综述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Northea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
ing, 简称NALLTS)，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的，旨在提高东北亚地区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学术水平

的国际论坛，这一论坛得到国际上许多高等院校，尤其英国，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院校关注和支

持，也得到了国内东北，西北等很多地区高校的响应，成立了以张绍杰为主席，杨俊峰，刘永兵，李正栓，马占

祥，周玉忠，董广才，杨跃，袁洪庚，孙建成，姜毓锋，张思洁，李力为副主席等众多院校外语学院领导为常务理

事的组委会机构。

2018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于2018年6月23日至24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由内蒙古

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和呼伦贝尔学院承办，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华辰众星（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协办，70多位正式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全国共有100多所高校的109位老师向大会递交了国际CP⁃
CI-SSH会议论文，7位中外专家做了主旨演讲。此外，还有20位代表专门向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并在会议进

行了分组交流。

2018年6月23日上午开

幕式，开幕式由呼伦贝尔学

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田振江教

授主持。呼伦贝尔学院外国

语学院书记金鑫鑫教授和内

蒙古大研会会长马占祥教授

致欢迎词，各省大研会会长

周玉忠教授，董广才教授，李

正栓教授，李力教授代表致

词，呼伦贝尔学院校方代表

陈绍英主任致贺词，论坛常

务理事王玫教授提请大家审

议通过了2018 NALLTS组委会和学术委员会名单，共有19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论坛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

和执行副主席，有25位各高校外语学院领导成员当选为论坛组委会常务理事。

论坛共进行了7个主旨发言和50多人分组发言。主旨发言分别由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田振江

教授、论坛执行副主席王相锋教授、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维波教授、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张

锁军主任、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杨春泉教授主持。分组发言由遵义医学院外语学院谭占海院长、华侨大学黄

小萍教授、河北金融学院外语学院徐三乔院长主持。

外交学院教授许宏晨教授、辽宁师范大学董广才教授、河北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院长 Audrone
Raakauskiene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正栓教授、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

田振江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杨俊峰教授、宁夏大学周玉忠教授7位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分别以“The Impact of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
na”，“Image Reactualiza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Gothic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Modern Culture”，“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ng Tibetan Gnomic Verses”，“A tentative norm principle of
Chinese English and its implementation”，“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e Role of Theory”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6月23日下午，大会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入选论文宣讲，分语言学教学，文学翻译两个讨论专题。6月24日

上午主旨发言后进行闭幕式，由论坛执行副主席王相锋教授主持。遵义医学院外语学院谭占海院长、华侨大学

黄小萍教授对小组讨论和论文宣读做了总结发言，论坛副主席、NAFLS副主编李正栓教授宣布2018NALLTS文

集获奖论文名单，蔡华、王莉莉、邵昌红、韩冰等8人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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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Wystan Hugh Auden, the brilliant British

poet,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Auden was prolific in
his poetry creation, during his life time not on⁃
ly 6 books of long poem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also 12 volumes of short poems, ballads,
and songs. His poetry was more relevant to con⁃
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an
that of T. S. Eliot and W. B. Yeats, who previ⁃
ously had shared the summit of English poetry
(Deutsch, 1991). Auden's poetic theme is gen⁃
erally believed to be diverse, which changes
along with the poet's personal belief and trans⁃
formation of though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iss Gee, the ballad written in 1937, was not a
comical poem as is professed by many schol⁃
ars, and believes that it is a dark ironic satire
which highlights the tragical life of an individu⁃
al, and how it is ruined by psychological re⁃
pression. It is a great venture to adopt the per⁃
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in interpreting
Auden's poetry, since "psychological interpre⁃
tation can afford many profound clues toward

solving a work's thematic and symbolic myster⁃
ies, but it can seldom account for the beautiful
symmetry of a well-wrought poem or of a fic⁃
tional masterpiece" (Guerin, 126). Anyway, the
misery of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traumatic ef⁃
fect of the psychological chain have conquered
the timidity of composing such a thesis and as⁃
sured its follow-through.

22. Miss Gee: the Tragic Woman Crushed. Miss Gee: the Tragic Woman Crushed
by the Repression of Desireby the Repression of Desire

The structure of Miss Gee is a ballad of
twenty- five ABCB rhyming quatrains. The
rhythm is musical, to the time of 4/4 and the
stresses fall on beats instead of on syllables,
with a rest after each stanza. In this poem, the
first 6 stanzas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ss Gee in a most elaborate way: her features
(slight squint, thin and small lips), figure (nar⁃
row and sloping shoulders, no bust), dwelling
(a small bed- sitting room in Clevedon Ter⁃
race), way of clothing (velvet hat with trim⁃
mings, dark grey serge costume, purple mac,
green umbrella), as well as her way of living
(knitting for the Church Bazaar). From these

Sympathy Beneath MockerySympathy Beneath Mockery
——A Psychoanalytical Reading of Miss Gee

ZHANG Meichan①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Abstract】】W. H. Auden was known to b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 especially
the idea of Freud. Though later he converted himself to Marxism, his works could provide good illustra-
tions for psychoanalysis texts. This thesis interprets Miss G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nd
probes into the death of the title character, so as to reveal how Miss Gee was isolated and alienated by
the public, and how the cold, gloomy spiritual wasteland torture modern people.
【【KeywordsKeywords】】repression；psychoanalysis；W.H. Auden

①张美婵，女，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商务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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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an unfulfilled woman who lives from
hand to mouth is vividly depicted. She is un⁃
married, for she lives in a small bed- sitting
room,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t she has little
sociality. The loneness and contradiction of
Miss Gee is revealed through her questioning
of herself "Does anyone care/That I live in Cle⁃
vedon Terrace/On one hundred pounds a year"
(Auden, 55). There is also a contrast presented
here, for such a woman who is peculiar not on⁃
ly in her appearance, but also in the way of
dressing, why does she suffer from invisibility?
What do other people see in her? Auden roots
this question underneath his poem and into
reader's heart, makes it pendent in the later
stanzas.

In the 7th to the 13th stanzas, Miss Gee
dreams a nightmare where she becomes the
Queen of France, attracting the Vicar to ask
her for dance, but soon she is blown by a storm
to a corn field, being chased closely by a bull
with the Vicar's face. After that nightmare,
Miss Gee pines away and tends to isolate her⁃
self more than ever. It can be inferred here
that Miss Gee feels a lack of control in the soci⁃
ety, as well as her dislocation with regard to
her feelings, but Miss Gee tries to use religion
to help to suppress her desire and readers can
see more of her repression "With her clothes
buttoned up to her neck." From the 14th to the
last stanza, Miss Gee grows more and more iso⁃
lated until the day comes when she goes to the
doctor and is diagnosed as having cancer in⁃
side her body. In this part of the poem Auden
moves away from Miss Gee and the reader now
sees her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 people, 'Doc⁃
tor Thomas looked her over', this emphasizes
Miss Gee's insignificance. The use of a mascu⁃
line name for the doctor also highlights Miss
Gee's sexual repression and lack of men in her

personal life. Eventually, Miss Gee dies from
the cancer and the final ignominy for Miss Gee
is the use of her body as a medical experiment.

When the pathogeny of Miss Gee's death
is considered, firstly, Miss Gee dies of long
suppression of her desire. The "bull" appeared
in her dream associates the dominance and
power of the bull to male sexuality. Therefore,
it represents the male sexuality that she wants.
This makes clear Miss Gee suffers sexual re⁃
pression from analyzing this recognizable
Freudian dream. The Austrian psychoanalyst
Sigmund Freud believed that many illnesses
and mental disease sprang from sexual repres⁃
sion. For Freud, repression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simple denial. Repression was the pro⁃
cess of making a desire unavailable to be
known while yet not negating it entirely. Hold⁃
ing to his principle that no human being ever
voluntarily gave up a pleasure, Freud thought
that repression was in fact a process of preserv⁃
ing desir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it was too
difficult to be realized. And, according to him,
one more move was required for the securing
of repression: not only must the repressed de⁃
sire be given to forgetfulness, but the act of re⁃
pression itself must be forgotten, like someone
who had buried their treasure and then deliber⁃
ately hided the map from themselves (Freud,
2003). It was this capacity to cover its own
tracks that was repression's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Miss Gee's dream is a dream
where she is fulfilling her wishes, but she
chooses to ignore her desire and pray to God
"Lead me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make me a
good girl, please." Miss Gee buries her love to⁃
wards the Vicar, and wishfully believes that it
is unnoticeable. However, the nervous mecha⁃
nism functions fairly and presents her desire
for love and transforms it into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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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Miss Gee dies of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Miss Gee's transformation into the
Queen of France indicates that she longs for at⁃
tention and admiration. To some extent, Miss
Gee is tortured inside by her wanting of being
known, being a female with charm, which con⁃
tradicts the fact that as a small lonely woman
in a large society, she has neither means nor
ability to make herself known by others. The
last part of the poem reveals the impossibility
of her being known through depiction of the
community. When Miss Gee is diagnosed by
the doctor as having cancer inside, and sent to
hospital, the cruelty of the hospital staff is de⁃
picted without reservations. In the last five
stanzas, many couplets start with anonymous
subject: they.

They took Miss Gee to the hospital…
They laid her on the table...
They took her off the table…
They wheeled away Miss Gee…
They hung her from the ceiling,
Yes, they hung up Miss Gee…
The very subject "they" here poses as a

contrast to Miss Gee, and indicates that Miss
Gee is a mild lamb waiting for slaughter, hav⁃
ing no way of escape, for she as an individual,
destroys herself through repression of her wish
and desire. Here "they" does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students in the hospital only, but
mor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ommunity that
was indifferent to the stereotypical women like
Miss Gee in the 1930s, when many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women and made them un⁃
conscious of their own desire. It could be ar⁃
gued that beneath the seemingly comical plot
in the poem, Auden has used the light-hearted
tone to emphasize the harshness of the judg⁃
mental and uncaring society and make the au⁃
dience question themselves for cruelly laugh⁃

ing at her unfortunate demise.
33. Conclusion. Conclusion
Miss Gee, together with The Unknown Cit⁃

izen, which was created in 1939, both are good
illustration of how Auden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time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uden
is a poet who concerned himself closely to the
social changes, hence it is vital to search into
the Auden's ideas towards that special era.

The 1930s was a decade of unrest, the
misery of Great Depression, and a world-wide
terror caused by the fascist expansion in Eu⁃
rop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people were
as Auden's poems reflecte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solated among each other. The sec⁃
ond period of Auden's creation career, which
lasted from 1933 to 1939, is the socialist peri⁃
od and h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he himself actively took
part in social revolution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misery of the world. During that time, He
went to the Front of China and recorded the
cruelty of Sino-Japanese War. In literary cre⁃
ation, he assumed that the audience should be
made to believe what they were seeing as real.
Accordingly, "the epic theatre became a tool
for exposing the bourgeois ideology that had
pervasively permeated the arts" (Bressler,
167). Hence, in his poems Auden attentively
strives to reveal the social reality, that is, the
poverty of spiritual existence, which makes hu⁃
man existence appear insignificant and futile.
In this way, the psychoanalysis provides suffi⁃
cient methods and means for him to expose the
morbidity of the world, not only for their attack
on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ails human soul,
but also for its remedy for self-saving. No mat⁃
ter Miss Gee or the model citizen, who persis⁃
tently pursue physical existence to satisf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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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lu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radually
grow numb and weary towards other people,
have to accept the bitter fruit made by them⁃
selves and become victims of the spiritual
wast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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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llege English teacher who just finished the job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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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Chinese when in America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o adapt.

【【KeywordsKeywords】】Chinese Teaching; 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 TPR Teaching; classroom management

004



唐朝时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繁荣期，朝

鲜汉文学鼻祖崔致远，在唐知名度远远超过

其在新罗。崔致远12岁(868年)时入唐，18岁
时宾贡科举及第，得以在朝廷任职，成为当时

在唐朝最活跃、官位最高的新罗人。28岁(884
年)时回到新罗，崔致远将在唐期间写下的诗

篇和文章，于 886年编纂成书，题名为《桂苑

笔耕》。

《桂苑笔耕》煌煌二十卷书，共包括文章

305篇，诗赋60首。文章分为表、状、启、檄、书

信等文体，记载了唐末多位人物及重大事件。

60首汉诗中有48首是送给其在唐结交的文

人大夫的，有歌颂唐人业绩品德的纪德诗，也

有投射内心的咏物诗，还有吐露个人情感的

离别诗，作品中无一不透露出崔致远歌颂友

谊、惜人爱景的真挚情感。崔致远不仅促进了

中朝文人之间文学作品的交流，而且对汉诗

在朝鲜半岛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

献。此外，崔致远在道教的传播方面也具有深

远影响，被后人尊为“朝鲜丹学派鼻祖”。(张
泽洪，2004:63)

一、奉使东泛

“奉使东泛”之时，崔致远正在扬州任职，

而对于其东归所经之地，学者韦旭升曾勾勒

出“淮城-淮海-山阳-楚州-大珠山-乳山-海
门”这一路线图。(韦旭升，1998:75)而任晓礼

对其在山东半岛踪迹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

将诗文中的“巉山”（今即墨市田横镇）认定为

“才山”（今崂山湾北岸）是明显的失误。(任晓

礼，2013:73)
从崔致远对杨赡秀才的送别诗的答诗

（《酬杨赡秀才送别》）可知，奉使东归应始于

秋季的扬州。“海差虽定隔年回，衣锦还乡愧

不才。暂别芜城当叶落，远寻蓬岛趁花开。”

“海差”当指奉使东泛一事，“隔年”应为 885
年，即884年起身，885年才能到达新罗。“芜

城”指扬州广陵城，“蓬岛”指三大仙山之一的

蓬莱山，诗文中说叶落时节（秋季）从扬州出

发，花开之时（来年春季）到达蓬莱山。从扬州

出发到蓬莱山本不需要走这么长时间，崔致

远应该是考虑到冬季时山东半岛海域航行的

危险性。崔致远在山东半岛停留了五个多月

的时间，既然预见到冬季航海的危险性，仍然

选择秋季出发，应该也与山东半岛是道家发

源地这一事实有关。逗留山东半岛期间留下

了大量的诗作，大部分收录在《桂苑笔耕》卷

二十之中。

秋季从扬州出发，崔致远所乘船舶于冬

季十月泊船于大珠山（今青岛市黄岛区大珠

山镇）下，在此处完成了十首诗篇，分别是《石

峰》、《潮浪》、《沙汀》、《野烧》、《杜鹃》、《海

鸥》、《山顶危石》、《石上矮松》、《红叶树》和

《石上流泉》。

二、冬日大泽山

《石峰》

中和甲辰年冬十月，奉使东泛，泊舟于大

崔致远在青岛的诗歌创作探究崔致远在青岛的诗歌创作探究
刘 霞①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590

摘 要：崔致远奉使东泛，从扬州出发，途经青岛，创作了十篇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主要集中描写了冬日的

大珠山和巉山。冬日的大珠山“巉嵒绝顶”，山上松柏矗立严寒，沙滩上“霜鹤步迟”。到达巉山时已是早春时

节，即将东渡，登上巉山的崔致远充满了回归故乡的期盼，诗歌中多了一份娴静。

关键词：崔致远；奉使东泛；青岛；大珠山；巉山

①刘霞，女，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韩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形象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项目号：QDSKL15045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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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下。凡所入目，命为篇名，啸月吟风，贮成

十首，寄高员外。

巉嵒绝顶欲摩天，海日初开一本莲。势削

不容凡树木，格高唯惹好云烟。

点酥寒影妆新雪，戛玉清音喷细泉。静想

蓬莱只如此，应当月夜会群仙。

“巉嵒”意为陡峻的山岩，陡峻的山峰耸

入云天，刚升跃到海平面的红日如一朵莲花。

山峰之陡峭，容不得一株树木的存在，品格之

高洁，只愿与云雾为伴，诗歌的前两句主要描

写了大珠山的清冷和高洁。第三句是走近大

珠山之后的细腻描写，此处“点酥”引申为雪

凝为冰的状态，“寒影”为山上清冷的物影，

“戛玉”为敲击玉石所发出的清脆之音，山上

覆盖的新雪与点缀的冰霜、清冷的物影浑然

一体，潺潺细流发出玉石碰击的清脆之音。见

到此情此景，蓬莱仙境也不过如此了，月夜众

神仙也会聚集于此吧，此处显现了浓厚的道

家情怀。

《潮浪》

骤雪翻霜千万重，往来弦望蹑前踪。见君

终日能怀信，惭我趋时尽放慵。

石壁战声飞霹雳，云峰倒影撼芙蓉。因思

宗悫长风语，壮气横生忆卧龙。

“弦望”指上弦、下弦和十五，每月的7,8
日为上弦，22，23日为下弦，上弦和下弦均为

退潮最大的少音，十五(15日，或16、17日)为
涨潮最大的生伊，“往来弦望”指潮起潮落不

断循环往复。第一句描写了冬季大珠山的雄

奇，大珠山三面环海，海风将山上的积雪和冰

霜掀起千万重，而周而复始的潮起潮落更增

添了大珠山磅礴的气势。“趋时”指顺应形势，

“放慵”为懒散，大珠山千百年岿然不动，惭愧

的是自己意志不坚定，总是放弃信义而顺应

形势，平时行事懒散。第二句是诗人的自我反

省，第三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上的大珠山。波

浪拍打山岩，发出霹雳般的隆隆巨声，海上云

峰的倒影似摇摆的芙蓉。乘风破浪的气势，使

诗人想到了“宗悫”，宗悫为南北朝时期历史

人物，其叔父宗炳问其志，宗悫说：“愿乘长风

破万里浪。”后来，宗悫果真成为赫赫有名的

大将军。“卧龙”即诸葛亮，也可指隐居或暂未

露头角的人才。大珠山下汹涌澎湃的景象，使

诗人想到了怀乘风破浪之志的宗悫和建立丰

功伟业的诸葛亮。

《沙汀》

远看还似雪花飞,弱质由来不自持。聚散

只凭潮浪簸,高低况被海风吹。

烟笼静练人行绝,日射凝霜鹤步迟。别恨

满怀吟到夜,那堪又值月圆时。

《沙汀》是崔致远描写大珠山周边风景的

第三首诗，诗歌首先进行了景物描写，接着引

出了诗人在月圆之时的复杂心境。诗歌的前

两句描写了大珠山下的沙滩，沙子在海风的

作用下无法掌控自己，远看犹如雪花纷飞。一

方面体现了大珠山脚下海风之猛烈，另一方

面也可看出沙滩之细腻。第二句仍然是对沙

滩特质的描述，沙滩随海浪的运动时而聚拢

时而分离，随海风的强弱而忽高忽低。前两句

是对海滩细腻的描写，第三句是远景观看。烟

雾笼罩下的沙滩看不到行人的踪迹，飞鹤在

日光照耀下的冰霜上闲庭信步，这里可以看

出农历十月大珠山多雾的天气状况。从最后

一句的“月圆”可知时间是农历十月十五前

后，恰逢月圆之时，奉使东泛的崔致远难掩离

别之苦，独自吟诗到深夜。

《野烧》

望中旌旆忽缤纷,疑是横行出塞军。猛焰

燎空欺落日，狂烟遮野截归云。

莫嫌牛马皆妨牧，须喜狐狸尽丧群。只恐

风驱上山去，虚敎玉石一时焚。

“野烧”意为野火，“旌旆”指旗帜，原野上

眺望，忽见旗帜飘扬，以为是边塞军出动。第

二句描写了野火的气势，火焰冲天直逼落日，

烟尘遮住了原野和白云。第三句诗人劝慰说

道，不要抱怨野火妨碍了放牧，而应该高兴狐

狸和山猫因此隐藏了踪迹。而最后一句，诗人

表达了担忧之意，唯恐野火趁风势蔓延到山

上，落得个玉石俱焚的结果。

《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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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罅根危叶易干，风霜偏觉见摧残。已饶

野菊夸秋艳，应羡岩松保岁寒。

可惜含芳临碧海，谁能移植到朱栏。与凡

草木还殊品，只恐樵夫一例看。

“石罅”意为石缝，石缝中生长的杜鹃花

根不稳枝叶容易枯干，长期遭受风霜的摧打

显得尤其饱经风霜。比起夸耀秋之绚烂的野

菊，更应该羡慕矗立严寒之中的松柏。第三句

表达了对大珠山杜鹃花的怜惜之情，海边的

杜鹃花虽散发芬芳，谁会将它移植到院子里

呢？与平凡草木相比，野生杜鹃绝非凡品，唯

独担心樵夫会一同对待。

每年四月，大珠山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

花引得大量游客驻足，可见大珠山野生杜鹃

花历史悠长。崔致远到达大珠山时尚是冬季，

并没有看到杜鹃杜鹃盛开，反而是被风霜摧

打的景象，因而这篇诗歌夸赞了山上杜鹃傲

立风霜的坚强。

《海鸥》

慢随花浪飘飘然，轻摆毛衣真水仙。出没

自由尘外境，往来何妨洞中天。

稻粱滋味好不识，风月性灵深可怜。想得

漆园蝴蝶梦，只应知我对君眠。

这首诗歌前两句主要对海鸥轻盈的体态

进行了描写，随着浪花轻盈的飞翔的海鸥，轻

轻摆动的羽毛好似水仙花，在天地间翱翔，想

来仙境也可自由出入。不识稻米、高粱，只知

风月的本质着实令人羡慕。“漆园”指漆园吏

庄子，而“蝴蝶梦”出自庄周梦蝶的成语，典出

《庄子·齐物论》，是庄子提出的哲学命题，主

张人不可能确切区分真实与虚幻和生死物

化。崔致远从自由、灵性的海鸥想到了梦幻的

蝴蝶，可见诗人的向往和羡慕之情，而这背后

也隐约可见诗人的惆怅和失意。

《山顶危石》

万古天成胜琢磨，高高顶上立青螺。永无

飞溜侵凌得，唯有闲云拨触多。

峻影每先迎海日，危形长恐坠潮波。纵饶

蕴玉谁回顾，举世谋身笑卞和。

大珠山向以“花繁、谷秀、峰奇、石怪”著

称，这首《山顶危石》既突出了“石怪”这一特

点。诗歌的前三句细腻描写了山顶危石的形

态美，浑然天成的形态比人工雕琢的更胜一

筹，危石顶上有青螺，让人自然而然的想到了

海边奇峰的景象。“飞溜”是自高出急速奔落

的水流，“侵凌”为侵犯、欺凌之意，因处于山

顶，当然没有被风浪侵犯的顾虑，只有漂浮的

云朵与之为伴。每天第一个迎接海上的日出，

形状危险而细长，总让人担心会坠入大海。最

后一句转而表达了对山顶危石无人欣赏的惋

惜之意，纵使内含玉石又有谁会在意，举世之

人为谋生而奔波，对和氏璧的发现者卞和也

只有嘲笑。

《石上矮松》

不材终得老烟霞，涧底何如在海涯。日引

暮阴齐岛树，风敲夜子落潮沙。

自能盘石根长固，岂恨凌云路尚赊。莫讶

低颜无所愧，栋梁堪入晏婴家。

石上矮松因不成材而只能在海边的烟雾

和云霞中老去，生长于峡谷底哪里比得上海

边。太阳西落，长长的影子与岛树重叠，晚风

敲打松果，掉落于沙滩之上。“赊”为长、远之

意，松树盘桓着岩石生长，根茎牢固，怎会抱

怨不能触及云端。不要惊讶于矮松的自信，日

后当成为晏婴家的栋梁。

《红叶树》

白云岩畔立仙姝，一簇烟萝倚画图。丽色

也知于世有，闲情长得似君无。

宿妆含露疑垂泣，醉态迎风欲待扶。吟对

寒林却惆怅，山中犹自辨荣枯。

诗歌的第一句和第三句描写了红叶树的

体态，“仙姝”意为仙女，“烟萝”指草木茂盛，

红叶树似仙女般立于云雾围绕的岩石旁边，

枝繁叶茂好似一幅图画。“宿妆含露”指的是

早上挂着露珠的红叶树，好似无声的哭泣，风

中摇摆的红叶树一副醉态，似乎等人来扶。最

后一句诗人表达了惆怅之意，对着寒风中的

红叶林吟唱顿感惆怅，山林之中也存在繁荣

和枯萎的循环罔替。身处深秋早晨的红叶林

中，崔致远不免伤感，有告别多年友人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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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对未知生活的焦虑。

《石上流泉》

琴曲虽夸妙手弹，远输云底响珊珊。静无

纤垢侵金镜，时有轻颸触玉盘。

呜咽张良言未用，潺湲孙楚枕应寒。寻思

堪惜清令色，流入沧溟便一般。

这首诗歌没有对实物的细腻描写，而是

注重意境的传达。“响珊珊”形容沙沙的轻响

声，好的琴手能演奏不凡的琴音，但仍输给白

云之下泉流的声音。“纤垢”指微尘，“轻颸”指

微风，“金镜”和“玉盘”都可指月亮，安静流淌

的泉水没有一丝污垢，时而吹来的微风轻触

月亮。第一句从听觉描写了泉流的叮咚声，第

二句是石上流泉带给人们视觉和触觉的感

受。第三句联想到张亮和孙楚两个历史人物，

泉流声有时像张良因言论未被采用而发出的

凄切的声音，深秋的泉流缓缓流动，让人联想

到孙楚“枕流漱石”的寒意。“令色”指和悦、美

丽的容色，“沧溟”指苍天、大海，“一般”指同

样、一样。第四句意为怜惜石上流泉美丽的容

色，流入大海即与其融为一体。整首诗歌采用

想象、联想的方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展现

了深秋的大珠山清泉叮咚、潺潺而流的景象。

《三重回巉山》

崔致远阴历十月到达大珠山，停留大珠

山四十余日创作了十首诗歌。之后因大珠山

海风大，长期泊船不安全，而北上至乳山避

风。在乳山停留长达三个月之久，崔致远选择

再次南下，来到巉山（今青岛市即墨区田横

镇）。(任晓礼，2013：74-75)崔致远不仅在诗

文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在道教方面也颇有心

得。从乳山港就近东泛进入朝鲜半岛更为便

利，但崔致远却选择再次南下至巉山，其原因

可从《祭巉山神文》一文中找到答案。“但观其

青莲倒蘸于巨浸，碧螺高柱于晴空。仰威灵之

耸尘外，想影响之飘云中。于是洁馈饎择肥

醲，酒醴斯醹，牲牷粗丰，谨赉薄礼，敢觊阴

功。”崔致远远观巉山似青莲倒挂于大海，似

巨大的青螺立于晴空之下，颇有灵气。于是崔

致远准备了丰盛的酒肉前来拜祭，以积累阴

功。

《将归海东巉山春望》

目极烟波浩渺间，晓乌飞处认乡关。旅愁

从此休凋鬓，行色偏能助破颜。

浪蹙沙头花扑岸，云妆石顶叶笼山。寄言

来往鸱夷子，谁把千金解买闲。

崔致远来到巉山时已经是早春时节，故

而作《将归海东巉山春望》一诗。在山东半岛

度过了整个冬季，离别的惆怅已经逐渐消退，

更多的是对回归故里的期盼。从巉山上向远

处眺望，一片烟波浩渺，早上的乌鸦飞落之处

应该就是故乡了。“凋鬓”意为两鬓斑白，这里

指自己长期客居他乡的身世，“破颜”为露出

笑容，即终于可以不再忍受乡愁的折磨，脸上

也开始露出久违的笑容。第三句是对远处景

色的描写，浪花拍打沙滩，落花飘落岸边，白

云装点山顶，树叶遮挡山体。春天的巉山景色

秀丽，诗人的心情也因即将归国而变得无比

轻松。“鸱夷子”是范彘的别称，范彘辅佐越王

灭吴后，泛舟而去，后来到齐国，自称鸱夷子

皮，并成为一方巨富，这里的鸱夷子也可指往

来于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商人。“买

闲”指出钱免去兵役或徭役而求得安闲，这里

指寄居唐朝的新罗人通过商人传递信件，其

中不乏通过金钱免去兵役之人。

《和金员外赠巉山清上人》

海畔云菴倚碧螺，远离尘土称僧家。劝君

休问芭蕉喻，看取春风撼浪花。

“金员外”是和崔致远一起回新罗的金仁

圭，“上人”是对持戒严格、精于佛学僧侣的尊

称，崔致远与金仁圭共游巉山，偶遇僧侣而作

诗相赠。“云菴”指建造于山顶的屋舍，海边山

顶的屋舍与大海相互辉映，里面住的人远离

凡尘自称为修佛之人。“芭蕉”在佛语中指像

芭蕉一样脆弱的众生的身体，在这里崔致远

劝诫山顶屋舍中的僧人，莫要纠结生老病死，

而应懂得遵从自然的规律。

《题海门兰若柳》

广陵城畔别蛾眉，岂料相逢在海涯。只恐

观音菩萨惜，临行不敢折纤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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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海门”指入海口，“兰若”是佛教

名词，指躲避热闹之处的可供修道者居住静

修之地，也可泛指一般佛寺，这是一首吟唱入

海口佛寺中柳树的诗歌。“蛾眉”指女子美丽、

细长的眉毛，这里代指像女子的柳眉一样的

柳树。整篇诗歌表达简明，大概的意思是，当

初在广陵城畔告别的柳树，今日在海边再次

见到。担心观音菩萨会疼惜，所以临行未敢折

枝。

《将归海东巉山春望》、《和金员外赠巉山

清上人》和《题海门兰若柳》三首诗歌，是在巉

山时所作，是即将开启东泛之旅的早春时节。

可以看出，此时崔致远的诗歌充满了轻松、娴

静的气息，因为“远寻蓬岛趁花开”的计划即

将实现。

崔致远逗留大珠山之时，正值隆冬，他

眼中的大泽山“巉嵒绝顶”，山上松柏矗立严

寒，沙滩上“霜鹤步迟”，野生杜鹃傲立寒风。

而在浮山逗留三个月重返巉山时，进入早春

时节，即将东渡，登上巉山的崔致远多了一份

娴静，表达了对自然规律和修行之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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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oe Chiwon 's Poetry Creation
in Qingdao

LIU 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Shandong,266590

【【AbstractAbstract】】Choe Chiwon, starting from Yangzhou and traveling through Qingdao, created ten works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 mainly focusing on the Mont Dazhu and Mount Chan in winter. In winter,

the Mount Dazhu is "overtopped by silk rocks". Pines and cypresses stand on the mountain in severe

cold, and frost cranes walk late on the beach. It was early spring when he arrived at Mount Chan.

Choe Chiwon, who was about to cross eastward, was full of expectations of returning to his homeland.

His poems were full of serenity.

【【KeywordsKeywords】】Choe Chiwon; Ordered to go East; Qingdao; Mont Dazhu; Mont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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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艾丽丝·默多克被誉为“全英国最聪明的

女人”，是英国当代杰出且多产的小说家，她

的一生创作了26部小说、6部哲学著作、4部
戏剧和 2部诗集，她受到柏拉图、克尔凯郭

尔、萨特、维特根斯坦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

她和克尔凯郭尔同样反对将哲学理论化系统

化，而是艺术性地将其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她

的作品大多意图探讨善与恶、艺术与道德、自

由与逃离、爱与性、罪恶与救赎等一系列话

题。她创作了《在网下》、《大海，大海》、《独角

兽》、《黑王子》、《一次相当体面的失败》等小

说作品，其中《大海，大海》获得了英国文学最

高奖-布克奖，《黑王子》在 1973年获得詹姆

斯·泰勒·布拉克纪念奖。《黑王子》是默多克

创作成熟期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深的作品之

一。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小说也以“爱的

庆典”为副标题。它围绕主人公布拉德利的小

说创作、爱欲纠葛、亲情伦理展开在一个信仰

缺失的时代，人类如何在困境中探寻存在意

义的生命历程。从自我臆想的现实中发现真

实，走向向善的朝圣之旅，突破自我中心主

义，实现自我救赎。克尔凯郭尔是丹麦哲学

家，存在主义之父。他的哲学主题围绕个体的

人，他认为生活中的首要之事就是赢得自我，

获得自我，他的主题包括非此即彼、心灵清

洁、主观真理等方面，他将人的生存方式设定

为审美、伦理、宗教三个层面。人必须要成为

独立于这个世界的个体，承担责任，自主选择

自己的道路和价值观，完成自我蜕变，找寻到

生命存在的意义。

国外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的研究现状可

谓“如火如荼”，但是对于小说《黑王子》的研

究并不是很全面。默多克作品的研究大致可

以分为早期（1965-1976）、中期（1977-1986）
和近期(1987- )。早期研究者将默多克的文学

作品与其哲学思想相结合，为之后的研究开

辟了道路。在中期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人物

与象征、虚构与现实、人性与道德等方面的问

题。近期默多克小说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评

论家以更广泛的视角例如后现代主义视角或

利用西方文学理论例如女性主义批评、精神

分析等对其作品进行解读。拜厄特认为这部

小说被称为“关于现实主义道德价值的预言，

而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我国，对于艾丽丝·

默多克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到

二十一世纪才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已经有了

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国内学者对默多

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视域下的《《黑王子黑王子》》解读解读
孙梦璇① 祁玉龙②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 要：爱尔兰作家艾丽丝·默多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一流的小说家、哲学家和评论家，她的文学作品蕴

含了她对于艺术、道德与哲学的探讨，其后期作品《黑王子》这部著作受到了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影响同时

也展现出了对于生存与自我的深刻思考，即对于人与人、人与命运、人与邪恶、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哲学问题

的思考，人的生存发展遵循从审美、伦理过渡到宗教阶段的发展规律，整部作品力图探寻孤独生存与发展的

个体，如何在荒谬空虚的现代社会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状态，在经历外界冲突与内心困境之后如何进

行选择，承担责任，追寻道德与向善，最终赢得自由，实现真实自我的道路。此篇论文也意图洞察人物内心世

界，为自我存在价值的寻找和人生意义的解答提供指导。

关键词：《黑王子》；艾丽丝·默多克；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

①孙梦璇，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爱尔兰文学

②祁玉龙，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爱尔兰及英国文学、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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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研究大体包括小说观、小说的艺术特色、

哲学观以及宗教观。国内关于《黑王子》的研

究集中在小说主题，写作手法，以及运用哲学

思想，叙事学等对文本进行解读。性别研究、

元小说手法、爱欲伦理以及叙事结构也是批

评家们进一步研究的角度和方向。

近年来，对于艾丽丝·默多克杰作《黑王

子》的研究仍然沿着小说与哲学思想相结合

的方法脉络发展。在我国，对于《黑王子》的研

究带有前沿的文学伦理关怀色彩。本论文以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对该小

说进行分析探索，通过文献搜集，国内外暂无

以此理论对此小说的研究。《黑王子》当中蕴

含了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相比于众所

周知的萨特存在主义理论来说，小说更加契

合克氏关于个体、自我、真理、信仰、选择等话

题研究。

二、个体生存困境

默多克的哲学思想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

相同的根源和立足点。虽然她与克尔凯郭尔

生活的时代相隔一个世纪，但是他们对于人

类存在及其所处境遇的思考和阐述异曲同

工。正如小说《黑王子》当中，在一个物质富足

人们内心却空虚迷惘的时代背景之下，在一

个道德和信仰缺失的复杂环境中，每一个平

凡的人都遭遇到了个体生存的困境，以及来

源于社会、伦理和心理层面的危机。克尔凯郭

尔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个体，

即“活生生的、孤独的、充满关切的个体”（安

德森：32），就是“那位单一者”。小说中每一个

男人和女人都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每

个个体都是相对于他者和公众存在的独立的

人格。而个体认识到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是实

现突破的首要任务，而这困境是来源于外在

和内心的双重困境。

从外在来讲，小说当中人物生活在一个

荒谬的世界当中，充满了混乱和空虚。正如罗

赞娜·毕卡西亚所言：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中

“人与世界相分离的关系并不能和解”，“荒谬

的境况不是被压抑，而是与之共处，不是逃

避，而是持久面对”（Berthold：144）。小说中普

丽西娜的婚姻无疑是不幸的，当普丽西娜离

家出走求助于哥哥的时候，布拉德利给出的

意见是她不能够离开丈夫，将无法走入社会，

“凡是结了婚的人都是不幸的”（默多克：63），
他并没有把妹妹视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

体。普丽西娜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婚姻毁灭了，

生命也毁灭了。将自己过分依赖他人，从而失

去了人真正的主体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

应当“维护自己的特殊性”（安德森：68）。个体

是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的，并且要对自己

的选择负有责任。巴芬夫妇之间的爱情和相

处方式也体现出了矛盾性，蕾切尔作为一个

家庭主妇即使遭受到情感的折磨和肉体的暴

力仍然是以丈夫阿诺尔德为中心的，“她只是

反射着他的光芒”（18）。她认为丈夫剥夺和毁

掉了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不能思想和工作，

必须被瞧不起并处处服从，然而却并没有进

行抗争，仍然沉溺于婚姻的纠葛之中。在男性

的视角下，蕾切尔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

体，甚至所有的女性都不是独立又独特的个

人，她们被“公众”物化和同化。女性同样作为

个体的存在是有权利重塑自己的身份并自由

选择自己的角色的，不必为男性权威所禁锢，

女性的个体意识是重要且真实的。布拉德利

和阿诺尔德的友谊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之

下也是脆弱的，布拉德利对于阿诺尔德的小

说创作评价会发生变化；布拉德利与朋友的

妻子和女儿发生的有悖伦理的关系无疑是对

友谊的背叛，这处于克尔凯郭尔所表达的生

存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审美阶段。在这一阶段

个体的人“为自己而活”，他们“采取一种满足

个人直接欲望的非常原始的生活形式，从而

导致一种败坏堕落的生活”（安德森：63）。拥

有“个体”意识的布拉德利始终按照自己的内

心选择行事，并没有考虑自己应负的责任和

社会群体普遍的价值观。

从内在来讲，克尔凯郭尔对于存在主义

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孤独的个体”，这是世

界上唯一的实在。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中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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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既然个体是独立的，必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

体现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的内心发展

上。首先，主人公布拉德利对于外界环境是疏

离的。人想要获得自我，“一种孤独的需要”

（安德森：95）是十分必要的。克尔凯郭尔的观

点也指出只有花时间独处才能明白什么对于

自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小说展开之初，作

者就交代了布拉德利意欲逃离都市避隐郊

野，实现自己的创作和艺术理想。审美生活最

高层级的代表就是艺术家。布拉德利试图逃

离偶然出现的一系列麻烦和困境，将自己视

为一个局外人，做到与世界、他人和自我都疏

远、漠然，从而孤独自处。从克尔凯郭尔的“真

理即主观性”，也可以了解到只有当人的内在

精神与客观世界“隔绝”，通过主观的感知才

能获得真理。第二方面，是人的异化，体现在

人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默多克

曾经指出“个人与他们的真实自我、他们的本

性和他们的意识分离。它使个人失去了个体

的完整性、独立性，成为陌生于自我的一种状

态”(许健：151)就是自我异化。小说中的普丽

西娜从家中逃跑，盲目逃避生存的事实，将自

己的生活陷入一种疯癫的状态。她无法与他

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在她的人际关系当中人

与人彼此疏离，最后导致了自杀。异化和非人

化普丽西娜的不仅仅是他无情的丈夫，冷漠

的大众，还包括她自身。这是一种丧失责任感

的现代病。第三方面，是人内心的绝望。在《致

死的疾病》一书中克尔凯郭尔匿名表达了自

己的观点，指出绝望的三重含义“绝望于没有

意识到自我、不想做自己、想做自己”（李斯

曼：155）。蕾切尔对于自己的处境是麻木的，

她选择一次又一次原谅丈夫，和丈夫的朋友

暧昧，最终选择了爆发，他杀死了丈夫，使布

拉德利锒铛入狱，并在后记中解构了布拉德

利的讲述。孤独个体只有利用意识深刻体会

绝望，才能获得自我拯救,而蕾切尔最终实现

了精神的飞跃。

三、自我追寻之路

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另一个

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自我”。他在《致死的疾

病》中定义“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

的关系”（易柳婷：107）。自我是人的生命中唯

一重要的东西。而自我必须在生存关系当中

才能实现，而朱莉安和布拉德利便处于一种

复杂且纠葛的情感关系之中。克尔凯郭尔关

注“信仰”，信仰意旨“自我的计划”，也就是个

体对自我身份的追求，追求“成为自己”（Wil⁃
liams：117）,最终实现信仰的回归。

在踏上自我追寻之路之前，我们首先要

真正认识自己，做到自我认识和自我谋划。小

说中的人物均体现了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的

“虚弱的自我”这一概念。小说描绘了朱莉安

多重自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社会生活角

度来讲，朱莉安最初并没有认清自我，不停转

变自己人生的发展方向，她并没有找到自己

在社会中的定位，布拉德利以对女性的固有

印象认为“朱莉安的命运就是当打字员、教

师、家庭主妇，充当不了任何重要角色”（47）。
从艺术角度来讲，朱莉安与布拉德利谈论的

文学与艺术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真实的自

我。从“厄洛斯”也就是欲望的角度来讲，朱莉

安跳车来证明他对布拉德利的爱，不顾及道

德和伦理因素，弱化过去的沉重负担和对未

来的恐惧，处于克尔凯郭尔审美阶段，完全致

力于现在真实存在的自我。小说当中对于爱、

艺术与哲学的探讨体现了克尔凯郭尔生存与

自我的哲学内核。布拉德利形容自己是一个

“清教徒”，他厌倦一切偶发事件，不关注任何

人，沉湎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对于真实境

况和他人的认知都带有自我臆想的倾向。布

拉德利是一个典型的默多克式的男性权力的

行使者，他是挑剔并且充满利己主义的（Jor⁃
dan：370）。他依靠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由审

美阶段过渡到伦理阶段。他更多地考虑到了

群体和道德责任感，在和朱莉安相处的过程

中对于爱情一直在徘徊和犹豫，压抑自我，相

信“个体是属于普遍性的”（安德森：64）。普丽

西娜的自我则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初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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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娜按照母亲的策划开始社交，结婚后又以

家庭为中心，出逃后想的是珠宝首饰。在生活

当中，普丽西娜始终没有明确的自我概念，从

而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

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认为“生活中

的首要之事是赢得自我，获得自我”（安德森：

94）。自我应该与一完善自我相联系、相比照，

才能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确认，获

得生存的意义（453）。朱莉安就是布拉德利的

目标和动力，是他的精神追求。朱莉安对于自

我身份的选择是自由的，她能够抵抗男性权

威，表达女性声音。她根据自己的意愿恋爱、

私奔、回家，她努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她

对于布拉德利的爱也使她认识到了自我之外

的存在和艺术的真实。克尔凯郭尔强调这是

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面对艺术和道德

困境的时候，布拉德利与朱莉安的恋爱则是

其自我转变的一个契机。对于布拉德利来说，

他对于朱莉安的爱带来了“世界的转变”（La⁃
marque：216），是一种灵魂和自我的解放。艺

术家通过爱获得自我，布拉德利由执着于自

我进而向外在世界敞开心扉，关注周围的他

人，逐步摆脱迷惘和困顿，走向向善的朝圣之

路。在追寻真理和艺术的道路上，他不得不去

帮忙处理一系列的混乱和麻烦，对他人的关

照也见证了布拉德利自我的成长。朱莉安的

出现也是打开布拉德利狭隘、封闭的自我的

一把钥匙，它逐渐由自私、冷漠变得富有同情

心和责任感。布拉德利对朱莉安的爱情和性

欲同时也使他摒弃自我，突破自我，最终实现

了消除自我，由“唯我”转向了“无我”。由于布

拉德利深陷爱河，才使他走出自我，因为他所

创作的小说也是围绕朱莉安为原型展开的，

所以说爱情也使布拉德利艺术中的自我得以

启发和更新，逐步走向艺术的真实。正如默多

克所说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会得以自我升

华。最终布拉德利代替蕾切尔入狱，实现了自

我救赎，人格也升华到了至善的高度。他的自

我在死亡中彻底消除，艺术也因死亡体验消

除了一切障碍。最终达到了克尔凯郭尔哲学

的最后一个阶段：宗教阶段，完全超越善恶，

将个体交付彻底的内心活动。默多克在她的

著名论文《论“上帝”和“善”》当中将上帝的特

质等同于“善”，布拉德利最终实现了永恒的

向善和自我内心的回归。克尔凯郭尔将拥有

“最高的善”的个体不仅仅设想于一个道德世

界，也存在于一个充满美德和幸福的社会

（Fremstedal：53）。小说当中克里斯蒂安的形

象是与其他女性刻板印象不同的一个女性形

象，她自始至终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

克里斯蒂安对于婚姻、事业的自由选择，人格

和自我意识的独立，使她实现了经济的自主

和精神的升华，即使身处荒谬的困境，仍然能

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救赎。

四、结论

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创作和哲学思想

始终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在对《黑王子》这

部著作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发

现默多克的思想里有太多克尔凯郭尔存在主

义哲学的影子，会流露于小说的字里行间。结

合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人生存发展

的三个阶段以及两个核心概念“个体”和“自

我”的阐发，此篇论文探讨了人类如何解决生

存的困境和内心的迷惑，并踏上艺术、道德和

真理这一漫长追寻之路，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和人生意义。这也应该是一个始终保有初心、

始终探寻的永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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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Black Pri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ierkegaard's Existentialism

SUN Mengxuan QI Yulong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40

【【AbstractAbstract】】Iris Murdoch is a first- class novelist, philosopher, and critic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Ireland, whose works include her judgment on art, virtues and philosophy. And her more

recent work "The Black Prince" was influenced by Kierkegaard's existentialism, while it also shows the

deep reflection on living and self, which is between people, human beings and fate, human beings and

evil, coincidence and unavoidablity.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llow the process from aesthetic

and ethic stage to religious stage, and the whole work is trying to seek how the lonely developing indi-

vidual, faced to the complicate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 in the ridiculous and void

modern society, will choos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outer conflicts and inner entrapment to seek

ethic virtues, and finally gain freedom to realize oneself. The paper is also meant to have an insight of

characters' inner world so as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seeking one's value and meaning.

【【KeywordsKeywords】】The Black Prince; Iris Murdoch; Kierkegaard; 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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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利用飞速发展的

科技力量，越来越多地掠夺了过量的自然资

源和财富，用以支撑逐渐膨胀的物质主义和

消费主义，造成了生态问题频发和环境危机

四伏的恶劣现状，从而引起了西方乃至世界

的生态伦理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王云霞，2017:
101-107）。生态伦理学突破了以往的生态学

及伦理学所研究领域，将自然首次引入伦理

视域（韩菲，2015:32-36）。其主要研究内容为

人类与其它生命体、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

间的微妙关系，倡导人类着眼未来，珍爱我们

不可或缺的生存基础以及地球自然环境，实

现人类与自然、地球和谐共处共存共生的目

标。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当代英

美文坛的璀璨之星，曾于1993年首获诺贝尔

文学奖。托尼·莫里森生于1931年，于1970年
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最蓝的眼睛》，此后

笔耕不缀相继创作了《秀拉》《宠儿》《家园》等

11部作品（赵宏维，2015）。一段时间以来，国

内外关于其作品的研究角度多是种族主义、

黑人历史文化和叙事特点、创作技巧等方面。

本文拟从生态伦理视角解读她的一些作品以

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相关描写，以展现

其对人与自然，尤其是对女性和自然所倾注

的关注和思考，挖掘分析莫里森生态伦理思

想的形成原因、发展脉络和核心观点。

一、源于对生态女性的思考

生态女性主义发端于生态主义和生态女

权主义,糅合了生态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其

观点由弗朗西斯·德奥波尼于1974年初次正

式提及（熊文，2010:160-164）。作为一名黑人

女作家，女性主题根植于莫里森系列小说，尤

其是黑人女性饱受压迫和歧视方面。莫里森

生态伦理思想的最初起源，就是将黑人女性

作为关注焦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最蓝的眼

睛》中，莫里森通过多样化的自然意象体现女

性的本质属性以及和自然的重要关联（夏增

强，2017:126-127）。春夏秋冬是每一章的名

字，也强烈衬托着主角佩克拉的凄惨命运。暖

秋季节她饱受冷嘲热讽，寒冬时候她居无定

所并被生父强暴怀孕，春暖花开时她诞下死

婴，活力夏季她却被龙卷风带走。克劳蒂娅姐

妹种下的代表希望、纯洁的金盏花，由于人类

工业活动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也始终未曾绽

放，正如佩克拉一样过早凋零，自然与女性此

刻相融一体，表明了莫里森批评反对压迫、占

有、侵略女性和自然的价值观。在《所罗门之

歌》里面，女性则更加直接地被引申为自然之

含义（刘红红，2013）。彼拉多的名字、形象以

及精神，都具有“树”的含义。彼拉多从小就在

托尼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析莫里森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蔡燕华①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0

摘 要：托尼·莫里森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它的起源便是自然与女性意象紧密相连的生态女

性主义。托尼·莫里森强调要坚持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同时充分发挥女性独特的天性，构建人与自

然生态整体利益一致的现代深层生态伦理体系。托尼·莫里森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理论

研究和发展开辟了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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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燕华,女,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该文系盐城师范学院科研项目《生态批评视阈下美国非裔文学作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4YCK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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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天堂的农庄里长大，与自然为伴。并且彼

拉多天生没有肚脐眼，仿佛就是由自然孕育

而生，是大地万物和万千女性的象征。这即是

莫里森想肯定的，女性和自然的互相依存、交

错相联的生态伦理关系。在《柏油孩子》中，象

征着人类霸权和男权的瓦利连，为了满足自

己的私人欲望，肆无忌惮的破坏着岛上的自

然环境，导致冠军雏菊树倒下了，兰树倒下

了，雨量变小，河流改道，野鸳鸯纷纷逃离，地

面到处都是空洞（马潇，2009:320-322）。与此

同时，瓦利连也虐待自己的妻子玛格利特，导

致其精神失常。此处，女性和自然被视为低贱

对象，都在悲情地控诉着人类尤其男性地无

情压迫、剥削。莫里森在作品中也流露了反对

这种行为的想法，描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凶

狠反击，精神失常的玛格利特用针扎孩子反

击瓦利连的虐待和霸道集权。这些描写，无不

透露着莫里森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只有全

社会全人类共同关爱自然关爱女性，才能构

建出一个男女平等融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态整体，而这也是她生态伦理思想的起

源发端。

二、女性视角解读自然属义

大地母亲生养了人类，而人类女性又养

儿育女不断繁衍，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把人类

女性的生育角色与大地母亲的养育角色看作

是相类似的（李静，2015）。正因为女性与自然

之间这种类似性，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女性和

自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类似性，女性受到奴

役、压迫和剥削，相应地，自然也会受到破坏、

撷取。莫里森用情描写了女性和自然之间的

关系,将女性和自然互相幻化，且揭露出居于

他者地位的类似性，深入剖析了个人、自然与

社会发展的相互联系性，让人深切地体会到

黑人女性那种挣脱凄惨命运、向往独立自由

的强烈意愿。作品宣扬了一种主张男女平等、

抵制种族歧视与阶级歧视的生态伦理，为化

解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提出了良好的解决方

案。在莫里森的作品中，“自然”则被赋予了相

当重要的属义。对自然的解释不但对人物的

自我了解意义重大，并且对其故事的叙述也

是至关重要的。在作品《秀拉》中，秀拉的家乡

与山谷之间有一条美丽的林荫大道，大道两

旁原本有着各种各样茂密的树（Liu Qian，
2013）。然而白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一切，各

种树被连根拔掉，修建了球场、工厂，从而秀

美的村庄黯然失色，壮丽的自然千疮百孔，变

得浓烟滚滚，灰尘满天。在《宠儿》中，莫里森

将花儿化作指路的方向，保罗从苦役营里逃

出后，追逐着木兰花、桃花、苹果花等花儿的

香痕，最终奔往解放、收获自由、迈向新生；同

样地，树木则是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塞丝的女

儿丹芙也是通过树木找到了心灵的静地，走

向新生（龚玲，2012:205-27）。她有一个由灌

木形成的树屋，小说中这样写道：“它先是一

间游戏室，然后是避难所，在那间凉亭里，与

受伤的世界的彻底隔绝。在生机盎然的绿墙

地遮挡、呵护下，她觉得清醒成熟，而拯救就

像愿望一般易手可得。”（潘岳 译，2000）就这

样，丹芙通过树屋将心灵连接到了宁静的自

然，心中泛起了无尽的希望；不仅如此，莫里

森还充分利用了林间空地这一自然意象，将

其作为黑人同胞心中神圣之地，描述饱受创

伤的黑人们在圣地上哭喊、歌舞的情景，在宣

泄中抒发他们心中的痛苦。树林和大地为之

鸣响和震颤，仿佛都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这

些黑人同胞们便从中找到了继续生活的伟大

力量和勇气,由毁灭走向了重生。在作品《慈

悲》里面，莫里森旗帜鲜明地批判人类中心主

义（孙瑜，2015:138-141）。她向我们描述了在

社会严重压迫下的女性和自然现状，对殖民

者的贪欲和私心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驳，强

烈抵制了对大自然的占有和掠夺等行为，极

力谴责了那种人类高于自然，可以对自然进

行任意掠夺、宰割的观点。莫里森用花、树木

和河流等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意象，既把人类

同自然的相互关系刻画了出来，大自然不管

受到人类如何摧残和蹂躏，都回报人类可以

寻求希望、勇气和力量的舞台和空间；又形象

而深刻地揭露出美丽的自然在人类现代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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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遭受的浩劫，表现了对人类社会无情开

垦掠夺自然的批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莫

里森对不断遭受破坏的自然的同情和忧愁。

这些都表明了莫里森的价值取向——坚定的

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肯定了自然依然有其

自然的属性,拥有本质上的权利与价值，扮演

着大地万物生命源泉的角色。

三、生态女性到生态伦理的博爱升华

生态女性主义有这样的观点：由于自然

和女性这种天生存在类似性、相仿性或者象

征性的联系，自然被类比为女性，而女性也常

常可以同自然对照，使得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更加亲近相融。莫里森通过黑人女性独特的

视角，在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人类奴役和掠夺

自然的景象，以及自然对人类报复性的浩劫，

深刻阐述和批判性别上的压迫以及对自然的

剥削。莫里森也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转

变世俗的价值观，逐步地从呼吁人们把女性

和自然的地位提高起来，转变到呼吁人类尊

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从而重新确立

起人们的万物平等意识和正确的生态观念，

完成了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伦理思想的博

爱升华。在《所罗门之歌》中，主人公彼拉多小

时候生活的农庄被称作“林肯天堂”，那有大

片树林，有大片的水池，还连着一条小河，河

里面还有许多鱼，山里有鹿和野鸡，还有各种

果树、花草（龚玲，2012:205-27）。成年之后依

然保持着和谐融洽的关系。她房子的后面种

着四棵大松树，她也喜欢咀嚼松针，散发着树

林的味道，她的声音如同冲撞的鹅卵石，清脆

得令人神往，她甚至可以化作黑树与已故父

亲的灵魂交流。她拥有的这种超越自然的神

奇魔力，或许正是因为她一直以来与自然的

亲密关系，正是因为她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与

自然浑然一体，她才彰显着女性的自然美德。

这种美德就是她拥有的超越物质的东西，对

他人无限的关爱和仁慈。彼拉多就是一个具

备接近女性完美精神实质的人物，她就像一

个神的化身，代表了爱、责任、义务。她如同自

然保护人类一样保护家人，像救世主一样对

待需要帮助的弱者，奶娃正是在彼拉多深刻

的影响下，懂得了用爱去关心帮助人，用责任

去承担生命，用义务去实现生命价值，并且抛

弃了肮脏腐朽的金钱主义和物质主义。她为

奶娃挡子弹，以无私的爱和关怀，对奶娃产生

了深深的影响，并最终使奶娃在精神上得到

了新生，并学会了“以古老非洲传统中飞翔姿

态”去领悟生命，在关爱、宽容和帮助中学会

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最终达到和谐相处。在

作品《宠儿》中，莫里森更是多次提到了塞丝

后背的“树”状伤痕（龚玲，2012:205-27）。“你

后背有一整棵树，开着花呢！”“一棵苦樱桃

树。树干，树枝，还有树叶呢”（潘岳 译，2000）
展现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

塞丝背上的“树”既无叶子,更无生命,那是她

苦难人生中的心理阴影,更是奴隶制给塞丝造

成的身体创伤。作者多次反复提及这棵树，读

者渐渐明白那是她经常被毒打所留下的疤

痕。作者在小说中避开了残暴血腥的语言，而

是把赛丝后背的疤痕美化成了一棵树，如诗

歌一般美丽：“它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

汁儿”。这棵极具象征性的“树”，淌着汁，正如

她受尽委屈和折磨在心中淌下的辛酸血泪，

也是她人生中受尽压迫和蹂躏的痛苦回忆。

在莫里森的笔下，这种痛苦经历与美丽自然

的巧妙融合，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白人男性如

同破坏自然一样蹂躏女性的身体。此类的描

写，向读者揭示了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常常

处于被压迫、奴役、剥削的居于他者地位，与

自然有着类似命运的生存状况。在《慈悲》中，

农场主雅各布过了几年奴隶主的逍遥奢靡生

活后，摒弃了一开始的淳朴善良本性，为满足

和别的奴隶主的攀比虚荣心和自身欲望，他

大肆砍伐树木建造豪宅，使一片森林变得满

目疮痍（孙瑜，2015:138-141）。最终他也受到

了自然的惩罚，死在了自己建造的豪宅内，生

前拥有的一切都随之灰飞烟灭，自然与人类

破坏了原有的生态伦理关系，造成了两败俱

伤的悲惨情景。因此，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生态

女性主义者提出要重新建构完整且有深度的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017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生态伦理，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式上把

“拥有女性原则、发扬女性精神、构建女性文

化”树立起来，发挥出女性独特的天性，尤其

是发挥出女性传统的美德，诸如关爱、怜悯、

仁慈等，使其更能够促进改善社会关系，并形

成一种文化和一种伦理，使其在地位上有所

提升，最终形成一种更少压迫性、更少掠夺

性、更加和谐的社会生活生态。同时，在生态

伦理上，莫里森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界物种之

一，人的成长都要受到自然的哺育和恩惠，人

类不应超越这种生态伦理关系而跃居自然中

心，要坚决摒弃有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

思想，而应该从保护自然本身的目的出发，构

建生态整体利益一致的现代深层生态伦理

学。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由于多种不同的

主客观原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每况

愈下，自然灾害全球频发，气候变化反复无

常，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亟待拯救的地步。本文

通过对托尼·莫里森部分作品中关于女性和

自然的描写和刻画进行挖掘分析，从生态伦

理的角度重新解读莫里森作品中的内涵，来

寻找和感受她对自然和女性所展现出来的关

爱和怜悯，并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以构建一个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男性与女性相互关爱、没

有压迫掠夺、没有奴役破坏的良好社会生态

伦理环境，并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理论研

究和发展开辟新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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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系统

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 1995）将语言

看成一种社会符号，认为语言的使用蕴含于社

会语境之中。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兴起于20世
纪70年代的重要话语分析理论，主要研究社

会和政治语境中的篇章和谈话行为，再现及抵

制社会权力滥用、统治和不平等的方式（van
Dijk, 2008）。对新闻语篇的话语研究一直是批

评性话语分析学者关注的焦点，但随着系统功

能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批评性话语分析中

的不足之处逐渐暴露出来。评价理论（Apprais⁃
al Theory）的出现为新闻语篇的话语分析提供

了新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开始从更为全面、客

观的角度分析语篇中的问题，期望通过话语分

析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为社会冲突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梦”这一概念自2012年习近平主席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后，便引发了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人》与《纽约时

报》作为英美主流报刊媒介，具有良好的社会

公信力与权威性，以独立和全球化的视角，博

得了全球超过百万读者群体的关注，不断引导

着国际社会的舆论导向。本研究以马丁评价理

论为框架对《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中9篇
“中国梦”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语篇分析，重点

探讨英美报刊“中国梦”话语中的态度资源、介

入资源和极差资源，以更为全面、客观的视角

分析英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构建方式，阐释

英美主流媒体在“中国梦”相关的新闻报道中

隐含的政治立场，并结合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差

异以及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解释外媒构建这一

中国形象的深层次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旨在

引导国内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促进

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推动人类社会向着

更平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文献综述

当前，“中国梦”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国梦”

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对外传播途径等方向（史

为磊，2013）。学者们从政治学、外交学和新闻

传播学等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梦”与中国外

交道路、格局、目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树立起

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

性，阐释了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新国际

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梦”这一核心

政治理念在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兴媒介以及电

评价理论视阙下英美报刊中评价理论视阙下英美报刊中““中国梦中国梦””话语分析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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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书等传统媒介中的传播方式等等。但“国

内对中国梦的研究以理论探讨和宏观阐述为

主，实证考察和微观分析较少，跨学科综合性

探究较为欠缺”（黄敏，钱毓芳，2015）。
在语言学视角下，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梦

话语分析、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以及国家形

象的塑造研究，这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

国际合作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苗兴伟（2016）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提出了话语构建论，

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层面上分

析了习总书记讲话中的“中国梦”话语建构特

点。张蕾（2016）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角度出发，

以习总书记发言为语料阐释了中国梦的本质

和内涵、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刘

立华&马俊杰（2016）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运用

语料库探讨了中国梦与话语权的构建的意义，

分析了新华社和中国官方媒体对外报道中国

梦时常涉及到的话语策略。但是，当前对“中国

梦”话语构建的“自塑”研究较多，关于“中国

梦”话语构建的“他塑”研究较少。正如余劲草、

楚军、张扬在《国家形象研究的新视角—批评

性话语分析》（2016）中所说，“国家形象存在着

自我本位与他者本位两重维度，兼有主观性和

客观性，因此国外媒体同样参加了中国的国家

形象”。

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源于系统功

能语言学，包括三个子系统：态度系统、介入系

统和级差系统，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意义

研究的新发展。澳大利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家

马丁（Martin）于1991至1994年间首次提出并

逐步建立起评价理论，阐释了“系统功能语言

学的研究方法没有涉及到的是对评价意义的

阐释——谈话者的感觉、他们作出的判断以及

对各种现象或经历的价值判定”。王振华

（2001）认为马丁评价系统的中心是系统，焦点

是评价，语言是手段。评价系统透过对语言的

分析，评价语言使用者对事态的立场、观点和

态度。

马丁（2002）提出“现有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对权力因素所做的批评过多，向人们展示的是

一个十分可怕的世界，使人们因无法改变现状

而对未来失去信心”。由于批评性话语分析基

本上是以解构的方式来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因

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弥补批评性话语分

析的这一不足之处，马丁（2004）首次提出了积

极话语分析这个口号，阐释了积极话语分析的

含义及其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价值，呼吁学者

们以建构的方式处理社会分歧，力争寻求和解

办法，以积极、和平的态度建立起一个比较理

想的人类社会。积极话语分析的出现为批评性

话语分析的发展做了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

积极话语分析优于批评话语分析，二者是评价

理论的两个方面，是解构与建构、现实的CDA
与非现实的 CDA 之间的关系”（胡壮麟，

2012）。评价理论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人

际意义的补充，以较为全面、客观的视角去分

析国际冲突和地区热点问题，主张通过和平友

好的态度来解决各种分歧，推动构建一个和

谐、美好的世界，因此更具有建构意义。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经济学人》与《纽约

时报》中共计9篇新闻报道，时间范围为2017
年9月至2017年12月。语料中较为典型的语

篇主要涉及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南海问

题等方面，例如《经济学人》在17年10月14日
全球新闻中对习主席的专题报道“The World’
s Most Powerful Man”，10月21日在中国专栏

中对十九大的报道“The Communist Party
Convenes the Start of a New Era”，《纽约时报》

在17年10月18日于报刊封面发布的“Party
Gathers,in Affirmation of Xi’s Might”一文等

等。本研究分别对英美报刊“中国梦”话语中的

评价资源做分类统计，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

题：（1）英美主流媒体在“中国梦”相关新闻报

道中传递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特点是什么？（2）
英美主流媒体如何通过“中国梦”相关新闻报

道传递出这一中国形象？（3）英美主流媒体构

建起这一中国形象的深层次社会文化动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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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四、英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评价资源分

析

1.《经济学人》与《纽约时报》中“中国梦”

话语态度资源分析

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的中心，主要包括话

语使用者的情感和情绪反应，对行为的评判和

对事物价值的鉴赏，可分为情感系统、判断系

统和鉴赏系统三个子系统。刘立华（2010）在

《评价理论研究》中详细地阐释了评价系统的

三个子系统，认为“情感是对行为、文本/过程

及现象的反应，判断系统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

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鉴赏系统指对文

本/过程及现象的评价”。本研究尝试通过态度

系统并结合例证分析归纳出英美报刊中“中国

梦”话语传递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特点，阐释其

中隐含的态度和政治立场。下面举例说明：

例1选自《经济学人》，记者在句首使用鉴

赏资源“its message is clear”强调了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经济学人》

在报道中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正

面判断，认为它推进了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清晰图景，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世界诸多地

区的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世界

的繁荣发展。句中的“prosper, help”等都有积

极感情色彩，作者借此传达出对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赞赏态度和正面评价。

例2选自《经济学人》记者对中国反腐败

斗争的报道，报道开篇就将此次反腐斗争判定

为当前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活动，中纪委开展的

纪律检查行动已经处理了140万党员干部，体

现了《经济学人》记者对中国反腐活动的赞赏

态度。“only part, broader effort”形成强烈对比，

强调了自2012年以来的反腐倡廉行动是史无

前例的，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取得的

巨大胜利。

例3选自《纽约时报》，记者谴责了中国的

网络审查制度，并借此映射了中国国内的人权

问题。记者用 impose和crackdown等词刻画了

中国政府的强行镇压态势，用activist（积极分

子，活动家）这一有积极情感色彩意义的词汇

来形容煽动和危害中国国内社会稳定的罪犯，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目前，中国中宣部在纪

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对此作

出回应，“中国以发展促人权，不断提高人权保

障水平，讲好中国人权故事，推动中国人权话

语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

第二大出资国，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因此，上述《纽约时报》对中国人权问题

的指责显然不能成立。

例4选自《经济学人》, 句首的determined
（有决心的）虽有积极意义，却传达出了隐含的

负面判断，“thumb, should和stifling”凸显了的

讽刺意味。语篇中的两组比较级“less rich,
more stifling”作为极差资源强化了中国政府对

国民生活过度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使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成为一个更沉闷

（more stifling）的地方，表现了对政府过度干预

行为的怀疑态度和担忧情绪。

通过对英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态度资

源进行语篇分析，笔者发现记者笔下的中国形

象具有如下特点：（1）高度认同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外媒对中国奉行的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

赏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高度评价中国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坚

持反腐败斗争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形象。外媒

称赞中国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一直秉持着坚定

的决心，此次反腐斗争的力度前所未有。（3）中
国政府对国民生活的“过度干预”形象。作者认

为中国政府的过度干预是危险的，使中国人权

022



问题严重，减缓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但这与中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民主法制体系日益完

善的现状显然不符，也抹杀了中国全面依法治

国的显著成效。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在

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力，表

现在中国越来越完善的人权法治化体系中。

2.《经济学人》与《纽约时报》中“中国梦”

话语介入资源分析

介入资源（Martin, White, 2008）可以体现

信息的来源，作者对信息真实性的确定程度以

及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可分为单声介入和多

声介入，介入方式可以分为投射、情态、让步、

缩约与扩展等。单声介入是作者的主观态度，

作者要对所说的话负有全部的责任，而多声介

入允许话语中其他声音的出现。在外媒“中国

梦”相关新闻报道中，多声介入的比重远远超

过单声介入的比重。记者使用让步、缩约、扩展

等方式，投射出自身的意识形态并使读者信

服。下面举例说明：

例5选取了《纽约时报》中一段来自被逮

捕的中国律师闻某的相关报道，主要介入方式

为投射。记者通过介入资源投射了事情的背

景，模糊事情的来源并融入自己的观点和立

场，声称闻先生由于加入了借助社交网络散布

批判共产党言论的组织被警察逮捕带去质询，

并将其判定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权律

师”形象。记者在报道中称“警察没有任何理由

就随便抓人的行为是违法的、不合理的”，意在

谴责中国司法当局打击捍卫人权的律师群体，

抨击中国政府限制媒体报道与公众讨论空间

使人权得不到保护。事实上，这名律师是因颠

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逮捕，这种行为违反了中国

法律，应受法律的制裁。记者正是通过介入资

源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感，并颠倒

了事实真相。

例6选自《纽约时报》，作者运用的介入方

式为让步（反预期），突出了对中国在南海建造

自卫岛礁这一事件的负面评价。作者先通过投

射的方式交代了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这

一现状，让读者对所说的情况有一定的预期，

然后运用让步状语从句指出这一做法引起了

中国与美国海军和其他亚洲邻国之间的冲突，

制造了紧张局势，意在表明事实和预期完全不

一样，进而突出了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的

负面影响。中国在南海建造岛礁是纯属自卫性

质的，作者通过介入系统，将自身的意识形态

投射到新闻报道中，进而影响着读者的价值判

断。

在例7选自《经济学人》对中国南海建设

自卫岛礁的报道。作者首先用多声介入的方式

投射出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主义立场，赞

同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句中缩

约资源的使用指明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属于中国的内政问

题，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承诺放弃武力。

作者在句末使用判断资源“these are purely
defensive”，强调了中国南海建造的人工岛屿

完全是自卫性质的，高度评价了中国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

3.《经济学人》与《纽约时报》中“中国梦”

话语极差资源分析

王振华（2001）指出“极差系统是对态度介

入程度的分级资源，包括语势和聚焦两个子系

统”。语势可以分为强势和弱势，表示数量程度

的量化资源和表示非数量程度的强化资源。聚

焦可以分为明显和模糊，是对于不能分级的事

物进行的分级。外媒在“中国梦”相关新闻报道

中通过使用比较级、本身表示程度的词汇等极

差资源来凸显或弱化其态度和立场，运用强

化、量化、聚焦与模糊等级差资源，并借此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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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政治立场。以下为举例说明：

例8选自《经济学人》，作者对中国政治经

济新常态做出了负面的判断,句中“more or
less, favorite, 1.4bn”等量化和强化极差资源的

运用加强了对比的效果，具有浓厚的负面感情

色彩，表现出了作者对新常态下中国发展前景

的怀疑态度，但这一描述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

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

定。

例9选自《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是关于

习近平主席中国台湾问题的宣言。句中连续五

次使用“any”，以及“never”“anyone”等级差资

源，明确聚焦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

场。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不允许

任何组织、政党或个人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

政。《纽约时报》作者明确地传达出了这一态

度，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中不容

触碰的底线。这些明显聚焦的使用也增强了新

闻报道的真实感。

例10选自《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山西大同

的报道。作者在句中使用极差资源，句首

“overall”这一明显聚焦词语与“nearly as
quickly”等聚焦模糊词形成鲜明的对比，意在

诋毁中国国内严重的民生问题，认为尽管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飞快，但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未

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些聚焦资源的使用投射出

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读者应在阅读

中树立起批判性阅读意识，分辨清是非曲直。

综上所述，英美主流媒体在“中国梦”相关

新闻报道中，善于多声介入的方式，借用他人

的言论来增加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感，选

用反预期、缩约与扩展等方式增强新闻报道的

真实感，使读者感觉身临其境；并运用量化、强

化极差资源，明显聚焦与模糊聚焦等方式凸显

或弱化其政治立场。但实际上，作者只是假借

他人的观点来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进而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普遍认知。这说明新闻报

道并不总是真实客观的，它不是中立的媒介，

而是用来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Fowler,1991）。
新闻报道中饱含着记者的主观立场和观点，深

受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读者应树立批

判性思维意识，全面辩证地思考问题。

4.英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构建的社会

文化动因分析

在英美报刊“中国梦”相关新闻报道中，记

者笔下的中国国内人权问题严重，媒体报道与

公众讨论空间受到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民众面临着

住房、医疗、教育等压力，社会不平等因素增

加；政府的过度干预对未来发展带来隐患。英

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构建的中国形象与中

国现状有许多不符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两方面原因：

首先，中西方在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念上的差异影响着彼此的沟通和交流（徐晓

丹，2004）。古希腊城邦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崇

尚民主、自由、平等。英美两国实行民主政治，

确立了公民对政治权力发挥实际影响的机制，

实行国家首脑的普选和多党制议会制。中国实

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正

确选择，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体现，保

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英美

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其次，英美两国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迅速

崛起和发展仍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愿看

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并挑战美国的霸权

（朱桂生，黄建滨，2017）。中国已从2010年开

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外交方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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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日

益走向世界的中心。然而，受资本主义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种族主义和差别人权论等“西方中

心论”思想的影响，记者分别从英国和美国的

利益出发，运用其掌握的新闻媒体话语权夸大

了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大

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狭隘的、以自我为

中心的观念也不断影响着英美主流媒体对中

国形象的塑造。

五、结论

本研究在马丁评价理论视角下，对英美报

刊中9篇“中国梦”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语篇

分析，重点探究英美报刊中“中国梦”话语评价

资源。研究发现，《经济学人》记者通过运用积

极判断和积极鉴赏资源，高度认同中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称赞中国在反腐方

面的坚定决心。与之相比，《纽约时报》记者对

中国外交政策的报道中充斥着较多负面评价，

并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行为使国内人权和民

生问题严重。受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以

及“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英美主流媒体擅

于使用多声介入、反预期等“中国梦”话语构建

方式，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投射在新闻报道中，

并运用比较级和程度性词汇等级差资源来凸

显或弱化其态度和立场，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

感。因此，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中国应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引导国

内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在对外

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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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study selects 9 news reports from The Economist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s data and

uses the appraisal theory of Marti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iming to analyze how western main-

stream media uses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of representation to describe the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and illustrates their connotative political standpoint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cultural rea-

so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attitudes and way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in Brit-

ish and American news repor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journalists express their ideology and po-

litical standpoints by means of heterogloss, concession as well as intensity. China shoul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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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礼德的语篇功能理论

根据韩礼德的语篇功能理论，语篇功能由

三个元功能组成，即概念功能—语言对人们在

现实世界以及内心世界中各种经历加以表达

的功能，人际功能—讲话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

活动的功能，语篇功能—语言用于组织信息的

功能。其中，语篇功能分析为分析语篇提供了

一个理论框架，它分为三个语义系统：主位-述
位系统，即主位系统；已知信息-新信息系统，

即信息系统以及衔接系统。[2]
二、《江雪》的英译语篇功能分析

2.1主位结构分析

在韩礼德的语篇功能理论中，将一个小句

切分为主位与述位，这两者共同构成主位结

构。主位是语言组织者组织语言信息的起点，

主位结构是语篇功能中的一个系统，主要用于

分析一个小句中信息起点与其余部分之间的

关系。当充当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时充当小句主

语时，主位即是“无标记主位”，相反，如果主位

不是小句的主语，主位则是“有标记主语”。[3]
无标记主语只是一般叙述，而有标记主语一般

都是为了凸显某些成分。[4]
2.1.1原诗的主位结构分析

从主位结构角度来分析原诗，《江雪》的主

位和述位可做如下分析：千山、万径、孤舟。其

中，第一二句，“千山”与“万径”都属于有标记

主位，凸显地点这个成分，这样的结构在意境

上强调了一种空旷寂灭的美感。“鸟飞绝”与

“人踪灭”则是述位，其中可以详细的再次划

分，“鸟”与“人”又属于做一般叙述的无标记主

位。三四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主谓句：孤舟蓑

笠翁（主位），独钓寒江雪（述位）。

2.1.2英译文的主位结构分析

如上图所示，在主位的翻译中，许译与吴

译都是原诗对应，采用有标记主位，突出诗强

调的空旷意境，而王诺译则为了押韵采用无标

对唐诗对唐诗《《江雪江雪》》的语篇功能分析的语篇功能分析
谢烜玥① 杜 平②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7

摘 要：功能语法是由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在 50年代末创立的，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种基本功能：概念功

能，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系统功能语法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随着理论的发展，系统功能语法已经

广泛应用在语篇分析之中，如黄国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对英文广告词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徐盛恒讨论了主述

位以及其照应模式，胡壮麟讨论了语篇衔接，连贯以及信息结构。黄国文教授首次运用系统功能理论对古典

诗词翻译进行研究。[1]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对语篇进行的分析被称为语篇功能分析，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

为理论基础，从主位，信息，衔接三个方面对唐诗《江雪》以及其英译文进行探讨。

关键词：语篇功能分析；《江雪》；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

①谢烜玥，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学与翻译

②杜平, 男, 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西方文学、英语教学

译者

许渊冲

王守义、诺弗尔

吴经熊

主位

From hill to hill; from path to path

No singing of birds; no footprint of man

Myriad mountains; endless roads

述位

no bird（主位）in flight; no man（主

位）in sight
In the mountain ranges; on a
thousand trails.
not a bird flying; not a trace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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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主位，但无标记主位的使用，在突出原诗所

营造的空旷气氛上稍显逊色。在述位的翻译

中，许译与原诗一致，保留了各自的主位。

译者主位述位

许渊冲 A straw- cloack’d man afloat,
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王守义，诺弗尔 There is only one
boat on the water; with an oldman in a straw
rain cape Who stands on deck and fishes by
himself.Where the snow falls on the cold river

吴经熊 Only an old fisherman in a
lonely boat Angling silently in the river
covered in the snow

如上图，在第三四句的译文中，许译的主

位与原诗相同，但为了behold与cold的押韵，

打破了“孤舟蓑笠翁”所营造的“孤”的氛围，同

时为了押韵，将“snow”前移，原诗“独钓寒江

雪”最后以“雪”字点睛，正是因为漫天的雪因

此鸟儿飞绝，人踪寂灭，茫茫天际大雪弥漫的

画面感没有体现出来。王诺译的版本将原诗再

翻译为了“有一叶孤舟与带着斗笠的老人”“在

江边独自垂钓”被处理成修饰成分，虽然更加

易于读者理解整个画面的内容，但却丢失了诗

的音美，同时，英译中也未体现“独”“孤”的氛

围，更像是一个老人在冬日垂钓的普通场景。

并且语言缺乏精炼，没有对应原诗“白描”的描

绘技巧，画面被塞满内容，给读者自我想象的

空间就变少了。吴译，主位与原文相同，“独钓

寒江雪”部分也被处理成主位的伴随部分，但

并未丢失语言的简洁精炼。

三、信息结构分析

信息结构由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部分

构成。从主位结构角度看，小句开头部分是主

位，常传递已知信息，剩下部分是述位，是信息

中心所在。信息结构是由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相

互作用从而构成信息单位的结构。已知信息是

指言语活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的或者根据语

境可以判断的成分。新信息是指言语活动尚未

出现或者根据语境难以判读的成分。新信息的

最高点，标志着所在单位的新信息结束，成为

信息中心。[3]一般遵循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

过渡的原则，将重点信息放在句末表达。

在《江雪》以及其三个译本中，“鸟飞绝”

“人踪灭”“蓑立翁”“寒江雪”当中“绝”与“灭”、

“翁”与“雪”毫无疑问是信息中心，从全诗来

看，“独钓寒江雪”是新信息内容，全诗前三句

写景，以白描的方式勾勒出一副孤寂、安静，天

地之大而我独往来的画面，在这样一副画面

中，“我”虽孤独，却依然专心的“独钓寒江雪”。

因此，“寒江雪”成为点睛之笔，一个性格清高，

不畏严寒的形象跃然纸上，是整首诗的“骨

头”。

许译的版本各小句的主位与述位都能相

对应，前两小句的信息中心都在“no bird in
flight”“no man in sight”，传神的再现了原诗画

面里空旷无物的场景，三四句译者为了押韵考

虑，将原诗表达中心信息的词提前了，译文

“behold”意思为“看”，虽照顾了诗的音美，却打

破了宁静空旷的氛围，但“fishing snow”却用的

十分传神，意为“钓雪”，整个世界被茫茫白雪

覆盖，因此所谓的垂钓也变成了“钓雪”，虽然

“snow”在译文中并不是中心信息，但并不影响

译者

许渊冲

王守义、诺弗尔

吴经熊

主位

A straw-cloack’d man afloat,behold
There is only one boat on the water;
with an oldman in a straw rain cape

Only an old fisherman in a lonely boat

述位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Who stands on deck and fishes by
himself.Where the snow falls on
the cold river
Angling silently in the river
covered in the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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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译本对原诗意境的传达。

四、衔接

韩礼德提出衔接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语

义概念，指语篇中语义成分的语义联系。[3]衔
接是构成韩礼德语篇功能分析理论的第三个

部分，主要由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构成。《江

雪》原诗用了许多词汇衔接，同义词“千”“万”

与“孤”“独”、“绝”“灭”以及末尾已“江雪”结尾

与诗的题目对应。许译中重复使用“from to ...
in”一气呵成，与原文用同下义词营造的氛围

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前两小句在信息的展开

上也是层层推进，具有结构美。王诺译文中，

himself与 oldman的对应，吴译中有 lonely与
silently对应三个译本在结尾处均有与题目的

对应。

五、结语

总体上看，三个译本都准确的传达了语篇

信息，但都没有绝对对应原文，这是为了适应

诗歌的韵律以及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并且在传

达情致韵律方面各有千秋。由此可见，语篇功

能分析对于我们分析诗歌的翻译有积极的作

用，从单纯从选词方面的分析到分析语篇结

构，主述位，上下衔接，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诗

歌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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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Function Analysis
of the Tang Poem Jiangxue

XIE Xuanyue DU 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Sichuan, 637007

【【AbstractAbstract】】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was established by the English linguist Halliday in the late

1950s. Halliday believed that language has three basic functions: conceptual function,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discourse functio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to discourse analysis provides a theoreti-

cal framewor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discourse analysis,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Huang has applied the theory of system function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1] The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systemic function-

al grammar is called discourse func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tang poem Jiangxu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me, infor-

mation and cohesion.

【【KeywordsKeywords】】discourse functional analysis；Jiangxue；halliday；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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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注学生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是当今教育改革的热点和趋势。新《课标

（2017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
明确指出：高中英语课程应充分发挥课程的

育人功能，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品格、

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其中，语言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

础，是其他三大目标发展的依托。由此可见，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的关键一步。如何在教学中，尤其是在阅读

教学中培养学生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成为

了一线英语教师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引言

阅读教学作为一种覆盖多维度知识、涵

括多种类技能的课型，它不仅要承担解读文

本内容、传授文本知识等语言输入任务，更

应要发挥训练语言技能、强化语言表达等语

言输出功能。阅读教学课堂是英语语言能力

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阵地。而教师课堂话语具

有特殊性，在课堂上“一语分饰两角”，它既

是教师的教学媒介用语，也是学生课堂学习

的内容。因此，从教师课堂话语入手，研究学

生语言能力的培养现状，具有窥一斑而知全

豹的重要意义。目前郑鸿颖，左小玉，周瓦等

专家学者已从教师话语视角对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进行探究，但他们的研究都是针对小

学英语课堂，尚未对高中英语阅读课堂及学

生语言能力培养现状进行探究。本研究将以

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一名高中英语教师的

一节阅读课课堂话语，探究教师话语对学生

语言能力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成因。

二、研究设计

为探究当前高中英语阅读课堂教师话

语对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现状,本研究采用

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教师课堂话语进行深入

探究，旨在了解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现状及教

师话语对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缺陷。

1.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一位高中英语教师为研究

对象，以Book1 Unit5 Elias’Story整堂阅读课

的教师

课堂话语为研究内容，首先基于课堂观

察量表记录所得数据了解学生语言能力培

养现状，再通过课堂观察及录音、文本转录

等方法、从教师话语量、提问类型及反馈语

三个角度探析教师课堂话语对学生语言能

力培养的缺陷。

2.数据收集和处理

高中英语阅读课堂教师话语分析高中英语阅读课堂教师话语分析
——基于语言能力的个案研究

卓秀霞① 姚桂招②

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培养学生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学科核心素养是高中英语课程的主要目标。而在英语课堂中，教师话

语既是教学媒介，也是教学内容。教师话语的质和量直接关系到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本研究以课堂观察

为方法、以话语量、课堂提问及反馈为视角，以一名高中英语教师的一节阅读课为内容，通过教师话语分析了

解阅读教学语言能力的培养现状，进而探究可能性归因。

关键词：阅读课堂；教师话语分析；语言能力培养

①卓秀霞，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②姚桂招，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小学外语教学与外语教师教育、课堂观察

基金项目：赣南师范大学 2017年度研究生校级创新基金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师生话语课堂观察研

究》研究成果（项目号：YCX17A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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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观察量表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课堂观察量表主要

用于收集课堂教学中语言能力各个子维度

的培养频率，在

课堂观察过程中详细记录培养各个子

维度的具体话语或任务，对其频率进行统计

分析。其中，本研究中采用的语言能力子维

度是将程晓堂和新课标中出的内涵相结合，

由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两个方面构成。

（2）教师话语数据处理

在进行课堂观察的同时，对整堂课的师

生话语进行录音，课后将录音转文本，对教

师话语分析进行分析。教师话语分析主要从

话语量、提问类型及反馈类型三个维度展

开，通过量化的数据来揭示教师话语对学生

语言能力培养的不足。需要说明的是，对教

师话语进行分析时，若教师话语中出现对某

一项目的重复，则不予累计，仅计作一次。例

如，以教师提问为例，教师问一个学生：Can
you use two words to describe your feelings? 学

生未回答出来，询问另一学生时以同样问题

发问，那么在提问个数时仅作一个问题计

算。

三、基于语言能力发展的教师话语分析

本研究先基于课堂观察所得数据了解

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现状，再对教师话语

量、提问类型及

反馈方式探究当前阅读教学中语言能

力培养的问题成因。

1. 教师话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现状

分析

本研究通过课堂观察量表的语言能力

培养记录所得数据，了解阅读课堂中教师话

语对学生语言

能力培养的现状，具体记录如下表：

由上表观察记录可以看出，在语言知识

方面，教师主要关注词汇知识的学习，语法

和语篇语用虽涉及，但仅各一次，语音方面

被忽视；在语言技能方面，教师关注到学生

说、读和写技能的培养，但频率较少，而听和

看技能被忽视。综上，在本次研究个案中，教

师关注到了学生词汇、语法和语用知识的培

养，以及说、读和写技能的训练；而语音知识

和听、看技能被忽视，学生语言能力在英语

阅读教学中存在部分子技能培养缺失，仍

存在不足。

2. 问题成因探析

基于上述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现状分

析，现从话语量、提问类型及反馈语三个方

面探究现存问题的可能性归因。

（1）教师话语量分析

基于课堂录音，本研究以 45分钟的阅

读课为案例，对课堂中的教师话语及学生话

语占整堂课的时间及其占比进行统计，比较

表1：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现状的课堂观察记录

维度

语言

能力

项目

语

言

知

识

语

言

技

能

语音

词汇

语法

语篇和语用

听

说

读

写

看

频率

0
4
1
1
0
2
2
2
0

具体记录

Lose one’s job; blow up; be put in prison;achieve one’s dream
Great people are those who

Use what we learned to make a speech

Use adjectives to describe feelings and life；give a speech
Go through the first line;scanning(key words in red)

Draw mind maps, write three pa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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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教师话语量和学生话语量。其中，等待

时间、视频观看等计为其他活动。具体数据

如下：

表 2：教师课堂话语量和学生话语量统

计表

由表 3可知，教师话语占课堂总时间的

51.1%，学生话语占 28.9%，其他活动占

20%。由此可知，该课堂中教师话语量明显

多于学生话语量，说明目前的课堂话语权仍

由教师掌控。教师占据一半、甚至更多课堂

时间进行知识讲解和技能传授，学生只是被

动、消极的“知识接收者”，利用所学知识和

技能进行语言交流和表达的时间十分有限，

这也佐证了之前现状分析表中呈现的“说”

这一语言技能训练仅有两次，例如：

文本 1中教师话语占据了整段课堂时

间，教师对文本进行分析时，全程没有出现

学生话语，一直都是教师在讲解分析。程晓

堂曾指出：以教师唱独角戏为主的课堂是不

利于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发展技能的(程晓

堂，2017）。因为知识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授

的，而是在师生互动中共同构建的(Nunan,
1999),而技能更不能靠教师讲解来培养。因

此，学生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培养的首要之

义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提高学生参与度，

多为学生搭建使用目的语进行语言互动和

表达的平台。

（2）教师提问类型分析

本研究将教师提问类型分为：开放式问

题和封闭式问题两种。开放式问题是指那些

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旨在激发学生使用目

的语进行表达输出；封闭式问题是指那些答

案固定，旨在检测学生是否掌握某一知识点

或某一技能，具体数据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该课中共提问 48个，其中

封闭式问题 42个，占总问题 87.5%；开放式

问题6个，占总问题12.5%。这说明课堂中教

师提的封闭式问题远远多于开放式问题。通

过与表 3的比较分析可进一步发现，教师课

堂话语量多于学生的课堂，教师提的封闭式

问题会远远多于开放式问题。封闭式问题限

制了学生使用目的语进行思考的交流和时

间和空间，这类问题只需学生回答个别单词

或句子以达到词汇检测或阅读技巧训练的

目的，所以学生进行语言输出的时间十分有

限。例如：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从提问类型上看，

教师都是以封闭式问题发问，学生回答固定

简单；从提问内容上看，教师是针对阅读文

本中描述状态的形容词进行提问，学生都是

T1

教师话语量

时间（min）
23

占比（%）

51.1%

学生话语量

时间（min）
13

占比（%）

28.9%

其他活动

时间（min）
9

占比（%）

20%

项目
教师

表2：教师课堂话语量和学生话语量统计表

表3：教师提问个数及比例

T1

封闭式问题

个数（N）
42

占比（%）

87.5%

开放式问题

个数（min）
6

占比（%）

12.5%

问题类型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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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个形容词作答。上述五个问题均指向词

汇知识学习，未涉及语音、语法等其他语言

知识。

开放式问题是学生进行有意义互动、创

造性语言输出的主要平台。在阅读课堂教学

中，应尽可能地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

有机会使用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自我表达。

此外，开放式问题的使用不应留于形式，不

能只问不答，或为了节省时间，教师自问自

答。例如：

在这一教学片段中，教师采用了开放式

问题，旨在引导学生基于阅读内容进行总结

和思考，这本应是学生进行知识建构和语言

能力培养的重要平台。但是教师没等学生回

答就直接说出了答案，并且当一位学生给出

了与预设不一致的答案时，教师提出质疑之

后就直接把预设答案呈现了。这不仅剥夺了

学生的话语权，同时也挫伤了学生的积极

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失去了主体地位，语言

能力发展也会因此受阻。

（3）教师反馈分析

教师反馈作为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课堂上发挥着激励、调节、指导等重要作

用。有效的教师反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地参

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语言输出，进而培

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诸多研究学者对教师反

馈类型进行分类都是基于Nunan的教师反

馈分类标准。因此，本研究采用Nunan的分

类标准，将教师反馈分为积极反馈和消极反

馈。积极反馈包括简单赞扬、赞扬拓展、赞扬

重复以及感谢；消极反馈包括重复、重述、引

导修正、明确纠错、澄清请求和批评。经过课

堂观察发现，教师几乎不会在课堂上直接批

评学生，因此批评不计入消极反馈。此外，在

课堂上发现教师容易忽视反馈，直接跳过学

生的回答不予反馈。所以本研究从积极反

馈、消极反馈和忽视反馈三个方面进行统

计，分析如下：

由表 4可知，积极反馈共计 31个，消极

反馈共计 19个，忽视反馈 4个。通过对积极

反馈各项维度进行对比发现，积极反馈中感

谢反馈和赞扬重复反馈使用频率最高，例

如：

在这一教学片段中，教师用感谢加赞扬

重复反馈回应学生，这类反馈虽能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学习。但根据观察发现，这类

反馈中，教师话语量远远超过学生，且学生

的输出十分有限，这不利于学生语言输出和

语言能力的培养。

观察消极反馈各项维度发现，重复和重

述使用最多，引导纠正、明确纠错及澄清请

求只有极少数。例如：

反馈

类型

次数

积极

反馈

简单

赞扬

6

赞扬

拓展

5

赞扬

重复

8

感谢

12

消极

反馈

重复

7

重述

7

引导修

正

3

明确

纠错

1

澄清

请求

1

忽视

反馈

忽视

4

表4：教师反馈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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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教师通过重述纠正了学生的

主语和情态动词使用不当的错误。这一反馈

可以很好地规范学生的语言输出。但值得注

意的是，消极反馈中的引导纠正反馈更能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引导发现让学生对错

误进行自我纠正，比教师重述和明确指出要

更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

此外，忽视反馈在本课中出现 4次，教

师可能由于时间问题或其他原因，直接跳过

了学生的回答，未给予学生回答任何反馈。

与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相比，忽视反馈更容

易让学生丧失积极性，学生的语言输出也会

减弱，从而影响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因此，

教师应尽量避免这一反馈。

四、结论

基于对教学个案的分析，本研究的结论

主要有：

1. 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现状

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教师话语对学生

语言能力的培养仍有不足。在语言知识方

面，教师主要关注词汇知识的学习，语法和

语篇语用偶有涉及，语音方面被忽视；在语

言技能方面，教师关注到学生说、读和写技

能的培养，但频率较少，而听和看技能被忽

视。

2. 成因探析

（1）教师话语量：该课堂中教师话语量

明显多于学生话语量，目前的课堂话语权仍

由教师掌控。教师占据一半、甚至更多课堂

时间进行知识讲解和技能传授，学生进行语

言输出和语言能力训练的时间非常有限，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

（2）教师提问类型：教师多采用封闭式

问题以检测学习效果，学生回答仅需课文中

的个别重点单词或阅读文本关键句子，都是

指向学生的单词学习和阅读技能训练。此

外，开放式提问还存在教师自问自答的现

象，这剥夺了学生利用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

语言能力训练的机会。

（3）教师反馈类型：教师多采用感谢、简

单赞扬的积极反馈，重述和重复的消极反

馈；赞扬拓展、引导纠正等反馈使用较少。所

以，教师反馈推动学生进一步进行语言学习

和语言输出受限，学生语言能力也随之受到

影响。

综上，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关注学生语

言能力的全面发展，不能厚此薄彼，兼顾各

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时，把课

堂还给学生，提高学生话语量；多利用开放

式问题，为学生的语言能力训练搭建平台；

灵活运用多种反馈技巧，促进学生语言能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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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eacher Talk
in Senior High School Reading Class

——Case Study Based on Language Ability Development
ZHUO Xiuxia YAO Guizhao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341000

【【AbstractAbstract】】The main goal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is to cultivate English key compe-

tences which takes language ability as the core. While in English class, teacher talk is a teaching me-

dia as well as teaching content. Its quality and quantity directly affect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de-

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akes talk amount, question-

ing and feedback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chooses one reading class of a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to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cultivation via

teacher talk analysis，then to explore possible reasons further.

【【KeywordsKeywords】】reading class; teacher talk analysis; language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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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选修课是大学生学习的一部分重

要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

喜欢的课程，还能够了解其他学科专业，扩

展知识面。然而，研究表明，大学选修课存在

很多问题，如学生多数选修任务少、不点名、

给分高的选修课；或者上课只是为了点名，

到了课堂不是玩手机，就是睡觉，甚至不上

课，严重影响了选修课的效果(朱高磊,王伟

臣,2010)。近年来，反思性学习和移动学习已

经成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因为反思性学习可

以提高学习者自我觉察、自我管理、自主学

习的能力，使其主动反思学习过程、方法及

成果，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途径（喻辉，徐锦

芬，2007）。而“移动学习有机的结合了移动

互联技术”，具有便携性、即时性、跨时空性、

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李扬，2015）。因此，

将反思性学习与移动学习应用到大学选修

课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探索以微信为

媒介的反思学习模式应用于大学选修课的

效果与可行性。

二、文献综述

1. 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学选修课是大学生学习的一部分重

要内容，但是研究表明，大学选修课存在诸

多问题，例如：“学生的积极性和认可性逐渐

降温；学校的教学设施不能满足英语选修课

教学活动形式多样的需要”（刘妍，秦宏蕊，

2010）；大学生对选修课的学习持消极态度。

“就大学生本人而言，多数大学生认为选修

课可学可不学。”“部分高校对选修课教学监

管不严，造成了选修课的泡沫化”（朱高磊，

王伟臣，2010）。针对这些问题，前人的改进

对策主要有：“丰富课程种类，激发选修兴

趣”；“端正学习态度，确保学习效果”（陈金

凤，2013）；“建立有效的教学模式”（雷晓棠，

2012）；“革新教学方法，培养创新思维”（朱

高磊，王伟臣，2010）。然而，当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移动学习已经成为了大学生日常学习

的一种常用方法时，将移动学习应用于大学

选修课促进学生课后反思的研究还较少。

2.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是远程教育的新的发展阶

段，其特点是可以随时、随地自由的学习”

（杨岚,仲蒲丽，2017），最常用的移动学习方

式就是利用微信。微信由于其“方便、快捷的

交流功能，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每天都要使用

的智能交流软件”，“也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

新型的学习平台”（汪洋，2015）。移动学习能

满足学生碎片化学习的需求，“提升了学生

基于微信的反思性学习模式基于微信的反思性学习模式
在大学英语选修课中的应用研究在大学英语选修课中的应用研究

张文宁① 赵秀艳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大连 116044

摘 要：大学选修课一直存在学生选课随意，学习积极性和认可性较差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某教师在其

开设的选修课上进行了以微信为媒介的反思性学习模式。研究者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调查问卷和访谈为

研究工具，对这一模式的效果与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该学习模式构建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助于

增强学生的反思意识和学习兴趣，能够督促学生重视选修课，端正学习态度，提升学习效果。

关键词：反思性学习；大学选修课；移动学习

①张文宁，女，硕士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②赵秀艳，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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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学能力、协作能力、表达能力及学习效

果”（范文翔等，2015）；微信在大学英语教学

中具有极大的优势：利用朋友圈自主学习，

通过微信群促进交流，利用私信解决问题，

能够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提高学生主观能动

性，将英语课堂内容延展到课外，促进大学

英语的弹性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还能满

足个性化、差异化学习需求（张颖，2014；汪
洋，2015；姜红梅，2013）。由此可见，将微信

应用于选修课促进学生进行反思性学习具

有可行性。

3. 反思性学习

反思作为一种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

事实和理性的“高级内部认知活动”，其“具

有自主性、探究性、发展性、创造性及协作性

的特点”（李运福，2016）。《剑桥学习科学手

册》将反思界定为促进更好学习的一种方

法，认为反思是“学生对自己正在学习的东

西以及学习过程本身作深入思考的能力”

（李运福,傅钢善，2012）；“Teaching Reflec⁃
tive Skills in an Engineering Course”一文认为

“反思是保证学习者终身学习最有效的技能

之一，是学习者从经验中学习的一种能力”

（Socha. et al.，2008）。本研究中的反思能力

指：学生对所学内容及所得感悟进行再认

识，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与看法，进而对日

后产生有益影响的能力。相关研究进行了

“旨在提高大学生反思性英语学习能力的教

学实验”，发现此教学实践对学生的反思能

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认识到了反思对

于学习的重要意义（喻晖,徐锦芬，2007）。关

于反思性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思性学

习在中学各学科的应用研究，培养学生的反

思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反思性学习在大学

英语专业课中的应用研究，与网络相结合的

反思性学习等方面。将反思性学习应用到大

学选修课中，以提高学生对选修课兴趣的研

究相对缺乏。

综上所述，不少研究者对微信学习和反

思性学习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把微信当作学

习平台，将反思性学习应用到选修课中的研

究较少。本研究将探索以微信为媒介的反思

性学习应用于大学选修课的效果及可行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针对的是东北某外国语大学英

语专业选修课“走进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

该选修课持续 17周，每周一次，每次 1.5小

时。课上，教师主要使用教材《读懂莎士比

亚》，课堂内容包括：教师讲解课文，学生分

角色朗读，播放莎士比亚戏剧视频并讲解，

播放解析莎士比亚纪录片视频并讲解。教师

将 140人的课堂分成 4个小组，课程结束当

天，学生们需在晚 12点之前将包括至少三

条反思内容（收获、感受）的反思日志发到微

信朋友圈，并截图分享到小组微信群，同时

鼓励学生互相学习、互相点评，4个小组群里

都包括教师在内，组长记录次数并推荐优秀

反思日志发给教师，教师会不定期对反思日

志进行点评，。教师会根据学生朋友圈反思

日志的情况挑选5-10名优秀学生在课堂上

进行表扬和奖励。该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

与期末成绩，平时成绩依据为反思日志撰写

次数与质量，期末成绩依据期末开卷考试，

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各占50%。

3.1研究问题

为了探索该教学模式的效果与可行性，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

（1）进行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后，学生反

思能力如何？

（2）此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反思能力是否

产生影响？产生哪些影响？

（3）此教学模式是否可行？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

研究方法，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工具：

（1）问卷

本研究借鉴国外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成

果 -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o Mea⁃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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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the Level of Reflective Thinking，将其翻

译成中文，对题目进行调整，同时增加了 16
道选择题，调查学生对于利用微信进行反思

性教学的可行性的态度。此问卷共 34道题，

1-32为里克特五级选择题，同一维度使用多

项题目。33-34为开放题。为保证问卷结果的

有效性和真实性，将原题顺序打乱。问卷编

写后由两名英语专业研究生进行预测，经再

修改形成最终版本。

本文中，关于学生的反思能力研究，主

要从习惯性行为、理解、反思、批判性反思对

观念和认知的影响四个维度进行分析。通过

访谈内容和统计问卷结果分析此教学模式

对学生反思能力的影响。关于此教学的可行

性，将从反思日志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偏好

性三方面分析。

（2）访谈

在 17周的教学结束后，经授课教师推

荐及“滚雪球”的方式由被访者推荐，对6名
同学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选择

选修课的依据、对教学模式的收获、个人感

受及建议，是否促进思考等。

3.3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选修该课程的 2015级
本科学生，参加问卷调查的共 140人，男生

15名，女生120名（另有5名同学未填该项信

息）。访谈对象 6人，男生 1名，女生 5名。研

究对象均为第一次参与利用微信朋友圈写

反思日志的教学活动。

3.4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在最后一周课上对 140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正式发放问卷 140份，回收

有效问卷140份。研究者问卷中32道量表题

运用 Excel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运算和分

析。在之后的两周内，研究者对 6名同学分

别进行了访谈，每次持续约 30分钟。经同

意，对所有受访者的访谈都录音并转写成文

字，随后研究者对问卷中的开放问题的回答

以及访谈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

四、结果与讨论

4.1 学生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

（1）学生不得不想

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学生反思的习惯性

行为情况如表 1所示。为便于数据分析，此

处及后文均将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

定、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2、3、4、5
分，求得每道题的平均数，多选或未选的按

照其他人的平均数记录，根据题目情况，规

定3分为及格分。

据表 1可知，习惯性行为分数较低，四

题平均分为2.46，说明学生不是因为习惯而

为，而是进行了反思。通过访谈得知，受访者

们编写朋友圈花费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只

需要几分钟，有的需要几十分钟，甚至近一

个小时。例如，C同学说：“我认真写的话，要

三分钟左右。”H同学说：“半个小时到一个

小时吧，因为我得想。”

（2）学生需要理解

题项

(1)写反思日志分享时，我并没有思考我在做什么

(5)有一些活动（写反思、看视频）经常做，所以不用想就开始进行

(9)考试只要记住备考材料，就不必想太多

(13)如果上课能跟住老师在讲什么，我不必对课程想太多

总平均分

平均分

1.81
2.36
2.86
2.79
2.46

表1 习惯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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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显示，四题平均分为3.42，证明上课

大家认真听讲、理解教师所讲内容。对此，4
名受访者明确表示，反思日志里会有课堂内

容及自己的见解和感受，例如，L同学提到：

“...对老师讲的内容及自己的理解，对莎士

比亚的看法。”

（3）学生需要反思

表 3 显示，各项平均分均高于及格分

3.0，四题平均分为 3.48，说明反思日志促进

了学生们进行积极的反思。

访谈中，6名受访者均表示，朋友圈分享

的反思日志中除上课内容外，还有自己的感

悟与心得，除了自己写反思日志发朋友圈，

也会看其他同学的反思日志且进行评论。2
名受访者表示会重新翻看莎士比亚选修课

的反思日志。另外也有受访者表示在生活中

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如H提到：“有一些事

儿我做完了，晚上就会寻思，我做的这事儿

好不好呢？做得好，就以后也这么做。如果不

好，就忘掉吧，强制自己不要记着这件事儿

题项

(2)这门课程就是要求我们理解老师讲的概念

(6)为了考试及格，我们需要理解内容

(10)我需要理解老师讲的材料才能完成任务

(14)学习这门课的时候，我需要不断思考正在被教授的材料

总平均分

平均分

2.69*
3.61
3.78
3.59
3.42

表2 理解

（注：*表示反向处理）

题项

(3)反思日志分享让我开始质疑别人的做事办法，并试图想出更好的办法

(7)反思日志分享有助于我思考一直做的事情，并考虑其他可行办法

(11)反思日志有助于我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看看我是否在所作事情上有所提高

(15)反思日志分享让我经常重新评价我的经历，从中学习并改善

总平均分

平均分

3.11
3.64
3.62
3.55
3.48

表3 反思

题项

(4)反思日志分享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8)反思日志分享挑战了我以前坚信的理念

(12)反思日志分享让我改变了做事的一般方法

(16)反思日志分享让我发现以前认为正确的事情里面有错误

总平均分

平均分

3.18
3.03
3.19
3.28
3.17

表4 批判性反思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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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学生开始批判

由表 4 可知，各题平均分均超过及格

分，四题平均分为 3.17，证明同学们认为批

判性反思对他们的观念及认知产生了积极

影响。访谈中，HL认为：“看问题，会越想越

多。”这说明，批判性反思可以促进思考，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生的观念，进而影响其处

事方法。

进行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后，学生积极反

思，具有较强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4.2对学生反思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此教学模式对学生反思能力的影响从

访谈内容和统计问卷结果（3. 4. 7. 11. 15.
16. 19. 23. 26）进行分析，问卷相关数据如表

5所示。

由表5可知，所有数据的平均分为3.56，
证明微信朋友圈分享反思日志的教学形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学生的反思能力产生

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访谈中，几位受访者表示这种教学模式

对自己的反思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认为反思

日志的撰写能够促进思考，反思日志的分享

能够促使同学之间以互相评价与吸收的方

式，产生思想碰撞。例如，H同学表示在此教

学过程中，会查看、评论、借鉴其他同学的内

容，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思想的交流...
我没注意到的点他注意到了，对我是一种提

醒，能够加深印象”。生活中也会反思自己，

或是以日记的形式体现，或是进行大脑思

考。L同学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交流，“（分享

反思日志）会逼迫自己去思考。思考了就能

想出来更多的东西...看别人写的东西，自己

也会很有收获。”日后再看以前看过的书，

“会有更深刻的想法，认清自己”。但也有同

学反映，日志撰写过程“没有考虑太多，仅仅

作为日后闲聊话题”。

综上所述，该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反思能

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学生在微群中发表自己

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同学交流讨论，会极

大地激励学生在学习中的反思积极性，进而

养成在学习中不断反思的学习习惯（胡玮，

2013）。
4.3此教学模式具有可行性

（1）有用性

由表6可知，六题的平均分为3.46，证明

题项

(3)反思日志分享让我开始质疑别人的做事办法，并试图想出更好的办法

(4)反思日志分享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7)反思日志分享有助于我思考一直做的事情，并考虑其他可行办法

(11)反思日志有助于我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看看我是否在所作事情上有所提高

(15)反思日志分享让我经常重新评价我的经历，从中学习并改善

(16)反思日志分享让我发现以前认为正确的事情里面有错误

(19)反思日志有助于我总结所学内容

(23)反思日志督促我不断思考，有自己的想法

(26)反思日志有助于我发现我的困惑或问题

总平均分

平均分

3.11
3.18
3.64
3.62
3.55
3.28
4.05
3.97
3.64
3.56

表5 反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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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同学认为反思日志有助于自我总结、促

进思考、发现问题或困惑。受访者 L表示：

“莎士比亚有互动形式—课下发朋友圈，能

巩固上课所学，促进思考，消化所学。是一种

回馈，也是跟老师的一种交流。”这说明写反

思日志有助于学生思考所学。“Biggs和Telf⁃
er（1987）认为，反思日志可以帮助学生解释

和理清复杂的想法或观点，将内在想法‘外

化’，进而促进思考和新想法的产生”（姚斌，

郑睿颖，2014）。
（2）易用性

由上表可知，四题的平均分为 3.54，证
明在选修课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认同将反

思日志截图发到微信群里的方法，并认为很

方便实用，玩手机的同时能把作业完成。访

谈中，HL提到：“这是一个轻松的写作业的

方式。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玩手机时）我

还能完成作业，还能听完课以后总结一下。”

说明利用微信朋友圈提交反思日志对于学

生来讲比较轻松，容易引发反思。相关研究

也表明，微信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每天都要使

用的软件，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方式“可以

激发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从中获得

知识并增加自信”（钟广锐,郑春燕，2014）。
（3）偏好性

由表8可知，六题的平均分为3.23，证明

多数同学喜欢撰写反思日志，并认为反思日

志很重要。受访者中，绝大多数同学偏好写

反思日志。受访者Y说：“会评论一下（同学

的朋友圈反思日志），如果观点比较有趣。”

受访者HL说：“有的（反思日志）写得特别认

真特别多，就会看他怎么写的。有用英语写

题项

(19)反思日志有助于我总结所学内容

(21)反思日志并没有让我反思，只是人云亦云

(23)反思日志督促我不断思考，有自己的想法

(26)反思日志有助于我发现我的困惑或问题

(29)我不用认真听课，也可以写出反思日志

(32)因为反思日志要发朋友圈，同学朋友会看到或评论，因此我认真撰写

总平均分

平均分

4.05
2.61*
3.97
3.64
2.71*
3.8
3.46

表6

（注：*表示反向处理）

题项

(18)将反思日志截图发到微信群里很简单

(22)通过微信提交反思日志比起上交白纸黑字更加适合现代社会

(28)微信朋友圈里发反思日志太费劲了

(30)浏览微信里的相册就可以看到我曾经写过的反思，非常方便

总平均分

平均分

3.82
3.74
2.81*
3.79
3.54

表7

（注：*表示反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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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觉得他好厉害。”说明学生喜欢写反思

日志以及浏览其他同学的反思日志。研究指

出，微信朋友圈是“开放平等的交流环境，没

有固定的主导角色，学生的积极性得到释

放”（邓薇，2016），能够增强学生表达的主动

性。

综上所述，学生认为利用微信课后撰写

反思日志具有较高的有用性、易用性、偏好

性。因此，此教学模式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五、结语

大学选修课对于学生的全方面发展举

足轻重，找到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提高选修

课的教学效果迫在眉睫。本研究运用问卷与

访谈，关注了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反思性学习

模式应用于大学选修课的效果与可行性。研

究发现，该模式能够促进学生思考，增强反

思意识与能力，提高对选修课的重视，端正

学习态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一种

提高选修课教学效果的可行模式。

然而，提高学生对选修课的重视，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思想上转变学生对选

修课的看法。“学生对选修课普遍缺乏充分

的认识，重视程度不够”，需要“从素质培养

的需求出发，增加和改进培养学生创造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教学环节，融于教学的全过

程”（林萱等，2016）。另外，应该向“学生系统

地介绍‘反思’”（喻辉，徐锦芬，2007），分阶

段进行培训，并配有不同的培训方法以及有

效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

学生把反思作为一种习惯。

本研究是探索性研究，仅使用了调查问

卷和访谈，关注了该教学模式对学生反思能

力的影响。未来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态度、

努力程度等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并适当增加

访谈人数，结合系统的课堂观察，细致分析

学生的反思日志，并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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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Reflective
Learning Mode Based on WeChat

in English Electiv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ZHANG Wenning ZHAO Xiuya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44

【【AbstractAbstract】】 Electiv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ways had problems, such as stu-

dents' elective courses optionally, poor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recogni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 teacher conducted a reflective learning mode mediated by WeChat in the elective courses

that she started. The researcher used a mixture of research method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tools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 The research found, this learning mode

constructs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helps to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reflection and inter-

est in learning. It also can urge student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lective courses, correct learning atti-

tude and improve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Keywords】】reflective learning; electiv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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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Traditionally,classroom observ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teacher eval⁃
uation. Recently, however,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unction of self-
development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us for the purpose of self-development of ob⁃
server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design some fea⁃
sible observation tools. Abroad, there are al⁃
ready some researches on language classroom
observation, such as Ruth Wajnryb’s mono⁃
graph Classroom Observation Tasks: A resource

book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d trainers and
some other articles in Britain. Yet their results
are not quite relevant to China’s situation. For
English classroom observation research in Chi⁃
na, there is only one book Classroom Observa-

tion for Primary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2014) which provides with some primary Eng⁃
lish classroom observation cases. Except this,
few articles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 can be
found on CNKI or any other digital databases
of research journals. Thus, much of EFL class⁃
room observation is to be explore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concrete and detailed scales. And
most of the observation that goes on is unsys⁃
tematic and subjective. Based on the reality, at
China Assembly of Tesol 2018, Mr. Xu Shish⁃
eng and his workshop members proposed to
conduct classroom observation as a way of ob⁃
server’s self-development. Mr. Xu introduced
his several years’research on classroom obser⁃
vation and made an observation model called
DIO. With this background, as a member of his
workshop member, the author hereof explores
classroom observation of teaching implementa⁃
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activities, interac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in each dimen⁃
sion, several observation points are extracted
with some suggested questions to ask for the
observ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her own teaching.

22.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process.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process is a consecutive prac⁃

tice of various teaching skills. It reflects teach⁃
er’s overall qualities of arranging activities,
conducting students, managing time and so on.

EFL Classroom Observation for Self-developmentEFL Classroom Observation for Self-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in Term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LIU Xianghui①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Abstract】】In EFL classroom observation,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activities, interaction and teach-
ing management are key to observing teacher’s behaviors, which are also four key dimensions. In this
article, for the purpose of self-development, several observation points are extracted from these dimen-
sions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Charts of record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observation points are
also provided. And self-reflection questions are suggested for observer’s self-development.
【【KeywordsKeywords】】classroom observation; self-development;observation points; self-reflection

①刘响慧，女，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课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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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bservation, the following points can be set
up for observer’s use.

(1) Coherence and cohesion
Coherence means that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should be organized naturally and
holistically. Cohesion means each step or stage
is connected to the others. A complete class⁃
room teaching should be structurally coherent
and cohesive.

(2) Focus and emphasis
Goals and key points are set before the

class, but it is during the teaching implementa⁃
tion that the uniformity between pre- deter⁃
mined ones and the achieved ones can be
seen. A successful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certai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teacher should also make them
clear to students.

(3) Phases and levels
A teaching process is not a monotonous

whole. It is full of diffe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thus there are phases and levels. On the one
hand, those phases and levels should be natu⁃
rally cohesive as analyzed previousl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differentiate them⁃
selves from each other. Thus observers can see
clear phases and levels, in which they can easi⁃
ly recognize Step 1, Step 2 … or Phase 1,

Phase 2…Clear phases and levels not only
make the teaching flow natural and smooth
just like a running river, but also show observ⁃
ers abundant vitality with changes, responses,
interactions, communications or thoughts.

(4) Teaching structure
Teaching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to the extent of being helpful to developing stu⁃
dents’linguistic abilities and stimulating stu⁃
dents’desire to learn. Thus teaching phases
should be carefully chosen, and their sequence
i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of being from
the easy to the difficult.

(5) Beginning and ending
As Ruth Wajnryh puts it,“There should

be a related beginning and a natural ending, or
an entrance and an exit”(Wajnryb, 2011:78).
A complete teaching process should be an or⁃
ganic system. A related and well-designed be⁃
ginning can effectively lead students into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arouse the curiosity of
learning, while a natural ending gives students
a conclusion eliciting them to the question

“What did I learn toda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Chart 1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eaching process observa⁃
tion. Of course, different charts can be de⁃

Steps/
Phases

Step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Predeter
mined
goals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responses

Goals achieved
(percentage)

The uniformity
between the pre-
determined goals and
the achieved goals

Reasons

Chart 1 Teaching process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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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d according to needs.
As the goal of observation is for observer’

s self- development, the observer himself/her⁃
self needs to do a self- reflection. Some ques⁃
tions to ask the observer himself/herself are
recommended here: (1) Is there a complete
structure in my own teaching? If not, what are
usually missing in my teaching structure? (2)
Do I usually compare my planned goals and
the achieved goals? Are they identical? (3) Are
there any transitional words in my class when
moving on from one step to another? Are they
natural? (4) Are my key points and important
points realized? (5) Are there sufficient input
and output? Are these inputs and outputs bene⁃
ficial to improving students’learning? (6) Do I
design an attention-attracting beginning for ev⁃
ery class? (7) Do I usually end my class
abruptly without a natural and thought-provok⁃
ing ending? Of course, more specific words to
reflect on the teaching can be used.

33.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activities.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activities
Language is much better learnt through

real use than through patterns and drills (Wil⁃
lis, 1981:1).“Learning by doing”principle is
also widely advocated nowadays. Thus various
activities must be designed to involve students
in using English. Proper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in
preparation, teacher should have a good under⁃
standing of what activities may be chosen. As
for observers, the following key phrases can be
sketched out for observation:

(1) The extens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y
content

“Being extensive”means the content of a
teaching activity should cover certain language
knowledge and/or language skills which con⁃
tain enough information to enrich students’
knowledge, enhance their skills or broaden

their cultural horizon. The content should be
challenging enough to fulfill the“zone of proxi⁃
mal development”.

(2) The depth of teaching activity content
During both designing and implementa⁃

tion stages, the depth of teaching activity con⁃
ten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each⁃
ing activity content should be deep enough to
promote students’cognitive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licit their thoughts, and encour⁃
age independent,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
ing. It should also be deep enough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knowledge from the textbook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3) The communicat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Language is acquired through communi⁃
cation (Howatt, 1984:279). Communicative
and practical nature of language must be re⁃
flected in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echoes 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language. Based
on this,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meaning⁃
ful, functional, practical and situational. On
the one hand, they can help students to ex⁃
press themselves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
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be helpful to
solve problems in real life and cultivate cooper⁃
ative spirit. In addition, the teacher should al⁃
so help students to set up suitable context
which can enhance stu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

(4) The various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class types, there should be

diffe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even for the
same class type, there should also be various
activities prepared for substitution in accor⁃
dance with temporal situations. This also re⁃
flects the flexibility of teaching.“Variousness”
here refers to various forms of activities, vari⁃
ous purposes to achieve, various contents, 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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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situations (both authentic and virtual), vari⁃
ous places, both in classroom and outside
classroom). Changeable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attract students’attention,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elicit thinking from different di⁃
mensions.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 points, the fol⁃
lowing teaching activities observation chart is
for observer's reference.

Then here are some would-be self-reflec⁃
tion questions:(1) Does my teaching activity
content cover knowledge, using of skills, cul⁃
tures and so on? (2) Do my teaching activities
serve my pre-planned objectives? (3) Are my
teaching activities language-oriented? (4) Are
my teaching activitie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5) Are my teaching
activities communicative enough? Do they elic⁃
it students’genuine thoughts? (6) Do I use dif⁃
fe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to achieve different
purposes? (7) Are the contents of my teaching
activities appropriate to adapt to students’in⁃
dividual differences? (8) Are my teaching ac⁃
tivities effective?

44. Observation in interaction. Observation in interacti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cuses on 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 which involves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It especially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climate to meet individuals’ special needs
(Sims, 2002). In addition, students’prior expe⁃
rience can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while being
stimulat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o a great ex⁃
tent, is involved and embodied in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e focuses concerning interaction
are chosen to be observed are interaction pat⁃
terns, interaction frequency, interaction con⁃
tents and interaction efficiency.

(1) Interaction patterns
Interaction patterns should be various.

The teacher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pat⁃
terns for diffe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Mean⁃
while, he/she should also take individual differ⁃
ences into consideration.

(2) Interaction frequency
Interaction frequency can reflect how

much cooperative the students’learning is.
And, as interaction goes on, their desire to in⁃
quire more information must be aroused, thus
forming the cooperative and inquiry- based
learning pattern.

(3) Interaction contents
To a great extent, contents of interaction

can reflect what students have learned. If their
interaction contents are extensive and deep
enough, both their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Observation items
The extens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y content
The depth of teaching activity
content
The communicative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variousn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Description Comments

Chart 2 Teaching activity observation chart

048



critical thinking can be enhanced.
(4) Interaction efficiency
Efficient interaction can help students to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push
them to obtain more input. The effect of inter⁃
action can reflect if the pre-planned goals are
realized or no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points, the fol⁃
lowing two teaching activities observation
charts are for reference.

Chart 3 Interaction observation chart(1)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self-reflec⁃

tion: (1) Do I always prefer one pattern of inter⁃
action? Do I set the appropriate pattern for stu⁃
dents to interact? (2) Do I always encourage S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o I pay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ile interacting with
my students? (3) Am I good at motivating stu⁃
dents? If not, how can I train myself? (4) Are
students happy in my class? Do they often
smile? (5) Do I engage and involve all students
in my class esp. in interaction? (6) Do I give
students appropriate amount time to interact?
(7) Do I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iciency of inter⁃

action?
55.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management. Observation in teaching management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the way teach⁃

ers organize what goes on in classroom (Wang,
2006:67). The goal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conductive to inter⁃
acting in English in meaningful ways (Geb⁃
hard, 1996). Thus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teacher has various roles. Harmer defines
the teacher’s roles as controller, assessor, orga⁃
nizer, prompter, participant and resource-pro⁃
vider (Harmer, 1983:201). Based on this,
teacher’s important behaviors of timing, pace
controlling and respecting students’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chosen to be observed. Since
the teacher has different roles during teaching,
in other cases of observation, other point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can also be a choice.

(1) Timing
The fact that teaching is itself a contriv⁃

ance, and event that is structured and planned,
means that it is in its very nature a process af⁃
fected by the parameters and constraints of
time (Wajnryb, 2011:116). Before the class,
teacher should predict the time an activity or a
phase will last. During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lesson, the teacher should have a strong aware⁃
ness of timing. The teacher should make deci⁃
sions about when to start an activity, and when
to end it. If the teaching activity does not last

Chart 4 Interaction observation chart (2)
Interaction
patterns

Interaction
frequency

Interaction
contents

Students'
responses

Interaction
efficiency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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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ame duration as the allocated one, the
teacher should make decisions about when to
speed up and when to slow down. He/ She
should also consider how much time to be giv⁃
en for students’response.

(2) Pace controlling
Ruth says“Pace is crucial in keeping stu⁃

dents alert, motivated, engaged and ‘on
course”(Wajnryb, 2011:116). Most important⁃
ly, teaching pace should match learning pace.
Students are the center of a class. If there are
any failures of keeping up with the pace, the
teacher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o move on or
stop to wait for the left-behind student.

(3) Respec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students’cognitive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abili⁃

ties. Becaus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iffer⁃
ent difficulty levels to suit different individual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every
student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During implementation,
the teacher should also be tolerant of some fail⁃
ures in some students’accomplishment of ac⁃
tivities. Thus the teacher may have appropriate
mentality to help the students and make the
class flow smoothl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points, the fol⁃
lowing two observation charts are for reference.

Chart 6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
es observation chart

Here are some possible questions to ask
after the observation: (1) Do I have a strong
awareness of timing during teaching? (2) Do I
consciously control the pace of classroom activ⁃

Teaching steps/
phases

Step/Phase 1
Step/Phase 2
Step/Phase 3

Timed planned Time spent Teacher's behaviors to
control pace Comments

Chart 5 Timing and pace controlling observation chart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behavior of

respecting Ss'
differences

Students'
response

Teacher's
behavior of

neglecting Ss'
differences

Students'
response Comments

Chart 6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bservatio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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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es? (3) Do I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 Do I give students sufficient time to make
responses? Or do I usually wait for too long?
(5) Do I provide sufficient challenges and op⁃
portunities? (6) Do I use different skills to at⁃
tract students’attention? (7) Do I usually ad⁃
just difficulty levels to students’language lev⁃
els? (8) Am I tolerant of students’failure in
participating activities? (9) Do I encourage dif⁃
ferent voic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66. Conclusion. Conclusion
Teaching is both an art and a science. It

is also true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It is an
art because one has to design certain items to
be observed before the conduction of observa⁃
tion. It is a science because it has certain sci⁃
entific principles concerning teaching and
self- development to follow. Based on these
considerations, this article has probed into
some possible observation charts or tools with
some would- be self- reflection questions as
well. Of course, they are not perfect and need
more attention from teachers, observers and re⁃
searchers. In addition, more elements during
teaching need to be explored, observed, and
discussed.

In his article, Peter Sheal (1989) says that
for staff development, the focu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needs to shift more towards col⁃
leagues working together, and towards teacher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eacher evaluation. In
self-development-oriented classroom observa⁃
tion, self-reflection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evaluation on the teaching. Guided by
this principle, more of those charts and ques⁃

tions regarding observer’s own development
can be designed based on individual differenc⁃
es. This can be done by both the observation
organizer and the observer himself/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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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

教育机构，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

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

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

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

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

谐世界。截至 2017年 12月，全球 140个国家

（地区）建立 525所孔子学院和 1113个孔子

课堂。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汉语

教师志愿者项目是国家汉办与美国合作的

重要项目，隶属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项目之

一。它成为向美国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

的重要平台。本人有幸经过层层选拔入选为

College Board汉语志愿者教师，被派往美国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初中部八年级任

教一年，任期为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6月，

初次身临其境地体验了美国汉语教学的现

状。

我所在的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

校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简称

ILTexas），为美国第一家（目前唯一一家）得

到联邦及德州教育部批准与中国各省市顶

级初高中合作，实行英语、西班牙语、中文三

语沉浸式教学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知名公立

学校。ILTexas旨在创造一个独特的国际领

袖培养机会，在中美两国寻找优秀的学生，

并致力于将其培养为世界领袖人才。中美两

国学生不仅能获得一个提高语言能力和考

取名校的机会，而且能在学校指导下熟悉并

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学习如何成为未来

国际各行业领袖人才。

来美国之前，本人一直从事英语教学，

有过三年的高中教学及大学四年的英语教

学经验，拥有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双重教学

经验，熟悉各种课型，虽然没有对外汉语的

教学实战经验，但国家汉办出国前的一个月

北京培训，针对性地讲解了对外汉语教学遇

到的方方面面问题，以及大理会在美国的岗

前培训及实际教学操练，我想对于汉语教学

应该算是胸有成竹了，可是来到美国之后，

我发现与国内的英语教学相比，除了教师角

色转变之外，从一名大学英语老师转变成一

名中学汉语教师，在美的汉语教学无论是教

学对象、教学时间、课程设置，还是教师职

责、教学难度、教学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

（1）教学对象方面：国内的学生多是大

大学英语教师如何适应在美汉语教学大学英语教师如何适应在美汉语教学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汉语教学感悟

程 良① 刘 博②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吉林长春 130607
长春汽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本文从一个刚结束美国汉语教学任期的大学英语教师的视角，面对美国汉语教育“多样性”的现状，

介绍了作者所在地区的汉语教学现状，以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汉语教学为例。文章结合作者在美

教学的亲身体会，介绍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的背景情况、学生特点、与国内教师工作情况的对比、

美国课堂游戏、美国5C目标、常用的两种教学方法（沉浸式教学法和TPR教学法）、美国课堂管理规则设定与

技巧等方面，对大学英语教师如何适应在美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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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英语学习有多年的功底，也有很强的

学习动机，加之大学英语四、六级的指挥棒，

所以大部分学生会主动探寻英语；而美国的

学生，自律自控能力相对差，没有汉语学习

经历的初学者，对中国了解有限，学习动机

欠缺。

（2）课程设置和教学时间方面：国内的

英语课程细分为阅读、听力、口语等单项技

能训练，每周至少要上 4节英语课及 2节听

力课，每节课 45 分钟，加上在二语教学环境

下，英语学习成效明显；而美国学校虽然将

汉语作为必修课，每天都开设 45分钟的课

程，学生还是不能投入到汉语学习中，有些

孩子甚至认为是被迫在学汉语。相比之下美

国的教师要比国内教师辛苦，一般教师每天

都是 6-8节课，每周 30-40节课，每个课时

45分钟，而且也可能上不同的专业。美国的

老师每天很早就开始上课，中途没什么休

息，每节课之间只有三分钟给学生 transition
换教室的时间。我所在的学校，每天早上 7
点半之前到校进行准备，从 7点 35到 12点

33，这是上午六节课的教学时间，一直到 12
点 33分才是午餐时间，午餐时间也很短,饭
后学生有 15分钟户外活动的时间，这也需

要老师到户外进行坚守照看，下午从 13点

18分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结束。每天下

午还要有 PLC教师会议，除了语言类（西班

牙语和汉语）以外，其他的核心课程老师还

要组织学生的最后一节课(enrichment),之后

进入（driveline）也就是学生的放学阶段。

（3）教师职责和教学难度等方面：在国

内教学，教师只需负责课堂内的语言教学即

可；在美国，除了应付繁忙的日常教学之外，

每日还有额外其他duty要做，比如早晨在学

校门口迎接学生（driveline）、晚上站在校园

里送学生；给家长打电话、写邮件沟通学生

的学习情况；每天班级的卫生清扫；Eagle
Academy(课后作业补习)的任务等。美国中

学没有班主任，每个老师都要扮演好班主任

的角色。除了语言教学外，在美的汉语教师

平时还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组织与

汉语教学相关的活动，来推广中国文化和吸

引学生对中文的热爱。由此可见，对在美的

汉语教师的综合素质（包括语言教学经验技

巧、课堂组织能力、广泛的知识面、中国传统

文化特长、动手能力以及与美国学生的沟通

能力）提出了更全面、更高的要求。

一、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开学伊始，我给每一位学生发了调查问

卷，题目是“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na?”
“你对中国了解多少？”对美国学生来说，

“China”实在是个很熟悉的词。美国可以说

大部分商品都标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

造）。除此之外，其他答案就是千奇百怪了，

中国的首都是东京、中国有樱花、机器猫动

画片来源于中国、中国人吃狗、中国有韩国

明星等等，学生将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

家混为一谈，学生们误以为这三个国家使用

书写符号是一样的，很多学生是第一次听说

“汉字”这个名称。相比较而言，中国学生对

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

解。基于学生的问题答案，我开始了第一节

的中国文化课的导入，首先，纠正学生们的

错误思想，中国、日本、韩国是亚洲的三个不

同的国家，分别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字。China
在汉语里不叫 China，而叫 zhong guo，中国

的首都是北京，北京有世界上著名的长城，

然后给学生们展示了长城的图片及视频介

绍。进一步介绍了中国的国旗、国歌，当即有

学生就要听中国的国歌，于是有了第一次在

国外听中国国歌的感受，当看到美国学生听

到中国国歌，非常兴奋，全班鼓掌，甚至有的

学生起立敬礼，顿时有点喜极而泣，为祖国

感到骄傲。

美国教学不到一个月，迎来了中国的第

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对于完全没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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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的美国人来说，给学生们讲解中国传统

文化故事，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的来历，中秋

节的寓意以及中秋节的食物月饼时，学生们

表现出来的好奇与喜欢，令我顿时增添了对

外汉语教师的信心。然后结合中国文化，中

文老师开展了一周的中秋节文化课，有很多

学生们动手操作的机会，比如画嫦娥、做月

饼、设计中秋节的poster、小组制作中秋节的

project，编写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后续故事、

有些学生更有创意就是结合月饼这个特殊

传统节日饮食，联想到了“中国美食”，把中

国的八大菜系和基本的烹饪做法都通过网

络查询出来，并用ppt展现出来，引起全班同

学的一片喝彩。作为老师，我趁热打铁，把班

级分成若干小组，让同学们找到当地的中国

餐馆，去品味中国菜，然后展示对中国菜的

认识，可以从色、香、味等方面与美国食物进

行对比。不料，这个任务的布置，激起了学生

们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我所教的六个班级

中，都分别呈现了不同风味的中国菜、以及

对中国餐馆的评价。

尽管美国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很发达，但

学生们却忽略这个手段去了解中国，很多学

生获得的信息都来源于书本知识，遗憾的是

美国学校里介绍中国概况及语言文化的书

籍和图片往往落后于现代中国，基本上停留

在古代中国或 40—70 年代左右的中国，这

也就是出现了很多美国学生想象中的中国

人的打扮长相都是古代人。对于现代中国的

面貌以及已经发生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学

生中鲜有人知。于是，我鼓励学生多借助网

络来搜素中国，了解中国的城市建设、时代

发展、文化饮食、穿着打扮。当学生通过网络

查询到我的家乡是吉林省长春市的时候，都

非常激动的说，长春比 Grand Prairie 好多

了，”Changchun is so cool, I want to go there
when grow up”.听到孩子们这么热切地评论

自己的家乡，而且长大后要来中国，觉得自

己正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着力量！

孔子学院的宗旨：“向世界推广汉语，增

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在美汉语教师

的教学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让学生了解中国

文化的情况下，发现中国文化的魅力，爱上

中国，为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兴趣打好基

础。

二、课堂游戏，让语言生动起来

美国本土中小学教育的教学理念崇尚

寓教于乐，在玩中学。所以在课堂上一定要

设计游戏，对于国内的大学老师来说，这是

一门新的功课，国内传统式的教师占据主导

地位的学习方法，在这里丝毫不适用，如果

教师一个人站在教室的前方讲上 10分钟，

那班级早已乱成一团，学生们说话、走动、游

戏、发呆亦或跑出教室，皆有可能。美国的课

堂需要学生参与、而且是有兴趣的参与，孩

子们只有在兴趣的基础上才能学习，多用于

任务型教学法，教师简单介绍任务，然后让

学生按照任务去动手、发挥想象力去完成，

或者找到搭档小组讨论共同完成。游戏和类

似游戏的活动为课堂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沟

通语境。美国5C目标中的第一位就是交际，

也就是说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就是交际，那

么无论学习者年龄有多大，游戏都是学习语

言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游戏和类似游戏的

活动在学生早期语言习得课堂中发挥着最

重要的作用。游戏本身很简单，不过要想成

功开展，达到成功教学效果，则需要策划清

楚游戏规则。对于教师来讲，根据单元主题

选择适当的游戏内容显得至关重要。

1. 尽可能多提供学生参与机会。活动的

目的是让学生练习交际，所以自始自终，所

有学生都要有机会参与活动。比如“西蒙

说”，这个游戏活动，会不断有学生淘汰出

局，游戏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学生处于不

活动状态。对于这种游戏，教师要在原始的

游戏规则基础上重新设计，比如，淘汰出局

的学生可以通过秘密任务给其他学生发号

施令，或者有额外晋级的机会等，以达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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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更多机会操练语言。

2. 给游戏打分或增加悬疑。游戏积分

制，可以有效提高学生间的竞争，美国学生

特别喜欢挑战，也喜欢竞争，以小组的方式

进行游戏积分制，会增加学生们在单位时间

内最大化的收益。而中学生正处于好奇心强

的阶段，如果给某些游戏增加悬疑色彩，会

更有吸引力。[3]
3. 游戏长短适中和游戏多样化。选择容

易进行的游戏，这样游戏可以进展得非常顺

利。一般而言，可以在一节课内重复几轮的

短小游戏比长时间的一轮游戏更理想，因为

如果游戏过长的话，很可能一节课做不完。

当学生还想再玩的时候，停止游戏，而不是

将游戏玩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大家兴趣索然。

不要在同一个班级或者连接几天重复成功

的游戏，哪怕是学生要求再玩一次，也要适

当调整规则，保持游戏新鲜感，尽可能设计

更多新游戏来激励学生的兴趣。

4. 游戏融入目的语文化。将游戏融入中

国文化，这样学生不仅能够学习语言还能够

了解文化，比如“hot potato”击鼓传花，在开

始这个游戏时，我把中国TF Boys的 歌曲作

为背景音乐，当音乐停止时，传到谁那里，该

学生就起来操练本课的语言点，这样学生既

操练了语言，也了解了中国的歌曲。

三、美国 5C目标下的沉浸式外语教学

和TPR教学

1996 年制定了《外语学习标准：为 21
世纪做准备》，该标准是由美国教育部和多

个外语教育协会共同研制的国家级课程标

准，并于 1999 年进行了修正和再版，更名为

《21 世纪全美外语学习目标》（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
ry），并增加了多个外语语种的学习目标。该

标准的五个核心主题分别是 Communication
（交际）, Cultures（文化）, Connections（联系）,
Comparisons（比较）,Communities（社区），简

称为“5C 目标”[1]。美国 5C 目标是美国各

州和地方学区，在制订外语教育计划时所遵

循的指导方针，它的颁布大大促进了美国外

语教育的发展，美国所有外语语种的教学都

必须遵循 5C 目标的要求，当然也包括汉语

教学。

为了适应这一教学目标，在美的汉语教

学必须采用与国内英语教学不同的课堂教

学策略，才能更好的适应美国教育的大环

境，有二种教学方法值得介绍：

1. 沉浸式外语教学

20 世纪 60 年代，沉浸式教学法在加拿

大魁北克省兴起，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外语教

学模式。所谓沉浸式是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

学语言，使学生在校的全部或一段时间内

“浸泡”在第二语言环境中。[2]教师不仅使用

第二语言教授第二语言，而且用第二语言讲

授部分学科课程。美国第一个沉浸式教学项

目开始于 197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

弗。美国沉浸式教学项目数量增长很慢。到

了1987年，该项目才在50个学区开设，而到

了1999年增加到了72个学区，10个语种，分

布地域横跨 29 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

2006年，沉浸式项目增加到 23个州加上华

盛顿特区的83个学区。2006年以后，沉浸式

项目持续增长，尤其是在中文沉浸式项目方

面。

对于我所教的学校的沉浸式来说，首

先，要让环境沉浸式，美国的中小学非常注

重教室环境的布置，教室更多体现了学科文

化的沉浸。每一位老师的教室修饰的都各具

特色，能一下从教室的装扮中猜出该学科，

通过汉办的培训，我从国内带过来了一些装

饰教室的物品，比如中国地图、中国剪纸、中

国国旗、大红灯笼、爆竹、熊猫、对联、福字、

窗花等等，经过精心打扮，我的教室呈现出

了满满红色中国风，学生都兴高采烈地在教

室里指指点点，因为对于一个文化缺失背景

下的当地美国孩子来说，真的是第一次见这

么多色彩斑斓的东西，学生们会好奇地问为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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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中国国旗是红色的？爆竹是用来干什么

的？中国到处可见熊猫吗？什么是对联，有什

么用？当得知这些问题答案后，大部分学生

已经记住它们的名字。其次，教学当中，我尽

量给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教学，让学生多看

中国的图片、视频、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

目的语的输入，经过了 5个月左右的操练，

成果是显见的，在一月份学校的春节文化周

活动上，学生们能够简单介绍中国春节的一

些关键词语，能够用汉语解释春节的时间及

涵义。并且在文化周会上当小主持人，用汉

语报幕节目名单。语言的教学最好的策略莫

过于让学习者沉浸在目的语环境中。在远离

目的语文化的环境下，努力创造真实的汉文

化环境显得尤其重要。试问我们国内的大学

英语教学是否能够创造这样的环境呢？这一

点值得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2. TPR 教学法

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教学法，即

“全身反应教学法”，又称“肢体语言教学法”，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

姆斯 James Asher博士提出。其理论基础基于

第二语言习得规律：人们在学生时期学习语

言时，是听说促进言语和书面表达能力的提

升，当通过听说获得的信息通过量变达到质

变，学生就能自然地运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

意思了。TPR 教学法注重语言学习中的互动

模式，常用游戏、情景对话、表演等形式展开

教学。这种方法的的优势是强调身体的互动

性、教学的生动性,以增强学生学习第二语言

的兴趣和自信心,注重交流和语言表达，学生

在体验中完成学习过程。1960 年到 1990 年，

詹姆斯博士通过探索架构起 TPR 教学法的

基本体系，并很好地运用到外语教学中取得

巨大的成功，其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得语言教

学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1]
对于大学老师，之前在国内教过的学生

都是有一点基础的高年段的学生，以前并没

有过多的使用TPR教学法。来美国后，对于

汉语初学者Novice A这种学生来说，TPR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在每个

新单元导入新词汇的时候，可以用全身反应

教学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涵义，这同时

也对老师的肢体表达、手势动作、表演技能、

模拟示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建立有效的课堂管理体系

课堂管理涉及到教师在组织学生、安排

场地、分配时间和选择教材过程中所做的所

有事情，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习能顺利进行。

布罗菲（Brophy）和埃弗尔森（Evertson）说：

“几乎所有有关教师有效程度的调查都显

示，不管是从学生学习角度还是等级角度衡

量，课堂管理技能在决定教学成败上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3]美国的课堂纪律管理，

对于初到美国的汉语教师来讲，是一个非常

大的挑战，全世界来讲，亚洲学生在尊敬老

师方面是做的最好的，而中国又是亚洲当中

的标杆，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尊师重教，“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教

师的地位相对来说却不是那么高的。欧美国

家更强调公平化、平等化，认为老师和学生

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并没有国内的那种高高

在上的震慑力和权威。因此，教师在开学的

第一周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教学的一致

性和连贯性。课堂实践和步骤必须是可预期

的、一致的。

九月一号是 ILTexas学校正式开学的日

子，我做了充分的准备，给学生发了课堂规

则（classroom rules），课堂遵守纪律合约签

字（contract signature）,出入教室指令卡（

hall pass）等，并且讲解了奖惩制度。美国学

生都非常遵守诚信制度，一旦在合约上签

字，就会遵守其原则，往往和父母之间也遵

守契约精神，所以我让每一名学生都在纪律

合约上签字，以备无患。而这里的上课时间

安排和教育体系不同于国内，学生在上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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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允许去卫生间，也可以在上课期间有理由

的离开教室，所以我给学生准备了出入教室

指令卡（hall pass），想出去的同学要用这个

进行示意，但每个学生每周最多允许使用三

次。奖惩制度，奖，按照加分制，分数排名，这

里的学区六周为一个cycle,每个cycle都需要

一次测试，在第一个 cycle结束前，根据排名

情况给学生颁发中国带来的特色小礼物。惩，

基于学校的基础上稍加修改，经过三次口头

警告进入 lunch detention（午饭延迟吃）, 3次
以上的 lunch detention 就是 school detention
（放学留校）,3次 school detention（放学留校）

就进入Saturday suspention（周六来学校），最

严重的就是退学。总体来说大部分学生还是

很遵守课堂规则的，但是每个班级总有个别

的学生，顽固分子，针对这样的学生，我采取

了document，每天记录，并且给家长和校长写

邮件。每个科目的老师都可以给学生写档案

表现，并且统一累积，一旦某学生的discipline
累积到20条，就意味着被退学了。

有了课堂规则这个总纲领之后，其次就

是课堂的步骤，学生们必须了解每天的课堂

是怎样组织架构起来的。我给学生订的步骤

是当步入教室，就要到教室后面的篮子里取

当天的warm up sheet，这样学生进入教室就

有东西去做，保证了纪律性，刚开始学生容

易忘记，可是我每天都训练，后来有时候我

忘记准备warm up sheet学生反而提醒我。除

此之外，就是要让学生知道需要铅笔，他们

该做什么；如果他们需要老师帮助该怎么

做；需要从一个活动转到另一个活动时，他

们该怎么做。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教师不

用大声发出指令，学生就已经懂得做什么

了。一个管理良好的课堂是由一整套程序和

惯例来构建的。程序和惯例构建起了课堂，

使得种种课堂活动能轻松有序地进行。这些

活动包括：阅读、记笔记、参与团队合作、班级

讨论和游戏以及生成课堂资源。井井有条的

秩序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们

在学习；注意力集中；彼此合作与尊重；表现

出了很好的自律能力；努力完成课堂任务。最

后课堂的材料准备要齐备，美国不同于国内，

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所以每节课老师都要给

学生准备课程讲义和提纲，具备完好的课程

资料，环节紧扣，能够使学生不落队。

五、结语

美国中文教育正处在一个持续升温的

阶段，从 ILTexas每年不断扩建分校可知，我

们的对外汉语教学道路任重而道远，面对美

国中文教育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切实可

行地结合当地的教育体系来研究一整套适

合美国学生学汉语的教学方案是当务之急，

让更多的学生有效地学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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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层出

不穷，关于教学模式的探讨和研究也不断推

陈出新，如何实现高效课堂也已成为众多教

师孜孜不倦的追求。单一的教学模式显然不

能满足当代大学英语教学的要求。混合教学

模式把传统教学和网络化教学结合起来，既

发挥了教师引导、启发和监控教学过程的主

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

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即项目式教学，以具有实际意义的

项目来设计教学，项目的完成涉及一系列的

语言活动，学习过程就是运用不同的语言材

料和语言技能完成项目的过程。在混合教学

模式下使用 PBL教学可以实现对新的语言

系统不断体验，认知，再体验，再认知的过

程，从而实现二语的习得。

不管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讲授型教

学模式，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型教学模

式，亦或是综合了各种教学模式长处的综合

型教学模式，都必须以学生如何学习这一问

题为开端。正如认知科学领域的奠基人、诺

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说：“学习来自

学生的所做所想，并且仅仅来自学生的所做

所想。教师只有通过影响学生对学习所做的

事情，才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因此教师要研

究学生、研究学习的过程，才能促进学习的

发生，使教学相长。

混合模式下进行PBL的大学英语教学，

教师要做足功课，分析学生的学情，要充分

认识到学生是独立的个体。在进入课堂时，

学生不仅带着自己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而

且带有自己在社会、情感方面的经验，这些

都会影响学生的价值判断，影响学生进入学

习的过程和方式，促进或阻碍其学习。

一、教学设计

在以单元为单位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

把握单元重点，教学的设计至少要包含以下

步骤：

1. 项目准备阶段。以阅读和试听材料的

学习为主，给学生提供语言样本，引发学生

的

学习兴趣。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让

学生从语言、格式、文化、技巧等方面为项目

做准备。学习活动的设计要兼顾交际性，也

要包含对语言形式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此部

分以接受性的听、读训练为主，也包含适当

的产出性技能训练。教师在此阶段应激活学

生已有的正确知识，可以利用练习如头脑风

暴、思维导图等形式来激发学生将新知识与

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讨论也能提供理想的

契机，引导学生回想起之前所学的知识，并

将其与新的学习材料联系起来。

2. 项目构建阶段。此部分应该是单元学

习的重点，设计项目时应把课文当作项目的

混合教学模式下的混合教学模式下的PBLPBL大学英语教学策略研究大学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杨红梅①

四川工商学院外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为了实现高效课堂，众多教师对各种教学方式和模式进行了诸多尝试。本文以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项

目式教学为基础，探讨了和研究了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的策略，旨在帮助教师建立师生互动良

好、课堂氛围活跃、学生获得技能的高效课堂。

关键词：混合教学；大学英语；PBL

①杨红梅，女，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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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样本或参考文本。以课文为阅读篇章，在

语言技能上，以输入性训练为主。在课文的学

习过程中，教师应提供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

个阶段与步骤的描述与指导，帮助学生收集

信息与资料，提供项目结果的最终呈现方式，

同时要求学生在课上或课后展示和介绍项

目。在语言技能训练上，这部分以产出技能为

主，强调学生的写和说的能力，同时也附带训

练了读和听的能力。在此阶段，教师应将任务

具体化，并分解复杂任务，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个框架性大纲或模版，帮组学生组织知识，或

者教会学生从所学内容中抽象出相关原理。

此外，教师还需要检测学生学习的过程，了解

学生加工所学信息的方式方法，以确保学生

采用有效的方式来组织所学知识。

例如，某单元的课文为调查报告，教师

可以将项目设计为调查报告的写作。为了完

成此项目，教师可在课文学习时指导学生抽

象出调查报告的几大要素：调查背景、研究

问题、调查对象、调查方法、数据收集和分

析、调查发现和讨论等。或者教师可以为学

生提供调查报告的框架，让学生在阅读的同

时找出这几大要素。此外，教师还要提供调

查报告写作的步骤与指导。如教师应具体讲

述有哪些调查方法（问卷调查、采访、观察法

等）可供选择，每一种调查方法该如何操作，

如问卷调查有哪些形式，题目如何设计，调

查对象如何选取才具有代表性，如何收集和

分析数据，如何根据数据分析做结论等等。

最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讨论要研

究的问题和对象，选取一种或两种研究方

法，并撰写调查报告，并要求学生做口头报

告。

3. 项目评估阶段。在小组或个人展示完

各自的项目成品之后，听众对其项目结果及

他们的展示或汇报进行评估。为学生提供一

个反思的机会，回顾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

到了些什么，效果如何，还有哪些地方需要

弥补和改善。帮组学生找到扬长避短地具体

策略，从而增强他们对未来成功的期望。在

此阶段，教师应提供评分细则，明确地展现

对学生行为表现的预期，引导学生把行为指

向预期的目标。任务完成之后，教师还应提

供及时和建设性、针对性的反馈信息，以便

学生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能够吸收反馈意见。

在以上三步式的教学设计中，教师可注

意以下策略，增强学生对于目标活动的价值

判断，提升他们的成功预期，营造提高其学

习动机的支持性环境。

二、教学策划

1. 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兴趣关联起来，

突出当前学业与学生未来职业的关联。遇到

自己感兴趣的或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时，

学生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动机。学生往往

只关注具体的课堂内容，而意识不到从不同

课上学到的技能会促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

涯的发展。例如在调查报告写作单元，可以

让学生研究调查日常生活中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完成最后的项目。教师还可让学生了

解调查报告的写作对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

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写作中需要注意的逻

辑和语言组织能力也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至

关重要。

2. 布置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可以，

提供真实的任务。为学生设置既具有挑战性

又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

生地动机。课程或作业太过简单，会让学生

毫无成就感，学生会认为这些内容不重要或

不值得花时间，草率完成。任务过难会让学

生不知如何下手而充满挫败感，继而没有足

够的动机完成作业。因此教师需要了解学

生，预先评估学生已有的知识，了解学生之

间的差异，设置的任务既要适合于每个群体

的难度水平，又要有挑战性但付诸努力后又

可以实现。如果有可能，教师可在真实情境

下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在一些现实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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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寻求解决方案，和真实的客户互动，

并对该领域进行探索。例如就食堂的服务质

量做一个调查报告，调查过程可以用问卷、

采访或者观察法，调查报告最后提交给食堂

管理方。学生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不仅锻炼

了语言能力，还能直观、明确地看到抽象的

概念理论是否有价值。

3. 提供评分细则，奖励重要的学习活

动，及时反馈。评分细则可以明确的展现教

师对学生学习行为表现的预期，引导学生把

行为指向教师预期的目标。例如，关于调查

报告的评分细则，要明确任务的构成成分

（问卷调查的设计、观察法的描述、采访的记

录、报告的撰写），以及各成分在不同熟练程

度上的预期表现。教师还应给予学生相应的

奖励，把小组互动作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

在评价学生时，教师主要看学生在多大程度

上挑战了自己的极限，而不是最终是否获得

成功。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频率对学生

的表现及作业做出反馈，确保学生能充分吸

纳反馈意见。

4. 针对薄弱环节和缺失成分技能进行

专项练习。教师在此环节应考虑究竟是采用

单独练习还是小组任务练习，或是二者的结

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达成学习目标。分析

学生无法成功迁移所学相关知识和技能地

原因，针对性地设计专项练习，系统地对比，

让学生在多种不同情境下应用所学知识，降

低知识地情境依存性，增强知识运用的灵活

性 ，促 进 学 习 的 迁 移（Gick & Holyoak，
1983）。

5. 灵活运用各种手段，线上线下相结

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与课堂气氛联

系最紧密的因素（Astin，1993），因此教师可

以利用各种合理的手段，活跃课堂氛围。如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线上测试，测试可以是

前测或后测，测试完之后线下讲解，也可组

织小组讨论，或者要求学生分析同学的作

业，并提供反馈，作出相应的修正。课文的学

习，可以结合讲解，给学生搭脚手架，引导学

生画思维导图、时间轴，或用 jigsaw的方式来

完成。总之，教师在课程的设计中可以综合

运用各种手段，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和习

得。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也是一种高度

情境化的活动，需要随着所教授学生的变

化，各学科领域的发展，以及教学技术的变

革，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教师需要不断

的学习，教师必须不断适应各种变化的因

素，学会改善和完善自己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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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慕课时代的到来

早在2006年，比尔·盖茨和史蒂芬·乔布

斯这两大科技产业巨头曾在一次对话中发

出慨叹，他们注意到在互联网民用发展几乎

对一切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时候，其对

教育领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然而，短短的

几年之后，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便带给

教育领域空前的挑战，一场新的变革正在兴

起。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一些新的教

学平台和教学模式正在涌现，“慕课”、“可汗

学院”、“微课”、“翻转课堂”等概念逐渐深入

人心，并且得到了许多国家教育界的肯定和

支持。在我国，近三年来以慕课为主导的教

学模式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很多学校已经开

始尝试引入世界名校课程丰富教学资源，有

实力的院校也正在着手建设符合自身特点

的慕课课程，一些院校更是将慕课学习明确

纳入到学生的学分体系当中，慕课时代已经

来临。

慕课是英文 MOOC（Massive Open On⁃
line Course，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汉语谐

音译名，2013年起在国内开始流行。它的主

要特点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一起学习

一门课程，突破了传统的小规模集中教学模

式的限制，学生的学习模式和时间安排不再

受到严格制约。随着慕课的进一步发展和推

广，各类院校的教学模式得到创新，不同地

域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对于实现教育公

平，提升教育质量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慕课给教育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以及

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它的流行对世界各

地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它对于我

国的教学型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正在发展崛起过程中的

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来说，慕课时代的到来更

是意味着深度的教育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二、慕课给地方高师外语人才培养带来

的冲击

1. 当前我国地方高师外语人才培养面

临的主要问题

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我国地方高

等师范院校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很

““慕课慕课””时代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时代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张成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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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规模在线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慕课时代的到来，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地方高师院校

在这一浪潮中迎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感受教育公平的良好机遇，但同时慕课带来的冲击也使得这些院校的

外语人才培养模式面临严峻的考研。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模式变得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慕课时代地

方高师外语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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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批师范学校、师专首次完成了其发展史上

很重要的一次转型，即升格成高等师范学

院。长期以来，作为高水平师范大学的有力

补充，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为本地区培养了大

批合格的中小学教育师资力量，为地方经济

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区域性外语人才

培养方面，地方高师院校更是充分发挥了自

身的优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随着教

育教学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地方高师院

校外语人才培养越来越受到一些突出问题

的困扰。

从外部原因来说，师范教育发展大环境

的改革带给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不

小的影响。随着高考的扩招和非师范类毕业

生可以通过考试走上教学岗位等政策因素

的刺激，再加上中小学英语师资需求市场的

进一步缩小，这些都使得以对口培养本地区

中小学师资力量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不再

拥有昔日的优势。加之地方院校所能享受到

的教育资源和投入也比较有限，这些都形成

了该类院校迅速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从地

方高师院校自身发展而言，长期以来以师范

教育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受到经济发展的挑

战，仅仅培养出专业功底扎实、教学技能卓

越的师范生已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在如何因

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体优势，培养一

专多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还面临深度

改革。再加上地方高师院校人才流失比较严

重，高质量的师资和课程通常得不到有力的

保证。同时，此类院校外语人才培养的具体

操作方面仍然暴露出很多不足，这些都在困

扰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

展。

2. 慕课给地方高师外语人才培养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慕课时代的的到来，《中国青年报》

曾于 2013年刊文指出：“MOOCs（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程，被译为‘慕课’）将炸开大学的

围墙，炸醒昏昏欲睡的课堂，把老师和学生

炸到世界几百年来最深刻的教育变革浪潮

中去跳舞。”该文同时认为“大学教育的炸弹

来了!”（李曼丽等,2013:3）绝非危言耸听，

2012年开始MOOCs的井喷现象持续发酵,
对于我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革新而言,将不

再是儿时伴随我们睡觉的枕边小故事。

慕课时代的到来，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集

中开展学习成为可能，这种“大规模、开放

性”的学习模式给传统外语教学带来了致命

的一击，外语学习不再受到高门槛和高成本

的限制，学校的围墙被迫打开，学生学习时

间也变得比较灵活。同时，慕课本身所特有

的透明性也使得学生根据自身爱好、学习基

础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学习成为可能，学生

对于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也变得简便易行，

高校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最

后，学生还可以更容易地获取优质教育资

源，不再局限于所在院校的课程安排和有限

资源，地方院校的学生也可以选修顶尖大学

的相关课程。所有这些，对于地方高师院校

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慕课的到来给地

方高师院校的教育资源的拓展提供了广阔

空间，使得自身可供学生选修的课程资源更

为丰富，学生们选修课程的时间更为灵活，

课程参与程度更高。这样一来，学校可以集

中力量发展特色学科，建设优势课程。但是

对于教师而言，却要面临和名校名师竞争以

争夺学生，乃至被迫接受资源整合走下讲台

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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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带来的冲击还对地方高师院校的

外语人才培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地方

高师院校的外语人才培养旨在为地区中小

学输送合格的英语师资，以往的人才培养模

式尤为注重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训练和教

学能力的训练，事实上只要拥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过硬的教学技能，这类院校培养出的

师范生完全能够胜任当地中小学的英语教

学需要。然而在慕课浪潮袭来的大数据时

代，课堂讲授知识的功能被逐渐淡化，传统

的师生角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翻转课

堂的流行开来，学生学习知识的中心已经转

移到了课堂之外，而教室成了学生在家里通

过网络学习知识点之后向教师请教问题和

接受辅导的地方。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直接讲

授者，而成了学生网络学习的规划者和指导

者，学生学业疑问的解答者和辅导者。就学

生而言，可以不再被动地接受固定课时、固

定教室、固定教师和固定教学内容的限制，

他们可以更为自由和方便地从互联网络上

的慕课平台获取自己感兴趣或者有必要学

习的内容，并且可以在线与老师进行互动，

还可以在课堂时间与老师进行线下交流。传

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课堂讲解的

高度依赖性正在减弱，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在

形成。而这些正在接受师范技能训练的学生

将来也要走上教学岗位，他们与其未来学生

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必将受到慕课冲击的影

响。另外慕课时代中小学对于外语教师的基

本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以往的语言技能和

教学技能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教师对互联网

技术、微课等视频制作、优化技术的掌握程

度，他们在翻转课堂情况下对于线上知识点

的把握及有效讲解，在线下课堂进行学习激

励和高效辅导的能力要求也被增加进来。如

此一来，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口径的

进一步拓宽，师范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的

提高，毕业生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化

教育技术的有效掌握，这些准教师们的自身

的教学素养和魅力的提升以及他们的团队

协作意识的增强都变得十分迫切。

三、慕课时代地方高师外语人才培养的

应对策略

慕课给外语教学形式带来质的跨越和

革命性的变革，地方高师院校外语人才培养

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教学

模式，以便能够有效抓住互联网技术和慕课

平台提供的机遇，勇敢迎接面临的挑战，合

理配置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为地方经济建设

培养出更能适应时代需求的中小学外语师

资。为此，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出应对值得深

思。在仔细分析了慕课对于地方高等师范院

校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之后，本文提出如

下应对策略。

1. 充分利用慕课优势，优化教学资源配

置

慕课的到来，解决了不同级别、不同地

域的高校之间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不均衡

的难题，使得地方高师院校的师生能够享受

到名校、名师的教学，从而在课堂教学环节

站到同一起跑线上。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

看，慕课平台提供的课程大都是各个院校的

优势课程，大都集中体现了各个院校的精品

课程，无论从教师个人的教学水平，还是教

学视频的录制，抑或技术层面的保障，都远

远胜于地方高师院校传统课堂，有的甚至比

优秀的电视节目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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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人才培养计划中的“英美文学”课程为

例，经过低年级相关训练，并具备一定基础

的学生可以直接在慕课平台观看世界著名

大学制作的精品公开课，直接聆听欧美国家

专业教师的见解和讲述，这对于学生深入学

习这门课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且原汁原

味的英语授课对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也很

有帮助。国内也有一些大学开发了此类慕

课，都有学科领域内知名教授担纲授课，他

们的讲解与国外教授的讲解相得益彰，互为

补充，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学号该门课程。

而地方高师院校就可以整合现有资源实现

非核心教学社会化，集中现在教学力量帮助

学生规划学习，对学生进行线下辅导等等，

从而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校可以

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自己的优势学科当中

去，提高院校的竞争力和竞争水平。

2. 深入改革教学模式，优化传统师生角

色

传统的外语课堂教学模式近年来饱受

诟病，越发显得与时代需求不相适应。束定

芳教授（2014: 448）撰文指出，长期以来，我

国外语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模式以教师为中

心，局限于传统的 PPP模式，即 presentation
（呈现）、practice（练习）和production（输出）。

这类课堂中教师基本无法给予有效的指导

和监督，学生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大多小

组活动徒有其表，缺乏有效性。他还指出：

“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教师教学目

标模糊、教学内容不符合学生需求、教学过

程缺乏创新、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缺乏衔接

等问题。大多数教师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

亟待提高。”（束定芳, 2014: 446）而在慕课时

代，学生不再被动地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

而是回归课堂的的主导地位，变跟着老师学

习为自己主动学习，老师也从课堂讲授者的

角色逐渐转换成学生学习的激励者和启发

者的角色，当然有些优秀的老师自己本身已

成为慕课视频的主讲人。这样外语课堂就真

正成为学生和老师积极互动，平等交流的场

所，实现了去中心化的目的。学生在课后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线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

进度和学习内容，甚至还可以反复练习并巩

固自身感到薄弱的知识点，真正实现因材施

教；在线下的课堂中，学生不再对教师的讲

授亦步亦趋，而是在已经对相关知识事先学

习的基础上同老师展开进一步探讨，在此过

程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为以后更好

地胜任中小学教学打下良好基础，这样便会

促进高校外语教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3. 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加强教师团队协

作

慕课时代不再靠教师个人单打独斗，而

更加强调教师之间的强强联合。教师在不断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的同时，客观

审视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做到扬长避短，

不同教师间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团队协

作精神，这才是慕课时代教师克服“失落感”

的应对策略。尚俊杰（2013: 248）认为：“在

MOOC 时代，教师或许不再是传统的单一教

师形象，教师群体将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

和职业化，其中有主讲教师，有辅导教师，有

助教，甚至还有‘导演（教学设计专家）’、‘舞

美（课件设计专家）’和‘道具（教学资源专

家）’等，在这一批人的通力协助下，才能取

得最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分工的细化和个

体优势的发挥，从长远来看符合慕课大规模

在线学习的需要，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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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量的。互联网时代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连

接关系，而非工业化时代的从属关系。只有

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优势，而且愿意同他人

一起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自我

价值和社会价值。外语教师中，有的老师表

达能力好，便可以考虑担任主讲人；有的老

师文字功底很强，那么课程的文案设计就非

他莫属了；有的老师耐心细致，则线下辅导

的重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有的老师想法很

新颖，便可以负责课程设计和优化。总之，慕

课时代每个人的优势都能得到发挥，才是教

师资源的最合理化利用。

以大规模在线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慕课

时代的到来，对地方高师院校来说既是挑战

又是机遇。只有客观分析目前所处的形势，

积极进行应对，才能充分发挥慕课在外语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有利作用，从而真正做到促

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创新教学

模式，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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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独立学院作为公办高校教育

资源外延性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势头强

劲,学生数量占全国学生总体数量的比重日益

加大，而大学英语课程作为独立学院各专业学

生的必修课程，其产生的课堂效果将直接影响

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和学生大学期间英语

水平高低和走进社会与工作岗位时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同时英语水平的高低（如大学英语

四六级）又是制约学生就业率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就业率的高低好坏又将反过来影响独立

学院的招生工作，故而，大学英语教学在独立

学院办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独立学院由于其本身生源的特点，

大部分学生有着英语基础薄弱，英语学习兴趣

不高的特点，也怀有英语是单纯单词和语法的

背诵且枯燥无味的想法，因此，如何转变学生

的固有想法，如何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热情从

而提高学生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现

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是独立学院英语教

学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奥苏伯尔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

家，著述甚丰，他不仅在心理的教育学科领域

中尤有突出的贡献和重大的影响，而且在语言

学习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奥苏泊尔的著名的认知同化理论中，学

习被分为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其中有意义

学习需具备的条件是:学习材料对学生而言具

有潜在意义;学生头脑中有同化新学习材料的

知识;学生具有有意义学习的意向。奥苏伯尔主

张接受学习，他认为接受学习必须按“有意义

学习”的标准和条件进行，接受学习的目的是

建立起相应的认知结构。所谓“有意义学习”，

他定义为“有意义学习过程的实质，就是符号

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

适当观念建立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

有意义学习理论强调在新知识的学习中，

认知结构中的原有适当观念起决定作用,这种

原有的适当观念对新知识起固定作用。有意义

的学习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学生要具有有意义

学习的意向，即把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

适当观念关联起来的意向;学习材料对学习具

有潜在意义，即学习材料具有逻辑意义并可以

和学生认知结构中的有关观念相联系。这两个

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会导致机械学习。

此外，为了激活新旧知识之间的实质性联

系，提高已有知识对接受新知识的有效影响，

认知同化理论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中认知同化理论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中
跨文化知识输出的重要性跨文化知识输出的重要性

吴润芝①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天津 301636

摘 要：大部分独立学院学生有着英语基础薄弱，英语学习兴趣不高的特点，也怀有英语是单纯单词和语法

的背诵且枯燥无味的想法。因此，如何转变学生的固有想法，如何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学生自

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是独立学院英语教学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本篇论文心理学的认知同化理论视角入手以英语教学中会出现的词、短语为例，强调指出独立学院大学英语

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注重跨文化知识的输出。并得出结论，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输出不仅直接影响到学

生对英语语言文字学习的理解和领悟，还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热爱程度。

关键词：机械学习；有意义的学习；跨文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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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苏伯尔提出了“先行组织者”的教学策略。

“先行组织者”有其严格的定义，即在正式材料

学习之前，向学生介绍的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

中适当的知识相联系的概括和包括性引导材

料，它在抽象、概括和包摄水平上应高于正式

的学习材料并用学生熟悉的术语呈现。而文化

方面的知识辅以讲故事的输出方式具有灵活、

有趣和容易牢记的特点，也就会对学生产生潜

在意义，使学生产生有意义学习的动力。

比如再讲“特朗普政府”所对应的英文单

词时，先向学生阐述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文化

背景知识，如美国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只是指

政府的“执行分支”的官员和他们的政策及原

则，而美国总统只是行政分支这一分支的主

管，更通俗讲来，总统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

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

物。从而用这个“先行组织者”的有意义的知识

来引申出“特朗普政府”对应的英文单词只能

为“Trump Administration”而 不 可 以 译 成

“Trump Government”。这样不仅可以更加原有

的适当的文化观念对新知识即“总统政府”的

翻译起固定与强化作用，有助于学生阅读能力

的提高，也会加大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

此外，乔治·华盛顿不仅是美国家喻户晓

的伟大总统，也是中国人“认知结构”中学习过

的著名美国总统，由此切入，再辅以讲故事的

方式说明当年美国第一任总统选举的过程中，

虽然华盛顿为众望所归，但谦虚的他却自觉无

法胜任，于是，当时的人们为华盛顿推举了很

多的“secretaries”辅助华盛顿的总统任期，而

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就引申出“新知识”，即美国

各种部长对应的英文单词的选词都为“secre⁃
tary”而非学生通常认为的“minister”，如美国

国防部长应译为“Secretary of Defense”。最终，

这种原有的适当观念对新知识起固定作用。

故而，使教师在课堂上的文化知识方面的

输出有助于激发独立学院学生学习的积极主

动性，辅助学生牢记原本被认为单调、枯燥的

单词和句子的意义，从而使得学生完成一个有

意义学习的过程。文化方面知识的易吸收易理

解的特点有助于学生完成具有一定知识储备

的要求，且跨文化的学习使新旧文化意识结

合，丰富并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利于学生

创造思维和创造活动的发展。

总之，通过课上课下习得相关文化背景知

识，学生不仅会学习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

值观和不同的行为隐藏的不同的意义，还可以

丰富文化体验的过程，也就可以让学生在学习

不同文化习俗过程提出问题并进行相关思索，

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这是比拥有知识更难能

可贵的收获。反之，如果在大学英语课堂的教

学过程中单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没有

给予文化背景知识输出以足够的重视，将严重

影响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致使学生认

为英语学习枯燥无味，目标仅仅局限在应付考

试上，从长远看，无法根本提高独立学院学生

的英语能力，长此以往，甚至造成学生厌恶英

语、厌恶学习的消极影响。

本篇论文在综合理论和举例说明的基础

上明确指出独立学院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过程

中应该充分注重文化知识的输出从而不仅可

以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热爱程度，还直接影响到

他对英语语言文字的理解和领悟。进一步而

言，英语文化知识的输入不仅能提高学生对西

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兴趣,还能激发他们自觉的

文化敏感性,使他们在多元化文化并存的当今

社会,一方面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

运用语言的准确性，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文化

对比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感，培养了学生对母

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

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减少对外交流中的

误解与摩擦。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就更能

适应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能

够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面对大千世界纷繁复

杂的文化现象,养成多元思维的习惯,为以后的

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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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benefits of outputting cultural knowledge to English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gnition assimilation theory with examples. This paper made a

conclusion that cultural output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can directly arouse interests and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and enable them to understand English thoroughly. Therefore, cultural output in English

class should be put great emphasis on.

【【KeywordsKeywords】】rote learning; meaningful learning; intercultural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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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汇学习是语言学习必不可少的过程。词

汇附带习得（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以下简称 IVA）这一概念最初是由Nagy, Her⁃
man和Anderson于1985年在研究儿童学习母

语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刻意学

习而言的，指学习者在完成其他学习任务（如

阅读文章，听英文歌曲等）的过程中不经意间

习得了词汇知识，也就是说，词汇知识的附带

习得是其他学习任务的副产品（Huckin & Co⁃
ady, 1999）。

词汇附带习得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在二语

习得领域掀起了不小的研究热潮。20世纪末，

不少二语研究者开始探究 IVA（如Krashen,
1989;Elley,1991;Laufer & Hulstijn,2001），90
年代起国内研究者也开始了对词汇附带习得

的研究，起初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描述性研

究（如盖淑华，2003a；石志亮，2003；李红、田秋

香，2005），后来开始出现对 IVA的实证研究

（如盖淑华，2003b；盛仁泽，2011；王同顺、姚

禹、许莹莹，2012）。但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

内，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阅读环境下进行的，

单纯的针对于听力的研究不多,即便有，也多是

对发生在输入过程中的IVA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输入完成后的输出与IVA的关系研究甚少。

相比输入，输出对语言学习的作用被人们忽

视。但事实上，输出为学习者提供了语言运用

的机会，能够加强学习者对信息和知识的深加

工，从而使得语言知识被学习者内化。鉴于此，

本文将探讨输出与 IVA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听

后输出方式对IVA的影响。

二、输出假设

自Krashen（1989）提出“输入假设”以来，

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语言输入的地位也日渐凸显，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者的重视。Swain
（1985）将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容进了她的沉浸

式教学研究当中，提出了可理解性语言输出假

设。该假设对可理解性输入假设作了补充，并

弥补了其不足。Swain认为，语言学习不能单纯

地靠语言输入获得，语言输出也是必不可少

的。语言输出能够有效地促进语言词汇的习

得。她和Lapkin详细地阐述了可理解性语言输

出假设的三大功能即注意功能、假设检验功能

以及元语言功能（Swain & Lapkin, 1995：371）。
注意功能即引起学习者对自身语言问题

的注意。学习者在语言输出的过程中有时会感

到表达不出或不能准确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

不同听后输出方式对英语词汇不同听后输出方式对英语词汇
附带习得作用的研究综述附带习得作用的研究综述

孙 蕊① 常 乐②

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锦州 121013
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159

摘 要：本文以Swain的输出假设理论为基础，回顾了国内外的词汇附带习得的相关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听

后输出方式（口头输出、书面输出、合作输出，个人输出）对英语词汇附带习得的作用，最后为二语课堂教学提

出了采用多样教学方法，增加输出环节以及吸引学生注意力等启示。

关键词：词汇附带习得；输出方式；二语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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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语，从而他们会察觉到自身语言知识储备

与目标语的差距，引发他们对自身语言问题的

注意。当他们注意到自身语言知识欠缺时，他

们就会更加注意该方面的语言知识，加强对输

入信息的加工处理，从而有效地进行语言输

出。

假设检验功能即引发学习者对问题处理

的假设尝试，并依据反馈来修改输出。Swain认
为，二语学习是一个对目标语不断做出假设并

对此假设不断检验和修改的过程。正是输出给

学习者提供了检验假设的机会。学习者在实际

语言运用中无论通过口头输出还是笔头输出

都对目标语作出假设并不断检验与修改，从而

提高输出的正确率以及学习者的判断能力和

问题处理能力。

元语言功能即学习者用已有的语言知识

检验自己的目标语用法。Swain 和 Lapkin
（1995）指出，当学习者反思他们自己的目标语

用法时，输出即起到了元语言的作用。当学习

者反思自己的目标语用法时，他们运用己经掌

握的知识对语言进行反思，有助于加深对语言

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三者之间联系的理解，这

种元语言活动能够促进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

控制和内化。

三、相关研究回顾

在国外的研究中，Swain（1985）认为通过

输出语言，不论口头还是书面方式，语言习得

都会产生。Joe（1998）的研究发现个人文章重

述能促进IVA。Ellis和He（1999）经过实证研究

发现，输出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词汇附带习得

的意义，是 IVA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输出方

式、输出任务、以及词汇量大小都会对词汇习

得产生显著影响。因为不同的输出方式和输出

任务能把学习者的注意力资源导向输入的不

同层面，并进行不同程度和类型的认知加工，

进而造成完全不同的认知效果（Schmidt,
2012）。De la Fuente（2002）的研究发现，在后

测涉及产出性词汇时输出组比其他组成绩更

好；对于接受性词汇，讨论组与输出组成绩相

当，但比未讨论组表现更好。

继国外的研究者发现输出对第二语言词

汇习得的影响之后，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始了对

输出与 IVA的实证研究。盛仁泽，王鹍（2011）
就合作输出与听力输入对附带词汇习得效果

做了差异性研究。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合作输

出对产出性和接受性词汇习得效果比听力输

入显著要好。其原因可以从聚焦度和充实度两

方面来解释。其一，聚焦提升注意力，合作输出

任务不仅要理解文章内容，而且还要注意目标

词。合作书面输出组特别注意词汇的拼写，合

作口头输出组则对词汇的发音更加注意。而传

统听力输入组更加注重文章的理解，没有注意

目标词，缺乏了对目标词的聚焦。其二，充实度

正是履行了输出假设的假设检验功能，加强对

语言知识的深加工。合作小组的互动行为（如

共同复述，相互修正等）有利于学生对目标词

进行更多更深程度的处理，有了足够的充实

度，从而巩固了生词。而传统听力组做信息理

解题，题中无目标词，词汇量较少，词汇的充实

度不够。因此，足够的聚焦和和充实度决定了

合作输出的 IVA效果。另外，该研究发现合作

口头输出组对 IVA的作用比合作书面输出组

更为明显，其原因也可以归为聚焦度和充实

度。合作口头输出组对目标词的运用更多，相

反书面输出组缺乏足够的对目标词的聚焦和

充实度。

杨慧琴，侯菲菲（2012）依据Swain的输出

假设理论，对输出与听力词汇附带习得进行了

实证研究。该实验采用分组对照法，实验组为

口头输出组，控制组为书面输出组。研究结果

显示，课堂上增加输出任务可以有效促进学生

的IVA。两组即时测试成绩和后测成绩分别对

比显示：口头输出比书面输出能更有效地促进

IVA，同时能更长久保持词汇的记忆。

连秀萍（2012）通过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

探究了个人口头输出、个人书面输出、交互口

头输出和交互书面输出对接受性词汇和产出

性词汇习得的影响和效果。实验结果表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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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还是交互，口头输出与书面输出在接受

性词汇的习得与保持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产出

性词汇的习得上，书面输出要显著优于个人口

头输出。无论是接受性词汇还是产出性词汇的

习得与保持，交互输出都要优于个人输出。

崔靖靖（2016）对听力任务后采用不同输

出方式对附带词汇习得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

究。该研究采用分组对照法，三个受试班中，一

班和二班作为实验班，三班作为对照班。一班

采用听写目标词的输出方式，二班采用复述目

标词的输出方式，旨在测试不同的输出方式对

附带词汇习得的影响。三班完成听力任务后不

采取任何输出方式，即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实

验分为前测，即时测试和延时后测三部分。该

实验结果显示，输出对 IVA起了一定的作用，

且不同的输出方式对IVA效果不同。复述目标

词比听写目标词能更好地促进 IVA且能更好

地保持附带习得词汇的长时记忆。研究者将该

实验结果的原因解释为学生对目标词注意的

程度和质量不同，即输出过程中所起到的注意

功能和元语言功能。

上述的一系列研究验证了Swain的输出

假设理论且中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输出

能有效的促进 IVA。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对比不同的输出方式对IVA的效果，研究证

实了口头输出与书面输出均能促进附带词汇

习得，但二者哪个更能起到显著作用，研究的

结论有所不同。各项研究除了验证输出假设理

论以外，还从更多的角度解读了输出对IVA的

作用。例如：盛仁泽，王鹍（2011）就从聚焦度和

充实度两方面解释了合作输出的IVA效果好，

同时还证明了“投入量假设”的正确性，即投入

得越多，习得的越多，保持得越久。崔靖靖

（2016）在她的研究中也从注意的角度对实验

结果进行了分析，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投入

量假设”。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当中也存在一

些不足，如：杨慧琴，侯菲菲（2012）的研究中，

一周后进行的延时后测，时间间隔相对太短，

而按照Schmidt的观点（2010：157），三周为最

佳间隔时间段，延迟三周的后测可以表明学习

是稳定和持久的，能够降低滞留效应的负面影

响。另外，研究中还有一些学习者因素未得到

控制，如学习态度，课后复习情况等，这些也都

会影响测试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更大的

样本，对实验进行更严密的把控，从而得到更

精准的测试结果。

四、思考与启示

基于Swain的输出假设，本文着重回顾了

听后不同输出方式对附带词汇习得效果的相

关研究，证实了通过无论是书面方式还是口头

方式的输出，语言习得都会产生。同时，研究结

果可以为英语课堂教学带来如下启示。

1.采用多样教学方法

研究已经证实合作输出有助于促进附带

词汇习得，学生在输出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对目

标语的注意，加强对信息的处理，从而有效地

促进语言的输出。为此，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

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如小组合作

学习法，多媒体的运用等。传统的课堂是以教

师为中心，单一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

模式，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可

以通过合作学习法做到教师讲授与学生的小

组学习有机结合，亦或可以采用师生互换角

色，给学生课堂讲授的机会，由学生利用多媒

体做课堂展示，教师做指导并给予补充。在此

过程中，学生不断地对目标语作出假设尝试并

根据教师的反馈做出调整修改，这样既充分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让学生有了表达的机

会，从而使知识得以巩固和内化。

2.设计语言输出任务

实验结果证明，听力课增加输出环节，尤

其是口头输出任务是实现附带词汇习得的有

效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多学习者不

敢用英语表达，最终都学成了哑巴英语。为此，

教师应该创造轻松的语言表达环境，让学生克

服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勇于开口用英语表达；

设计语言输出任务，比如课堂上让学生做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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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小组排练英文短剧，举办英文演讲比赛

等，让学习者有机会进行语言输出，运用所学

的语言知识进行有目的的交际。在此过程中，

教师应多鼓励学习者勇于表达，告诉他们语言

输出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他们反馈与帮助，让

学习者在输出的过程中不断检验与修改目标

语，提高他们自身的语言能力及交际能力。

3.吸引学生注意力

根据崔靖靖（2016）的研究解释，听写目标

词和复述目标词这两种方法都能引起学生的

注意，但学生对目标词注意的程度不同。因此，

在教学过程当中，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

师要尽可能多采用英文授课，提高学生的注意

质量；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用英文表达，让其

体会到自身语言能力与目标语之间的差距；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把被动学习

变为主动学习，并同时加强学习者在语言运用

的过程中对自身语言问题的注意以及对自身

目标语用法的反思。

五、结语

词汇学习是语言学习的重中之重，附带词

汇习得即成了词汇研究的热点，对它的研究也

正在逐渐全面深入。本文通过回顾一些国内外

对附带词汇习得的相关研究，探讨了输出对附

带词汇习得的影响以及不同输出方式对附带

词汇习得的效果，并通过语言输出有助于词汇

附带习得的研究结论为教学提出了一定的启

示。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采取多样的教学方

法，注重互动，提供学习者更多的语言输出机

会，充分发挥输出的促进作用，这样在词汇的

学习与保持上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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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ost-Listening Output Modes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 Review Article
SUN Rui CHANG L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1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 Shenyang，Liaoning, 110159

【【AbstractAbstract】】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Swain's output hypothesis, reviews related research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fter- listening output

modes (oral output, written output, cooperative output, and individual output) on incidental vocabu-

lary acquisi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implication for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adopting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creasing output opportunities and attracting students' at-

tention.

【【KeywordsKeywords】】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post-listening output mode;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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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语学习类APP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

势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关键词“外

语，APP”进行检索，搜索的论文自2008年追溯

到2018年，共计68篇。根据论文发表年份分

析，自2008年以来外语学习类APP的研究呈

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到外语学习类APP需要改进与发展，也证明了

外语学习类APP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且相比2015年，2016年相关外语学

习类APP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这说明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发现APP可以与互

联网结合在一起，为大众的学习提供新的方

式。从2008年到2018年，国内学者由关注APP
在教育中的应用到注重外语类APP在教育中

的应用。不仅如此，研究重心也经历了由外语

学习类APP的功能特点、优势与劣势到应用研

究、用户使用的转变。

对论文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对

于外语学习类APP的研究分为理论层面和应

用层面。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内容包括：

1.外语学习类APP的功能特点。如《外语

类教育APP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分类及应用

优势》（潘红艳，2017）从大学教育存在的普遍

问题入手，对外语教育类APP进行分类，并分

析外语教育APP的应用优势。《手机外语学习

APP和微信公众号对成人外语学习的作用》

（刘景，2017）对手机外语学习APP和微信公众

号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并对其改进提出建议。

《基于移动环境的外语自主学习策略探析》（周

静雯，2018）阐述了基于移动环境的外语自主

学习的五点优势并给予了基于移动环境的外

语自主学习的策略。《教育APP的应用问题分

析及对策研究》（刘巳丹，曹蕾，2018）涉及教育

APP的问题与应用对策。

2.对比分析。如《两款优秀的外语学习

APP：百词斩与英语流利说》（盘俊春，2016）详
细阐述了趣味背单词的百词斩与闯关学口语

的英语流利说的主要功能、特点以及使用方

法。

3.用户因素。如《师范院校大学生移动学

习APP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 以外语类移

动学习APP为例》（吴晨光，2018）对国内外移

动学习APP现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

验并得出影响师范院校大学生使用移动学习

APP的意愿因素。《大学生使用外语类APP影

响因素研究》（彭诗璐，2018）对影响大学生使

外语学习类外语学习类APPAPP研究述评研究述评
丁思琪① 王新萍② 刘佳慧③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2

摘 要：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迅猛推进及智能设备的不断完善发展，互联网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学习方

式，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进行学习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自2013年移动教育大规模出现

后，教育类APP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其中外语类软件占比最大。大学生作为外语学习的主力大军，对外语

学习资源有着强烈的需求。很多大学生会选择利用外语学习类APP来进行高效而自由地学习，而不是简单

地拘泥于书本。本文将对目前国内外外语学习类APP的研究状况与研究趋势进行研判，对现有外语学习类

APP进行分类并指出此类APP的优势与不足。

关键词：外语；移动学习；APP

①丁思琪，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俄语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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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俄语考级宝典APP研发设计”（项目号：2017G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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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语类APP的因素进行实验研究，创建了影

响用户使用APP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设，最后

得出结论。

从应用层面来看，研究内容包括：

1.外语学习类APP的研发。如《面向讨论

形式的外语学习APP界面设计研究》（张琳，

陶源源，2018）分析了针对外语学习APP的现

状进行了初步调查，并设计了一款圆桌讨论式

的APP。《外语电子词典如何避免同质化-以<
外教社大学英语词典>APP为例》（陈飘平，

2017）具体阐述了外语电子词典同质化的表

现，并阐述国内外，尤其是外教社，为避免外语

电子词典同质化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最后给予

了经验与启示。《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大学英语

阅读移动学习APP的设计与开发》（马俊华，

2017）基于APP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以及英语

阅读的重要性，设计开发了一款基于混合式学

习的英语阅读APP。《外语教材配套学习App
的设计和开发》（王俊，2017）结合APP开发现

状与实际案例，提供外语教材配套学习App的
研究现状、开发思路与实际制作。《俄语考级宝

典APP研发设计》（邱虹，王新萍.李军，2018）
为弥补市场考级测试类APP的空缺，设计研发

了一款俄语考级宝典APP。
2.APP与外语教育的结合探索。如《手机

与创客教育外语联动课堂的探索与实践》（崔

琳杰，2017）基于现有外语学习APP的现状对

外语学习APP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模式与可

行性进行了分析。《APP支持下的初中英语口

语教学实践探索 - 以英语趣配音APP为例》

（张佳恩，2018）以某班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

笔者将英语趣配音引入的口语教学模式，进行

初中英语口语教学实践。

3.应用研究。如《教育类APP在大学生外

语学习中的传播及应用研究》（辛文娟，赖涵，

2018）以该校外语专业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分析大学生对教育类APP的学习情况和使

用情况。《百词斩APP在中职生英语单词学习

中的应用研究》（李伶俐，2017）对国内外关于

移动学习、移动外语学习、移动技术应用于英

语单词的现状进行梳理，构建百词斩的应用策

略，最后进行实验验证，对推进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关键词“lan⁃
guage，software”进行检索外文文献，搜索的论

文从 1978年追溯到 2017年，共搜索出论文

277篇。以关键词“English，software”进行检索

外文文献，搜索的论文从1993年追溯到2013
年，共搜索出论文 24篇。从研究内容可以发

现，国外对于信息技术用于语言教学的研究与

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已经从“计算机辅助教学”

过渡到“移动辅助语言学习”（张佳恩,2018：
14）。许多研究者对于外语学习APP的研究和

探讨也日趋活跃，只是国外学者更侧重于使用

APP对语言学习产生的影响。综合国内外研究

对比发现，国外对外语学习类APP的研究开始

的更早，研究的数量也更多，只是国内外研究

侧重的内容不同。据此，可以预测出未来外语

学习类APP的研究重心将转移到如何利用外

语学习类APP为用户提供更好更令人满意的

服务。

二、外语学习类APP分类

根据查阅到的资料，《手机与创客教育外

语联动课堂的探索与实践》（崔琳杰 2017）将
市场上的外语学习类APP分为听说类、翻译

类、电子图书类、游戏类以及微课类。《外语类

教育APP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分类及应用优

势》（潘红艳，2017）将外语类教育APP分为四

类：词典工具类、教学视频类、游戏学习类、在

线交流类。《大学生使用外语类APP影响因素

研究》（彭诗璐，2018）将外语类APP分为单词

类、翻译类、听说类、阅读类、综合类。《俄语学

习APP交互设计研究及改革路径》（张娜娜，

2017）将俄语学习APP分为词典类、口语类、翻

译类、词汇类、综合类、语法类、教程类。根据不

同的角度，外语学习APP被分成不同的类型。

将以上分类分析汇总，可得出以下类型：

1.词典工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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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查词和翻译功能为主的APP。此类

APP一般提供单词的拼写词义、发音、音标以

及例句，并具有翻译、收藏等功能，部分APP还
具有计划背单词、打卡的功能。

2.口语听力类

以训练口语听力为主的APP。此类APP通
常会提供俄语新闻原声、俄语视频、俄语口语

中常用例句等供用户练习听力、纠正发音等。

3.电子阅读类

以为读者提供名著、小说、故事等外语文

本为主的APP。此类APP会定期更新外语文

本，或为外语原文名著、或为报刊杂志上的文

章、或为趣闻美文，旨在增加用户的阅读量，对

外文的熟悉度。

4.视频教育类

以提供视频讲解或在线解答为主的APP。
该类APP主要针对某一类外语考试，提供真题

解析、讲解分析试题、整理考试知识点。一般还

会直播在线过级课程，当然未来得及在线上课

的用户也可以重新观看视频录制。

5.趣味学习类

以互动、游戏、闯关等趣味手段吸引用户

学习的APP，旨在让用户在乐趣中学习外语，

既不感到枯燥，又获得知识。

6.刷题测试类

以为用户提供考试真题、答案和解析，并

允许用户在线答题为主的APP。
7.综合学习类

包括文化、历史、旅游、地理、影视、政治等

外语学习方方面面的APP。
三、外语学习类APP研究述评

对现有文献提出外语学习类APP的优缺

点进行归纳整理为：几乎所有软件都可弥补纸

质学习方式的不足，为用户带来方便、快捷的

学习。用户可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随

时随地享受海量的学习资源。且软件的更新速

度快、储存信息功能强大。外语学习类APP的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分类细致，可以满足用户

的各种要求。不管是词汇、语法、听力、口语，还

是课程、留学、歌曲、电影等，只需一部手机，便

可以轻轻松松学外语。使用APP学习本身就带

有趣味性，因此外语学习类APP可以激发用户

的学习热情。更何况外语学习类APP具有各种

各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既可以监督用户学

习，又能吸引用户学习的注意力，一举两得。线

上学习更自由、更轻松。相比传统课堂，用户不

必因为在大家面前频频出错而对外语学习产

生恐惧。不愿意公开身份的用户也可以选择匿

名进行交流，这样他们也可以畅所欲言。线上

学习提供多种教学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外

语水平，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课程。

市场上现有的APP质量不一、良莠不齐，

需要用户细心分辨。且部分APP带有大量广

告，而大量的广告会影响用户的使用感受。这

就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软件的特色

与内容仔细分辨自己所要下载的软件。英语学

习类APP相比小语种学习类APP数量更多、形

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这足以说明还需外语

学习类APP的研发人员更多的关注小语种学

习类APP的研发与设计。外语词典工具类APP
的同质化，即电子词典虽然各有侧重，但整体

上内容相似度较高：一是同类电子词典内容的

相似度比较高。二是功能设置相似度较高，一

般都设置生词本、复习计划、学习提醒等功能，

特色不明显（陈飘平,2017：64）。大部分外语学

习类APP面向的用户集中在普通中小学和高

等教育领域，涉及其它领域人群相对较少。一

部分外语学习类APP的商业化气息过重。在市

场经济下，收取费用可以理解，但是过高的费

用会使用户望而却步。比如，有些教学内容只

有在缴纳一定费用后方可学习，或是某些内容

仅对会员开放。过高的经济投入会对一部分学

习者造成压力。

四、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众多

学者对APP辅助外语学习积极响应。且需要学

者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找到适合外语学习类

APP的发展之路，弥补现有APP的不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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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外语学习类APP。可以

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外语学习类APP将在用

户的学习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种

外语学习类APP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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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global Internet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mart devices,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learn.Learning with smart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s has become an unstoppable trend.Since the emergence of mobile educa-

tion in large-scale in 2013, educational apps have sprung up, with foreign language software account-

ing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As the main force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Many college students choose to use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PP to learn efficiently and freely, rather than simply sticking to books.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PP at home and

abroad, classify exist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PP and point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of such APP.

【【KeywordsKeywords】】foreign language；mobile learning；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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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五

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五通”的必要条

件，语言在政治、贸易、文化交流等领域起的

作用尤为关键。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承担起

培养符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复合型语

言人才的重任，如何在有限的课堂之中，帮

助学生提升语言基本功又可以使他们跨学

科多领域了解经济贸易文化等相关知识点，

激发学生语言学习的兴趣，是高校教师和学

生共同翘首以盼的愿景。此项目依托雨课

堂，在“一带一路”和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

探讨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是高校英语教

学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应用价值及现实意

义。

一、研究背景

1.“移动互联网”

当前在校大学生是数字化时代的原住

民，他们成长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现代化

信息技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学习、交际等

方式，使当代大学生更加适应智慧化的学习

环境，这就要求各高校以及教师创新教学模

式来适应学生、培养学生。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确立了“三全两高一大”的

发展目标，鼓励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探索信息时代下教育教学的新模式。在

互联网构建的新型智能化学习环境下，无论

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都使学生有了更

多主动学习的机会，能够选择更为灵活、自

主的学习形式，动摇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模式，学生不再是被动的获取知识。在

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重新定义教与学，重

新思考教师、学生与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重新规划教学模式与教学方式。

2.“一带一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

的倡议,旨在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理

念，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一

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语言作为对外交流与

合作的桥梁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经济要素要有序

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的深度融合与合作不能忽视外

语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不能缺少能够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经贸、技术研发等

雨课堂雨课堂::移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战略背景
下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下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以“英语电影视听说”为例
姚莹莹① 张 鹏②

大连大学 辽宁大连 116622

摘 要：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推出的新型智慧教学工具。“一带一路”战略下高校承载着培

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重任，基于雨课堂这一智慧教学工具可以帮助高校实现互联网+、移动终端、名校慕课及

一线教师的线上线下协同创新培养模式，探索有效的培养策略，同时实现教学数据化管理。本文基于雨课堂

这一教学工具，以某高校2017-2018学期“英语电影视听说”的教学实践为例，对智慧教学进行探索分析，并

结合相关问卷的数据分析探索相应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雨课堂；人才培养；智慧教学

①姚莹莹，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②张鹏，女，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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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合作的语言服务人才【1】，而传统教

学模式培养的英语人才已不能满足于“一带

一路”背景下的需要。

据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掌握专业、

懂技术、会外语的“三通”语言人才寥寥无

几。目前，我国高校外语毕业生约有200,000
人，翻译专业研究生约 15,000人，然而大多

数外语专业学生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

需要【2】。英语人才的培养要根据社会的新需

求作出调整，要服务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发展建设，要满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的需要，建立培养人才的新模式【3】。“一带一

路”的深度发展与交流缺少不了外语人才，

尤其不能缺少支持各种领域合作的复合型

英语人才。

3. 复合型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的面向大众，逐渐普及，

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仅具备单一技能的人

才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面临着越来

越多样的挑战。201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中国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使中国愈加迫

切地需要“专业知识+外语技能+文化素养”

一体化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社会环境下,
具有创新能力、创造意识、知识面广，综合能

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够充分认识个人价

值,才能够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才能更好

地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二、基于“雨课堂”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培

养教学实践-—以“英语电影视听说”为例

“英语电影视听说”面向某高校非英语

专业的学生开设，供大学公共英语高年级选

修课英语视听说类课程选用。本课程招收来

自全校 18个学院的本科生，主要授课内容

包括对电影主题，电影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

及电影对白做了深入剖析和学习，并在各教

学板块中加入相应的课堂活动，课堂练习。

鉴于雨课堂与“英语电影视听说”课程结合

的初步尝试，为保证本学期大学英语课程保

质保量的正常进行，本次研究随机选取三个

班级，并将其中一个作为“雨课堂”班，另外

两个班级作为“常规班”进行对照研究。团队

成员定期进入课堂调查，分析雨课堂教学模

式的优势，并结合相关问卷探索复合型人才

培养策略。

1. 课前预习

雨课堂提供了课前预习功能，教师课前

推送课程相关预习材料与语音讲解，让学生

提前了解本堂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在课前对

内容有所了解，学生课上积极参与到课堂之

中。同时，教师通过移动端实时监测学生预

习情况，了解学生动态。

2. 实时课堂

课上教师 PPT同步，学生不再拍照抄

写，而是专注听课思考。（图）同时，教师推送

测试题，随堂进行知识检测，实时进行结果

统计。期末我们对随堂检测的数据进行了统

计并与平行班进行了对比，发现“中间派”学

生的成绩明显提高。

对于传统课堂测评困难的听力和口语

两项，通过雨课堂也都得到了解决。课上听

力练习通过雨课堂提交答案，方便快捷，教

师通过将学生答案投屏，现场点评学生作答

情况，并可以通过雨课堂及时给学生评分和

留言，提供了便捷的师生沟通新途径。在课

堂的随机采访中得到的反馈是，课上口语练

习帮助了那些害怕在公共场所发言的学生，

为他们提供了师生口语练习对接的良好途

径。

3. 课上互动

课上互动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主

动参与意识、避免学生上课走神的有效方

法。对具体某一页PPT的知识点不明白的可

以在手机移动端上点“不懂”按钮，教师根据

此知识点不懂的学生人数现场进行教学内

容的调整。学生在课上发送“弹幕”或者“投

稿”后台实名制的形式，轻松进行班级学生

集体的并行课堂讨论，活跃班级了氛围。此

外，教师通过“复习评语”对学生的学习提

出建议。期末的调查报告中表明，以上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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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极大的带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

效果有明显帮助。

4. 课后总结

通过雨课堂可以获取本堂课优秀及落

后学生数据反馈，获取习题、测试等课程数

据，量化学习情况，为教师提供有效的数据

支撑，帮助教师精准教学，真正实现“以学生

为中心”。此外，教师通过雨课堂推送教学

资源，实现本学科以及跨学科的教学，从而

培养了复合型英语人才。课程结束后，学生

通过雨课堂小程序看见“课后小结”，即可查

看课堂各项习题、课件数据以及课件。学生

数据便于教师对班级情况的整体掌握，了解

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水平，重在课上参

与。

5. 教学评价

学期中，团队成员定期进入课堂，随机

对学生进行课后采访和课堂观察，通过调查

问卷等方式实时了解雨课堂班与普通平行

班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效果。学期末，团队成

员收集了指导教师的雨课堂数据，并对雨课

堂班和普通平行班的数据进行了横向、纵向

分析通过调查问卷及两类班型学生期初、期

中、期末等各项成绩进行对比，分析后总结

出雨课堂的对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的影响

及作用。此外，在本学期末，团队成员对“英

语电影视听说”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

谈，我们总计发放了 530份问卷，最终回收

到有效问卷 528份。调查问卷分析结果显

示，第 7题“你认为最有效的班级沟通方式

是”，有 75.95%的学生认为雨课堂是最有效

的班级沟通方式。此外，67.81%的学生认为

通过一个学期的雨课堂学习，提高了其英语

听说读写能力并对英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根据学生采访显示：一些学生会出现

手机电量不够或教室信号不好等原因无法

使用雨课堂的情况；一些学生在课上使用雨

课堂学习之余，做一些与课堂内容无关的

事；这些现象都影响了学生使用雨课堂学习

的积极性与效果。

在雨课堂班期初成绩和期末成绩对比

表中，可以发现雨课堂平台提高了该班的平

均分及优秀率，降低了不及格率和低分率。

对比雨课堂班和常规课堂班可以看出，常规

课堂班的平均分和低分率虽然在下降，但幅

度并没有雨课堂班明显。同时，常规课堂班

的不及格率虽然出现大幅度下降，但期末成

绩的不及格率高于雨课堂班。而常规课堂班

的优秀率甚至不增反降，与雨课堂优秀率大

幅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大量数据表明，雨课

堂对提高学生成绩，尤其是提高学生优秀

率，降低低分率有积极影响。

根据下方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

同卷考试的情况下，使用雨课堂教学的班级

平均成绩远高于常规课堂教学的A、B班。这

说明，雨课堂后台数据的及时反馈，有利于

老师对班级整体情况的掌握，及时调整教学

进度，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三、基于“雨课堂”复合型英语人才培

养的策略

1.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优化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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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的资源相对闭塞，共享程度

差。在互联网发展的大数据时代之下，借助

“雨课堂”软件，让同学们更方便的享受到清

华大学和学堂在线等更加优质的慕课资源，

摆脱了一些学校因地域、师资差距在课程上

资源受限的处境，在“雨课堂”现代化教学的

指导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共享体系，使教

育、教学、学习不再是单一化的过程，构建全

新的多元化教学与学习体系，更好的优化资

源，提升教学效果，制定复合型英语人才培

养策略。

2. 教学数据化，创新教学评价体系

人才培养应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传统的

教学评价体系通常是以试卷命题，以学生的

最终成绩做为教学效果的评价依据。在“互

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

已落后于当前教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此

改变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与制度，创立多元

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考查制

度应摆在改革的关键位置。面对多元化社会

的发展，雨课堂的应用恰好能够解决这一问

题，教师可以随时导出学生学习的动态数

据，并对课堂教学效果做出评估，便于教师

及时调整教学手段和内容，使教与学无缝衔

接。此外，雨课堂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可以

极大限度的发挥了传统翻转课堂的优势，提

供多元化评价模式，以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

发展需求。

3. 结合社会需要，制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经济

的迅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企业在中国落户，不管是外企、合

资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企业都需要既懂专

业知识又精通多种语言的人才。此外，“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的日益深化，使语言不可避

免地成为对外沟通与经济往来的重要桥梁，

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对复合型英

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社会需

的人才没有固定的模式，要不断根据社会的

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培养模式和教学材料，

不断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学校、社会以及企业要担负起培养复

合型人才的责任，加强校企合作，提供多种

多样的社会实践方式。

四、结语

当前，高校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权

威，智能手机成为人类的新器官，知识获取

的途径变得异常多样，这就要求高校改变传

统教学方式，构建新型的复合型英语教学培

养模式。要培养新时代下的符合“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要求的英语人才，就要采用新的模

式和新的理念，合理地利用雨课堂教学工

具，让学生通过线上资源了解语言学科及跨

学科的知识点，加上教师这一线下资源的及

时问答及讲解，实现互联网、移动终端、名校

慕课及线下教师的协同创新，智慧前行，改

革教育教学方法。要以“互联网”、“一带一

路”建设的需求为导向，由语言技能型向专

业知识型转型，突出学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采用雨课堂

这一智慧教学软件授课有助于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便于教师教学的数据

化、系统化管理，可以及时提出问题、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线上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为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便捷途径。希望雨

课堂教学工具的应用可以与课堂教学相结

合创新出更多高效、高质的教学模式，提高

教学质量、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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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英

语专业学生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听说读写

四项基本能力，思辨能力逐渐得到国内学者

的广泛关注。钱坤强（1996）第一次将思辨能

力引入国内；黄源深（1998）提出了“思辨能

力缺席症”；孙有中（2011）以及阮全友

（2012）呼吁教学要注重英语专业学生思辨

能力的提高；文秋芳（2014）和任文（2013）关

注了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是不是真的

“缺席”。

课堂展示活动，是目前国内许多语言类

专业研究生课堂教学的主要进行方式。整个

课堂展示活动的进行一般分为三个步骤：课

前准备，ppt讲解，课后反思。无论是课前准

备过程中如何通过文献阅读析取主要观点，

还是ppt讲解过程中如何设计讲解顺序以及

针对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如何论证、阐释自己

的观点，还是课后针对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如

何反思，都能体现学生的思辨能力。

一、理论框架：思辨能力层级模型

针对思辨能力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提出

了不同的理论框架（Paul & Elder, 2006；林崇

德, 2006; 文秋芳, 2009; 阮全友, 2012）。其中

文秋芳（2009）所提出的“思辨能力层级模

型”得到了业界普遍的认可（文秋芳，2014；

冯欣，2015）。文秋芳（2009）将思辨能力分为

两个层次: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第一层次

的元思辨能力是指对自己的思辨计划、检

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旨在突出思辨者的

主观能动性（冯欣，2015）。第二层次思辨能

力包括与认知相关的技能和标准,以及与思

辨品质相关的情感特质。其中，认知思辨技

能包括分析技能、推理技能与评价技能；与

思辨品质相关的情感特质包括好奇、开放、

自信、正直、坚毅。（详见文秋芳，2009）。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1）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是否

“缺席”？

（2）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如果

没有“缺席”，具体分析哪些部分已经具备？

哪些部分仍然十分薄弱？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课堂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两种

研究方法。笔者所研究的课堂是，东北某高

校针对英语研究生所开展的教学法课程。参

与教学法这门课程的英语专业研究生一共

22人，男生5人，女生17人。该课程的目的是

让研一的英语研究生对于教学法领域的研

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该课程的上课方式

课堂展示活动中英语专业研究生思辨能力研究课堂展示活动中英语专业研究生思辨能力研究
刘兆浩① 赵永青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44

摘 要：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虽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英语专业研究生

的思辨能力却鲜少有人研究。本文基于思辨能力层级模型，通过考察英语专业研究生课堂展示活动的整个

过程，对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英语专业研究生：第一层次的元思辨能力不足。

第二层次的思辨能力中，分析技能比较突出，评价技能有待提高，推理技能亟须加强；第二层次与思辨品质相

关的情感特质中，好奇、开放、坚毅比较突出，而自信、正直有待提高。以上发现首先说明了英语专业研究生

的思辨能力并未“缺席”，其次，有助于促进英语专业研究生思考个人思辨能力的不足之处，以便取长补短，促

进个人思辨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思辨能力；思辨能力层级模型；英语专业研究生

①刘兆浩,男，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

②赵永青，女，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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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先让学生两两分组，每节课（90分钟）

由两组同学介绍两种教学法（所用教材为

《语言教学的流派[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2015）。每组学生介绍教学法的方

式是：一名同学对此教学法进行理论介绍

（15分钟左右），另一名同学开展一个小课堂

（15分钟左右），展示此教学法在课堂中的应

用。老师的角色是：在学生ppt讲解过程中或

者之后提出疑问、给予评论、反馈。

3. 研究设计

首先，笔者对 22名研究生进行了编号，

学生 a至学生 v。通过一学期的课堂观察，根

据 ppt讲解过程中的表现，对每一位研究生

所具备的思辨能力进行初步判定。然后，将

22名同学大体分为三类，思辨能力比较优

秀，一般，以及有待提高。其次，笔者从这三

类学生中，每类抽取两人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以便考察研究生在课前准备、课后反思

过程中思辨能力的体现。

三、结果

课堂观察结果显示，22名英语专业研究

生，所有人都具备分析技能，18人表现出明

显的评价技能，但只有 9人表现出推理技

能。以上结果初步说明了英语专业研究生的

分析技能比较突出，评价技能有待提高，推

理技能亟须加强。根据初步判定结果，笔者

抽取了 6名研究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包

括：思辨能力比较强的学生k、学生 l，思辨能

力一般的学生 f、学生m，以及思辨能力有待

提高的学生c、学生 i。
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英语专业研究

生的元思辨能力仍需加强。元思辨能力被置

于思辨能力之上，旨在突出思辨者的主观能

动性在思辨能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冯欣，

2015）。研究发现，虽然英语研究生能够积极

主动完成课堂展示的任务，但是大部分学生

对于知识点的准备都止步于都知识点的了

解，却没有做到进一步对于知识点进行反思

和深化。以上结果说明，一部分英语专业研

究生在进行有关思辨能力发展的学习活动

时缺乏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分析技能比较突出。

分析技能包括：归类、识别、比较、澄清、区

分、阐释等（文秋芳，2009）。半结构化访谈结

果分析发现，在准备课堂展示的过程中，英

语专业研究生一般都能够通过阅读教材、相

关资料形成自己的理解，并能够对书中/文
献中的知识点进行归类、识别其中的关键因

素、比较术语之间的差距以及对重要术语进

行阐释。例如学生 i说，“没有全部运用,就是

摘取了书上的一些知识点，比较重要的那个

点，就放到PPT里”。学生 f说，“就是根据有

一本那个书嘛，教材，然后就是看着那个教

材，不是英文版的嘛,然后开始的时候我是

根据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进行那个翻译那个

书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后来就是有的时候

我俩就是遇到不懂，然后去看的那个文献，

去网上搜的那个文献”。

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评价技能有待提高。

评价技能包括：评判预设、假定、论点、论据

和结论等（文秋芳，2009）。半结构化访谈结

果显示，虽然大部分英语专业研究生都能够

做到评判文献中的论点，而且在自己想法和

他人论点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找证据来证明

自己的想法，或者继续深入阅读，理解文献

作者的深意。例如，学生 l说，“然后我会就是

上网查一下自己的文献，然后用其他人的一

些个证据来证明我说的想法是正确的”。再

如，学生 k说，“查查资料后再反驳对方，自

个没什么理据就去反驳对方，没有什么说服

力，我觉得”。但是，思辨能力不是很强的学

生 c和学生 i这一技能的表现非常欠缺。另

外，笔者在课堂观察中发现，虽然大部分研

究生能做到评判文献中的论点、论据，但是

很少有人意识到评判文献中的结论。以上研

究结果说明，虽然部分研究生已经拥有了良

好的评价技能，但总体来看，英语专业研究

生的评价技能有待提高。

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推理技能亟需加强。

推理技能包括质疑、假设、推论、阐述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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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秋芳，2009）。课堂观察和半结构化访

谈结果分析发现，英语专业研究生通过阅读

分析文献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后，再次遇到文

献中其它相似观点时，似乎并没有想过对其

质疑或者区分，也没有对其中的观点进行假

设、思考，看其能否能够进行两种或者多种

观点的比较、能否升华为一种新的观点，更

谈不上对新观点的论证、阐述。例如，访谈时

笔者问；“有没有遇到就文献中的观点和你

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情况？有的话你是怎么

办？”学生 i回答：“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因为

自己毕竟水平有限嘛，就会相信文献上说的

东西，就是文献上怎么说基本上就是感觉会

按照文献上的理解。”再如，笔者问：“那你有

没有想过，那你为什么要按照课本上的思

路？”学生m回答：“没有哎。”学生 k回答，

“看看书，老师不是说介绍一个教学法要包

括什么 approach，design还有 procedure那三

大部分，反正就是那个整体框架是按照书上

的那个来，就是来，弄的”。

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情感特质中：好

奇、开放、坚毅比较突出，自信、正直有待提

高。好奇包括好疑、好问和好学。半结构化访

谈结果显示，英语研究生的这一情感特质的

表现比较突出，在遇到不懂的知识点的时

候，学生会通过各种渠道查找文献，或者主

动和同学讨论，或者请教老师等。开放包括

容忍、尊重不同意见、乐于修正自己的不当

观点。这一情感特质大部分英语研究生也都

已经具备，笔者发现在课前准备过程中，会

主动与小组同伴进行讨论，当意识到自己的

观点不正确的时候，学生都能做到及时听取

他人的意见。例如，学生 i说，“然后是我觉得

她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我就听取了她的意

见”，“啊，老师说的我很满意，真的，就是她

对我的观点进行反驳嘛，她说出她自己的观

点，因为我对这个特点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然后当她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才明白就是这

个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信包括相信自

己的判断能力，敢于挑战权威。访谈结果显

示，英语研究生的这一情感特质仍需加强。

相当一部分英语研究生只是一味的接受书

上中的说法，或者在自己的想法和书上有冲

突时立刻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正直包括追

求真理和主张正义，研究发现大部分英语研

究生很少能够意识到对文献中的结论进行

质疑，所以笔者认为英语研究生这一情感特

质比较不足。坚毅包括有决心、毅力和不轻

易放弃。课堂观察结果显示，大部分英语研

究生都能够做到积极准备课堂讲解的 ppt，
对所讲内容不断学习，文献阅读过程中遇到

困难也能主动去化解。例如，学生 k说：“一

开始先看的英文文献，可是因为不懂的术语

太多，就读不下去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去知

网下载了有关的汉语文献，最后啃完汉语文

献，英语文献读起来就没有那么费力了。”所

以笔者认为大部分英语研究生已经具备了

坚毅这一思辨情感品质。

四、讨论

基于课堂展示活动中的课堂观察以及

半结构化访谈结果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并没有“缺

席”（文秋芳, 2014；任文，2013），本研究发现

英语研究生有着较强的分析技能和一定的

评价技能。第二，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对于

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有一定的影响。

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的英语专业研究生，虽

然拥有较强的分析技能，但是评价技能和推

理技能表现的并不理想。所以笔者认为，英

语专业的教学活动不应单单只注重听说读

写四项基本能力的培养，英语专业学生思辨

能力的提高应受到同样的重视。第三，情感

特质与个人思辨能力的高低密切相关。英语

专业研究生不仅应具备好奇、开放、坚毅的

情感特质，同样应发扬自信、正直的学术态

度。

总之，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能力并未

“缺席”，但是部分思辨技能仍有待进一步提

高，这些技能不仅需要教师专业性的指导，

更重要的是学生自身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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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在学习生活中积极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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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nglish Major Gradu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rom the Class Presentation

LIU Zhaohao ZHAO Yongq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Liaoning，116044

【【AbstractAbstract】】English major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has became a heated topic in previous stud-

ie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English postgraduates. Bas-

ing on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English postgraduates by investiga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lass Presen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first level of meta-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English postgraduates is inadequate, and the second lev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alytical skills are outstanding while the evaluation skills need to be im-

proved, and the reasoning skills urgently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emotional traits of curiosity, open-

ness and perseverance are prominent while self-confidence and integrity are insufficient.

【【KeywordsKeywords】】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nglish postgrad-

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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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诗歌被高度传神地翻译成诗歌的时

候，翻译活动最能体现其艺术性。”(Newmark,
2001: 38)高度艺术化的中国古诗词作为汉文

化的精髓之一，其翻译和研究在国内外一直颇

受关注，译者们都在为架起艺术的桥梁而努

力。Herbert A. Giles在19世纪末就开始将一些

唐诗译成英语诗体。后来，Arthur Waley用自由

诗体对唐诗进行了翻译。二十世纪Pound(庞
德)对唐诗的译介更是在西方掀起了意象派诗

歌热潮。近现代国内诸多译者也尝试对古诗词

进行翻译，向西方读者展示其独特魅力。与此

同时，有关古典诗词的翻译研究也取得不少成

果，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许渊

冲，辜正坤，黄国文等。许渊冲基于自己丰富的

实践基础上，提出三美（音美，形美，意美）(许渊

冲，2006:73)、三化（浅化，等化，深化）（ibid:82)
从审美层次和再创造技巧两个方面进行了论

述，在诗歌翻译研究理论中独树一帜，但他的

研究停留在传统译论的随感形式，并没能进一

步深入发展为一套层次分明、具可操作性的系

统理论。辜正坤从诗歌鉴赏的角度提出视象

美、音象美、义象美、事象美和味象美（综合性

审美感受）等五象美论和翻译标准多元互补

论。但他的五象美论的影响并没能超出三美

论，其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也颇受争议。究其

原因，在于五象美论和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也

没能使理论有机地结合实践并指导实践。黄国

文从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视角对诗歌翻译

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以翻译本体为中心，试

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说明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

和为什么会表达那样的意义。”(黄国文，2006:
20）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新颖，在诗词翻译

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方法用于诗词

本体研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于古诗词的审

美因素的再创造基本没有涉及，也没能对诗词

翻译及其批评做出实质性贡献。总体看来，古

诗词翻译研究的成果主要以诗词翻译批评为

主，而且大多是主观随感式评价，尤其是关于

如何欣赏和处理诗词中的审美因素上，处在

“公婆各有理”的状态。

在众多的诗词翻译研究成果中，曾利沙提

出的“主题与主题倾向”理论是将现代语言学

理论与诗词翻译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并具可操

作性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他提出以“主题与主

题倾向”作为诗词“文本阐释的阈限”（曾利沙，

2006），即诗词阐释客观认知框架，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传统诗词鉴赏及翻译研究中的主体过

度阐释的问题。我们认为该理论对判断诗词鉴

赏及翻译中的意象和谐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我们在此拟用该理论分析古诗词英译的审美

效果，从诗词语篇的整体视角分析其鉴赏及翻

译中意象处理的不和谐现象。

二、诗词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分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指出：何谓

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

古诗英译意象和谐美古诗英译意象和谐美
秦 倩①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古诗词本体意义及审美特征的翻译研究一直缺乏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尝试用主题与主题倾向理

论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诗词解读的客观性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象的和谐美是古诗词翻译必须具备的审美标

准。

关键词：主题与主题倾向；和谐美；意象

①秦倩，女，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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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

之待缝缉矣（2004：281）。也就是说，好的语篇

都应该首尾相应，浑然一体，受主题控制和支

配。“文艺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确定形式和结

构，都必须服从表达主题的需要。”（见《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主题”词条）语篇

在主题规约下，进一步扩展形成主题倾向，从

而使语篇丰满、成型。所谓主题倾向，“即主题

规约下的认知逻辑导向，并以次级主题结构形

态在文本局部中得到体现，是作者表现意图结

构链上各节点的逐步展开，各次级主题之间具

有内在认知关联性。若我们将整个文本序列视

为所有命题的集合，那么，主题与主题倾向对

文本所有命题集合的整体连贯具有制约作用，

对文本所反映的对象世界事物的状态或人物

行动或事件等方面的信息具有统摄作”（曾利

沙，2004）。对于诗词来说，主题与主题倾向的

分析与大多数其他语篇的分析一样，有助于读

者/译者最大限度地掌握整体的内部连贯并对

语篇微观单位——意象内涵及审美特征进行

剖析与再现。意象作为诗词的基本组成单位，

是“以语词为物质外壳的诗意形象”（陈植锷，

1990:17）。长期以来，诗词意象内涵及审美特

征的研究缺乏整体性语篇标准，因而诗词翻译

中意象的再创造显得较随意，而且在实践中译

者主观印象式的译文出现了不少与诗词语篇

不和谐的意象。鉴于此，我们认为诗词翻译及

批评完全可以以主题与主题倾向为基础，结合

微观语篇语境和宏观文化语境对诗词意象内

涵及其美学效果进行理解与阐释。

我们拟以宋朝诗人王观的《卜算子·送鲍

浩然之浙东》为例，先对其主题与主题倾向进

行分析，再结合词中个体意象内涵及美学效果

进行分析。词全文如下：水是眼波横，山是眉聚

峰。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

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

住。在汉语古诗词中传统中，送别诗词抒发的

情感主要有“离别感伤”和“豪情赴别”两类，尤

其以前者居多。读者由本词关键句“才始送春

归，又送君归去”可知作者在以含蓄方式表达

其“离别感伤”之情，“春”的意象在该词中暗含

“伤逝”之情。因此，该词的主题可概括为“伤

别”。在主题的宏观命题规约下，我们可对全篇

四句词的主题倾向进行进一步解读：第一句以

山水进行写景抒情，第二句以问答进行叙事抒

情，第三句以春离友别抒发伤感之情，第四句

寄语抒发爱友之情。四句词的个体意象、内容

各不相同而又有机融为一体。其主题倾向结构

链概括如下：山水托情——难舍挚友——春离

君别——临别寄语。由此读者可以根据该主题

倾向结构链勾画出一幕“伤别”场景：在春天刚

离去的时候，走过一山又一水送别友人，依依

不舍中送上祝福，希望他拥抱异地美景。山、水

等个体意象本没有情感，其情因心而生，伤别

时刻这类客观意象必然也被赋予了主题“伤

别”的情感特征。我们认为原文“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聚峰”并非简单的山水描写，而应该理

解为用隐喻、拟人手段烘托主题。该句可以理

解为“水是流淌的泪水，山是紧锁的愁眉。”无

论从情感，还是形象上看，该理解方式更能与

全词其他意象和谐地融为一体，共画“伤别”主

题。该词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如下图所示：

至此，我们可以用该词的主题与主题倾向

所设定的客观认知框架考察全词今译文审美

效果的合理性。张秋红和杨光治的今译文如

下：山是我紧皱的眉头，水是我盈眶的眼泪。请

问你要去什么地方？到眉眼最迷人之处。刚把

可爱的春天送走，现在又要送你回家去。如果

到江南赶得上春，千万要和它一块儿住（张秋

红、杨光治，1996）。在此我们不拟探讨该今译

文的诗性艺术，仅准备就其整体效果合理性进

行讨论。该今译文的主题与主题倾向与原词基

本一致，只有第二句的意义及主题倾向有些模

糊不清。该今译文将本句理解为两位友人的对

Translatio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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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答话内容“到眉眼最迷人之处”与全词“伤

别”主题及“难舍挚友”主题倾向不符，影响了

全词审美效果的和谐。我们为此查阅了《中华

宋词鉴赏词典》（简称《词典》），该词典的解读

同样具有前后矛盾之处。《词典》将该词前两句

的解读为：“借此轻快的一笔，那友人所住的江

南山水，也成了美人儿的俏眉眼，活灵活现，盈

盈动人了”（中华书局编辑部，2008：81），但在

同一段中《词典》又说：“其妙在运用移情手法，

化无情为有情，为友人的离去而动容并将离人

的形象放得无穷大。”（ibid）既然为友人离去而

动容，有情山水如何竟成为“轻快一笔”写成的

“俏眉眼”了呢？另外，《词典》将该词第三句的

解读为：“‘才始送春归’抒写离情别绪，方才

‘送春’，已是十分怅恨；今又‘送君’，更添怅恨

十分。旦夕之间，两谙别苦，情何以堪？”（中华

书局编辑部，2008：82）可以看出《词典》将该词

的主题概括为“伤别”，但对个体意象“山、水”

所蕴含的情感解读却与主题出现了不和谐之

处。因此，我们认为“眉眼盈盈处”理解为“愁眉

紧锁，泪眼婆娑的美人所居之处”更能与全词

主题达成和谐。其中“盈盈”解读为用叠词手段

模糊表达“美人泪眼盈眶”及“江南秀丽山水”

寓情于景的双重伤感情态之美，而不是单纯的

“迷人风景之美”或“美貌容颜”更为恰当。考虑

到单个意象与全词的和谐性，该句的今译文可

改为：请问你要去什么地方？到美人垂泪、山水

盼归的地方去。

三、和谐性——诗词鉴赏和翻译再创造的

重要审美标准

目前诗词的审美主要从三个维度（音，形，

意）进行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现有诗词审

美阐释研究忽略了重要的方面，就是作为一个

整体的诗词语篇，其各个组成部分必须要相得

益彰，诗词篇章应该具备和谐之美。这就是说，

个体意象之和的理想审美效果应当大于个体

意象之和。所谓“和谐”指“配合得适当”（见《现

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五版）。英语的

“harmony”（和谐）的三个基本义项包括：1.（情

感、兴趣、意见等）相符，一致。2.相关事物构成

的协调组合。3.不同音调组合产生的和声。（见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四

版）由上述定义不难看出，诗歌的和谐美与音

乐的和声有异曲同工之妙。朱光潜就说过“诗

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

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朱光潜，2004：6）由

此，我们可以说，诗词的个体意象犹如音乐和

声的音符，必须与主题一致，共同构成和谐的

整体。这样，才能“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

和，心声克协。”（刘勰，2004：286）因此，我们可

以将诗词的意象和谐美定义为：诗词的各个意

象相互之间搭配得当、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

中，为诗词的主题和整体审美效果而服务。

关于诗词审美层次，唐代诗人王昌龄提

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

境。”（顾正阳，2006：17）。他从三个层次提出了

诗词审美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物（象）、意、

境。“‘意’即主题的思维情感和创作动机；‘物’

即作为审美客体的景物、事物；‘境’即‘意’和

‘物’结合之产物，乃诗人‘以心击物’而得之审

美境界。”（ibid）王昌龄的物境即意象的审美效

果，意象的审美效果受情境的制约，情境与意

象的审美效果共同构成了诗词的意境之美。诗

词创作依托于意象，表达作者的思维情感，产

生了诗词整体的审美效果，即意境。田菱也提

出了类似的观点，她指出“在诗歌美学范畴里，

意象美有着确定的艺术内涵：抒情美、形象美、

想象美，三者从三个方位组成意象美的立体的

艺术框架”(田菱, 1993)。形象美对应于物镜，即

意象，抒情美对应于情境，想象美对应于意境。

诗词中的个体意象的形象、想象和抒情的立体

审美三维中，抒情一维最能为主题和主题倾向

所统摄，主题和主题倾向是诗词的神之所在，

主题往往自始至终贯穿于全篇各意象之中。意

象抒情一维的变化左右着形象和想象两维。相

同意象因抒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象和想

象。因而，笔者认为诗词审美鉴赏和翻译再创

造的关键在于对抒情一维（即主题和主题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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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把握。主题和主题倾向是主体的审美客

观尺度。诗词的物境、情境和意境三个层次审

美效果和谐与否在于译者/读者对该客观尺度

的把握与运用。诚如郑海凌所说：“译者只能在

一定的范围内发挥自由，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

发挥创造，须时刻把握‘显’与‘隐’、‘有我’与

‘无我’的和谐统一。”(郑海凌,1999)译者只有

把握好客观尺度，才能达到主客体的良性互

动，使译文篇章整体和谐统一。对于诗词篇章

尤其如此。因此，“和谐作为翻译的标准，既合

乎自然，贴近实践，符合翻译的实际规律，又接

近于翻译艺术的审美理想。”(ibid)
至此，我们不妨用《卜算子》的主题与主题

倾向所规约的和谐美标准试析许渊冲和龚景

浩两个译本。

本词的解读及翻译出现的分歧关键在于

“横”，“聚”两个动觉意象及“盈盈”该静态意

象。许译文将“横”和“聚”分别译为“beaming”
和“arched”，“盈盈”的静态意象则寓于“beam⁃
ing eye”和“arched brows”之中。龚译文则将

“横”的动觉意象融于“light of eyes”该物象之

中，转变为静态意象；而在“聚”的处理上则保

留了该意象的动觉性，将其译为“knitting”；“盈

盈”该静态意象则转换为动态意象“beckon⁃
ing”。我们认为从和谐美的标准看，这两个译

本对“盈盈”该静态意象的处理都欠妥，因为两

个译本都将“盈盈”解读为“美丽动人的样子”，

与全词“伤别”主题和该句“难舍挚友”的主题

倾向所设定的情感体验认知框架没能达到和

谐统一；另外，许译文对“横”和“聚”两个动觉

意象的处理不如龚译文，因为英语中“beam⁃
ing”指“愉快的微笑”（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

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四版）用在此处与主题

不和谐，“伤别”时刻如何能够产生“愉快的微

笑”呢？而“arched”仅仅从形状上对眉毛进行

了描写，没有突出情感特征，不能为全词审美

效果服务。“knitting”则有眉头紧锁的动觉意象

审美特征，有“愁眉不展”之意，较“arched”更能

与全词主题达成和谐。我们认为两个译本都存

在个体意象与主题和主题倾向不和谐的地方，

值得改进。

考虑到许译文的音韵美稍胜一筹，为使全

词译文更具和谐美，我们尝试将许译的前两句

个体意象进行改动，将其中的意象“beaming”
和“arched”分别改为“teardrop”和“clouded”，
另将“beaming eyes and arched brows”改为

“under brows tearing eyes are beholding”以期

达到全词个体意象和主题与主题倾向一致。试

改译全词如下：

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the teardrop
of eye;

The mountains are clouded brows in cry.

许渊冲译文

Tune:“Song of Divination”
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a beaming eye;
The arched brows around are mountains high.
If you ask where the wayfarer is bound,
Just see where beaming eyes and arched brows
are found.
I’ve just seen spring depart,
And now with you I’ll part.
If you o’ertake in the South the spring day,
O be sure not to let it slip away!

龚景浩译文

Bu Suan Zi
The water is the light of her eyes,
The hills are the knitting of her brows.
I asked the passer-by: Where are you heading?
To where those eyes and brows are beck’ning.
I have just sent spring away.
Now I’m seeing you off, my friend.
When you reach Kiangnan and catch up with
spring,
Be certain you keep it there.

Translatio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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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sk where the wayfarer is going,
To where under brows tearing eyes are be⁃

holding .
I’ve just seen spring depart,
And now with you I’ll part.
If you o’ertake in the South the spring

day,
O be sure not to let it slip away!
四、结语

诗词主题和审美研究由来已久，但多限于

解读者的主观化评议，其客观一面在很大程度

上被忽略。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尝试结合诗词

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客观性进行解读并取

得了一定效果。但大多数研究止步于诗词本体

意义及审美效果的模糊性之前。诗词主题倾向

理论是对诗词主题研究深化发展，使诗词本体

意义及审美效果分析具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

解读框架。主题是诗词的宏观命题，主题倾向

则是诗词的中观命题。主题与主题倾向的相对

静态性质决定了微观层次的意象及其审美特

征具有了相对客观的解读阈限。在此基础上，

我们认为诗词无论从形象、情感还是意境上

看，意象之间的和谐美都应该是古诗词翻译不

可或缺的评判标准之一。意象审美的三维中，

形象美的物质基础是不带情感的物象，联想美

（等同于意境美）则是融合情感的形象和情感

一起升华而产生的整体审美效果。这三维中，

情感是联系形象和意境的纽带。这就是说，决

定情感的主题和主题倾向是诗词审美的关键

参数。诗词语篇必须将充分反映主题和主题倾

向的意象和谐美考虑在内，这一点恰恰是之前

的诗词解读及翻译研究中所缺失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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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e translation study regarding meaning explanation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ng of classi-

cal poems is lack of a relative objective standar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mploy theme and theme-in-

clination theory to delve into the objectivity of poem explanation at macro and middle level. Mean-

while, the harmony of images is put forward as a necessary standard regulating poem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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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起自上古，中华民族便不断跨越疆界，与

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

步和发展。构建中外海洋文化交流核心术语汉

英术语库，是以更好地服务中外文化交流事业

为出发点的有力实践。笔者基于《历代中外行

纪》一书，对书中人物名称、地理名称、历史事

件等进行梳理和术语界定，创建《历代中外行

纪》的中外海洋文化交流核心术语的汉英术语

库，同时结合近年来翻译方法，对术语的英译

原则与方法进行探究。

二、基于《行纪》的中外海洋文化交流核心

术语整理与分类

笔者在整理之初拟定四个分类，即人物名

称，地理名称，历史事件和其他。后续整理过程

中，词条内容逐渐增多，术语分类进一步细化，

为其他研究者在以后搜索相关内容时提供便

捷。

2.1人物名称

（1）历史人物。即在《行纪》中提到的，在历

史上为中外海洋文化事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物。笔者在收录时以历史人物最被人熟知的称

谓为主。

例1：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贵族，因其封地于

“箕”，故称箕子。周王朝建立之初被派往朝鲜

传授田蚕织作技术，走水路，过山东。最终在当

地建立了“箕氏侯国”。

（2）职称。因中外交流所需设立的官职、岗

位，从外引进的教派人员的统称（如佛教僧姓）

等即为职称。

例2：
舟师：自宋代称掌握海上船只航行的管

理、技术人员为舟师，可以“观天气、辨风浪、测

深浅”。历史上的著名舟师有明代抗倭名将俞

大猷等。

（3）氏族教派。包括中国涉外交往的族群

称呼，亦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当今一些教派

或民族的不同记载。

例3：
东夷：明朝以前，东夷多指居住于中国东

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

族或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4）传说人物。由于年代久远，众多传说历

史人物或无从考证，或受到的说法不一。笔者

选取其中与海洋文化交流相关的人物收录库

中，以示对中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尊重。

例4：
番禺：山海经中记载的最初发明船的人。

《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

基于基于《《历代中外行纪历代中外行纪》》的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中外海洋文化交流
核心术语英译研究核心术语英译研究

马雪硕① 王海燕②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6

摘 要：笔者基于《历代中外行纪》一书创建中外海洋文化交流核心术语的汉英术语库，将术语大致分为人物

称谓、地理名称、历史事件和其他四个大类，并对术语及其注释逐条进行英译，以满足社会对双语使用的需

求。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历代中外行纪；中外文化交流；术语英译

①马雪硕,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翻译、海事翻译、术语英译等

②王海燕,女,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翻译（商务翻译、海事翻译、公示语翻译等）、中国传统文化

海外译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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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2.2地理名称

地理名称分类中涵盖众多古代国家名以

及历史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此类术语由笔者分

成古国名和其他地理位置两个部分。

（1）古国名。古有众小国，后或被吞并，或

被消灭，或迁徙，最终成为今日各洲之版图。

例5：
大秦国：公元2世纪，当时的中国认为罗

马帝国就像中国一样拥有高度文明，而罗马正

位于贸易路线上的终点，因此命名“大秦”。【秦

始皇创建的秦朝在当今社会偶尔被称之为大

秦帝国，非丝绸之路的研究学者对此“二秦”鲜

晓差别】

（2）其他地理位置。此类包含港口城市历

史旧称、岛屿名、历史重要寺庙名、海洋在不同

时期的不同名称等。

例6：
瓯：温州的旧称。北宋时期中国的港口重

镇，对外贸易口岸，南宋时是当时世界上的四

大海港之一。《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海内东南

陬以西者,瓯居海中。”为最早记载,在论及浙南

古史时常见引用。（梁岩华，2006）
2.3历史事件

一般来说，历史事件名称分为两类，一类

由于事件影响之远已有固定名称，未有固定名

称者由笔者确定，名称字数控制在7字内。

例7：
大化革新：公元645年6月古代日本政变。

该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年号“大化”）后，仿照

中国唐朝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大化革新之际,中国诗歌广受日本贵族文人

推崇,写作汉诗、追求风雅成为时代潮流,中国

诗歌中有关自然审美的主题和技巧,契合了日

本民族传统的自然观。（臧运发，马丽丽，

2016）】
2.4其他

其他术语词条内容杂陈，来源广泛。包括

物品、航运方法、官署名、其他等。

例9：
海鹘船：是唐代及其以后出现的一种性能

优良的中国古代船型，是水师中著名战斗舰之

一。

三、《行纪》术语英译

笔者对《行纪》术语库中术语词条及其注

释分别进行翻译。词条部分倾向于李亚舒和徐

树德提出的“找译译法”：查阅专业文献，确保

术语以及注释的准确性；判定哪些术语词条适

用于该法；收集、查阅相关英文文献，从中查

找。（李亚舒,徐树德，2016：36）注释部分没有固

定译文，由笔者译定。

例1：
住蕃：Staying abroad；宋时，中国人去海外

贸易，当年不回国，称“住蕃”。In Song Dynasty,
Chinese merchants always went abroad by ship
to do business with foreigners，and came back
China until the next year, which is called

“Staying abroad”.
例2：
安息国：Parthia；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帕

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224年），古波斯地区

古典时期的一个王朝（今亚洲西部伊朗地区）。

《汉书·西域传》载:“安息国,王治番兜城”。“番

兜”，或以为指古波斯铭文所见Parthava;或以

为是 Hekatompylos 的安息称呼。（余太山，

1991）
四、结语

本文基于《历代中外行纪》一书，创建中外

海洋文化交流核心术语的汉英术语库，为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重要史料文本，为国

内术语英译提供方法与借鉴。笔者期望通过中

外海洋文化术语研究以及术语应用为我国文

化研究和发展提供语料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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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When You Are Old 是著名的爱尔兰诗人

威廉·巴特勒·叶芝献给求而不得的爱尔兰著

名民族主义者茅德·冈的一首经典情诗。1889
年，23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了美丽的茅德·冈，

便对她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苦恋。茅

德·冈不仅年轻貌美，而且不入俗流，放弃了上

流社会的生活而投身到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

的运动中，并且成为领导人之一。虽然叶芝多

次向其求婚，却屡次遭拒，然而他始终爱慕着

她，并为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When You Are
Old只是其中一首。这首诗文字浅显，叙述直

白，意境优美，感情真挚，深受读者的喜爱，也

吸引了众多译者大显身手。

二、“三美”论

许渊冲先生在总结自己六十多年翻译经

验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翻译理论，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中诗英译翻译理论

—“三美”论。

“三美”之说是根据鲁迅在《汉文学史纲

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提出的：“诵习一

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

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

…隧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

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吴钧陶，1997：

13a-14a)。
许渊冲把鲁迅的“三美”说应用到翻译上

来，就成了译诗的“三美”论。这就是说，译诗要

和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的心，这是意美；要和

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这是音美；还要尽可

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如长短、对仗等），这是形

美。“三美”中“意美”最重要，“音美”次之，“形

美”居末。

三、对比赏析

When You Are Old在我国流传甚广，其中

译本就有数十种。常见的有傅浩译本、袁可嘉

译本、冰心译本、飞白译本、余光中译本等等。

本文运用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对比赏析

When You Are Old袁可嘉译本和傅浩的译本，

帮助读者更深入的理解原诗，了解两个译本的

特色，并且为诗歌的翻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3.1意美

“意美”首先要达到“意似”，而“意似”则需

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本意，不能出现翻译错误

或遗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尽量传达诗歌的意

境之美，原诗的思想、情调与感情。

原文“book”一词既可指书，也可指本子。

根据对叶芝生平的研究可知，这是他写给一生

苦恋的对象茅德·冈的一首爱情诗。所以这里

的“book”并不是指一般的印刷品，而是诗人赠

从从““三美三美””论对比赏析论对比赏析When You Are OldWhen You Are Old两译本两译本
张新娟① 赵莉华②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南充 637009

摘 要：When You Are Old这首久经吟诵的诗歌因其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苦恋一生的心中女神茅德·冈矢志不

渝的爱情而深受读者的喜爱，也吸引了众多译者大显身手。本文运用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

形美，对比分析袁可嘉和傅浩译本，以期帮助读者更深入的理解原诗及了解两个译本的特色，并且为英诗中

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当你年老时；“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

①张新娟，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学与翻译

②赵莉华，女，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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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情人的亲手抄有情诗的硬皮笔记本。这首诗

写于1891年10月21日，当时年轻的叶芝单恋

茅德·冈但却得不到回报，故以此诗向她剖白

自己天地可鉴的真情，讽劝她及早接受自己。

因此袁可嘉译为“诗歌”有所欠缺。

两个译本中对“shadows”一词的翻译差别

较大，袁可嘉译为“阴影”，而傅浩译为“倒影”。

“shadows”一词既有“阴影、阴暗”又有“影子”

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应是诗人在想象

中讲述少女的暮年时回忆自己年轻貌美时的

自己，明眸善睐。所以本文认同“shadows”指
“瞳仁中反映的外物的影像，而非眼睛本身有

什么阴影，诗人不过借此表现受话者的眼睛湿

润清澈而已”（傅浩，2002:93）这一观点。傅浩

译本对该词的把握更加准确。

“Love”在原诗中大写，而且下文中出现了

“his face”，由此可见这里的“Love”并不是单纯

地表示爱情，而是指“罗马神话故事中爱情女

神维纳斯之子小爱神丘比特”。(蒲度戎, 2005:
52）丘比特身有双翼，手持弓箭，常常被用作爱

情的象征。因此傅浩译为“爱神”最为忠实，而

且恰好与最后一句的“his”相照应。

在意美的传达上，袁可嘉译本简练、自然、

朴素，极佳地传达了作者的情感，但并非尽善

When You Are Old
William Butler Yeats
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
And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当你老了

袁可嘉译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

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

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

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

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

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

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当你年老时

傅浩译

当你年老，鬓斑，睡意昏沉，

在炉旁打盹时，取下这本书，

慢慢诵读，梦忆从前你双眸

神色柔和，眼波中倒影深深；

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

光，

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

情，

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

诚，

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

霜；

弯下身子，在炽红的壁炉边，

忧伤地低诉，爱神如何逃走，

在头顶上的群山巅漫步闲

游，

把他的面孔隐没在繁星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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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美，尚有部分翻译失真，仍有改进余地。

3.2音美

所谓音美，许渊冲先生解释说“诗要有节

调、押韵、顺口、好听，这就是诗词的音美。”（许

渊冲, 1984: 76）由此可见音美指诗词的节奏和

韵律

When You Are Old极具音乐美感。这首诗

包含三个四行诗节，采用抑扬格五音步，即每

行5个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前音轻而后音

重。韵式是abba，cddc，effe，即第一行与第四行

同韵，第二行和第三行同韵，这就是所谓的合

抱韵，如 sleep和 deep、book和 look、grace和
face、bars和stars、fled和overhead。韵式比较整

齐，只有第二诗节的第二行与第三行出现了破

格现象，“true”和“you”没有遵循押韵规律。然

而，这反而给整首诗增添了一丝新奇之感，使

其不那么单调。原诗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读

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傅浩极力将译文向原文靠近，如第一节中

的“沉”和“深”，押了“en”的韵；第二节中的

“光”与“霜”，押了“ang”的韵，“情”和“诚”押了

“ng”的韵；第三节中的“边”和“间”押了“an”的
韵，“走”和“游”押了“ou”的韵。傅译本韵式采

用abca, deed, fggf，基本做到每节的第一行和

第四行都押韵，甚至为了押韵将第二诗节第三

行“至诚的灵魂”改为“灵魂的至诚”，稍显生硬

绕口;袁译本韵式采用abbc, adea, fggf，并且完

美地运用了“以顿代步”的翻译原则，译出的每

一行诗均为严格的五顿，（以第三节为例）

垂下|头来，|在红火|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由此可见在韵律上，袁译本技高一筹。

3.3形美

诗词的形美，主要包括文字的长短和句式

的对称，尽量做到形似，如果难以实现，至少要

做到基本整齐。

在形式上，两位译者都采用“以诗译诗”的

方法，并且遵循原诗的四行三节，保留了形式

美。傅译本排版工整，行文流畅，并且更注重形

式美。第一诗节的词数分别为10、11、11、11；第
二节则每句都有12个词；第三节的词数分别

为11、11、12、12；一句诗中若词数不够12则以

逗号占一字节，使每句的长度一致，非常整齐，

符合形美所要求的对诗句长短与对称的要求。

袁译本第一节词数分别为11、13、13、11；第二

节词数分别为12、11、13、13；第三节次数分别

为13、13、13、12，句式长短不一。因此，从形美

角度来看，傅译本略胜一筹。

四、结语

两个译本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都比较注

重诗人情感的抒发，忠实于原诗，是难得的佳

作。袁可嘉译本简练、自然、朴素，词意畅达，诗

意怏然，极佳地传达了作者的情感，但有部分

翻译失真。傅译本以“真”为第一要素，忠实贴

切，达意传形，句子长度一致，工整对仗。许渊

冲先生的“三美”论本是基于对中国古诗词的

翻译而提出来的，是中诗英译的标准，但通过

对When You Are Old这首诗及其两个译本的

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把它用于英诗中译，亦有

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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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When You Are Old is deeply loved by readers because it expresses the poet's love for his be-

loved Maud Gonne, which attracts many translators to put it into Chines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

ative study of Yuan Kejia and Fu Hao's translations of When You Are Old by applying XuYuanchong's

Three Beauties Theory, namely beauty in sense, beauty in sound, and beauty in form, in order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po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more deeply,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KeywordsKeywords】】When You Are Old; Three Beauties Theory; beauty in sense; beauty in sound; beauty i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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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所涉及

的两种语言涉及承载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而文

化差异在宏观上讲是一种推进，在微观上缺意

味着重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翻

译。无论是对原文的解读还是用译语的传达还

是用译语的传达，都要求译者洞悉两种语言两

种文化。王佐良先生说过：“翻译者必须是真正

意义上的文化人。”我国的外语文化者和翻译

者还任重而道远。在翻译之中绝非只讲语言转

换即可，学生应该转换意识，多了解西方文化。

一、翻译教学的现状

1.英语翻译教材内容受限

当前，学生使用的多数翻译教材存在一个

共性问题，即说明性和科技型较强的文章比重

较大，多为“骨架”式，忽视了语言形式的文化

意义。翻译教材中涉及的英语文化，尤其是有

关英语国家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方

面的材料很少。这就使学生在学习翻译过程中

对非语言学形式的西方文化因素了解甚少。

2.翻译教师的文化意识淡薄

教师因素是文化翻译教学能否落实到实

处的重要因素。英语翻译教学仍停留在翻译词

汇、语法层面上，几乎不涉及文化。造成这一结

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翻译教师自身接受的

翻译教育就是传统的“骨架知识”教学，所以其

观念也就难以得到矫正。在英语翻译课堂教学

中，多数教师仅注重学生对某些词汇、语法点

的翻译，却很少教授怎样如何更好地完成跨文

化交际活动，对英汉文化知识的渗透十分有

限，也很随意所欲，点到即可，缺乏一定的系统

性和条理性。一些翻译教师认为学生能准确翻

译出词汇和语法等基本语言点就够了，不需要

引入一些文化知识；一些教师认为学生学习英

语翻译，仅掌握其正确翻译的方法即可，进而

忽视了语言中文化因素的所起的作用；更有一

些教师认为传授文化知识会加重学生翻译学

习的负担，不会将课堂上宝贵的时间花在文化

教学上，所以放弃了文化知识的传授。另外，教

师也属于非母语学习者，缺乏英语学习的大环

境，所以其掌握的跨文化知识也非常零散；并

且由于教师的教学任务过于繁重，没有太多时

间和精力用在文化差异研究上。

3.学生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

我国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通过考试，因此考试是学生英语学习的指挥

棒。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学生对文化学习的

意识非常淡薄，认为跨文化学习是一种浪费学

习精力的行为，并不能提高英语考试的成绩。

由于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淡薄，虽然在应试

教育中会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英语实用能力

与交际能力却相对较弱。中国学生存在的“哑

巴英语”现象便是普通语言知识教学的重要产

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及翻译教学的影响研究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及翻译教学的影响研究
王立民① 李绍青②

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 河北石家庄 0500812
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 河北唐山 064400

摘 要：目前我国高校翻译教学基本停留在语言层面，忽略了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文章指出了这种

翻译教学现状的两个根源，然后从文化误译和翻译空缺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最后总结了

文化差异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教学；影响

①王立民，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研究

②李绍青，男，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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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二、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

一种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从某种程度上

来看，译者对英汉文化差异的正确解读对翻译

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括来说，文化

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误译

文化误译是由文化误读引起的，是指在本

土文化的影响下，习惯性地按自己熟悉的文化

来理解其他文化。文化误译是中国学生在英汉

翻译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例如：“You chicken！”He cried，looking at
Tom with contempt.

误译：他不屑地看着汤姆，喊道：“你是个

小鸡！”

正译：他不屑地看着汤姆，喊道：“你是个

胆小鬼！”

大多数中国学生都会将chicken译为“小

鸡”，这是因为汉语中只有“胆小如鼠”一说，并

无“胆小如鸡”的概念。事实上，英语中的chick⁃
en除本义外还可用来喻指“胆小怕事的人”“胆

小鬼”，故“You chicken！”的正确译文是“你是

个胆小鬼！”。

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s.

误译：约翰为人可靠，一向不吃鱼，常玩游

戏。

正译：约翰为人可靠，既忠诚又守规矩。

该例中的 to eat no fish与 to play the game
的字面意思为“不吃鱼，经常玩游戏”，但在这

句话中显然是讲不通的。实际上，这两个短语

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规

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和仪式，部分支持此举的

教徒便不再遵循罗马天主教周五必定吃鱼的

规定，于是“不吃鱼”（eat no fish）的教徒就被认

为是“忠诚的人”。而玩游戏的时候总是需要遵

守一定的规则，因此play the game也意味着必

须守规矩（follow principles）。不了解这些文化

背景，想要正确翻译是不可能的。

可见，在英汉翻译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

生不断地扩充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要求学生在

英汉翻译时根据具体语境，并结合文化背景，

准确地理解原文的含义，然后选择恰当的翻译

技巧进行翻译，切忌望文生义。

2、翻译空缺

翻译空缺就是指任何语言间或语言内的

交际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对等的。更何况，英汉

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翻译的空缺现象在英汉

语言交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给翻译的顺利进

行带来了障碍。在英汉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

提醒学生注意这一现象，英汉翻译中常见的空

缺有词汇空缺和语义空缺两大类。

2.1英汉词汇空缺

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同

时也存在各自的特性。这些特性渗透到词汇

上，就会造成不同语言之间概念表达的不对

应。这和译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所习

惯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等相关。

有些词汇空缺是因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产

生的。例如，中国是农业大国，大米是中国南方

主要的粮食，所以汉语对不同生长阶段的大米

有不同的称呼，如长在田里的叫“水稻”，脱粒

的叫“大米”，而煮熟的叫“米饭”。相反，在英美

国家，不论是“水稻”“大米”还是“米饭”都叫

rice。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前

进、科技的进步，新词汇层出不穷。例如，1957
年10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就出

现了 sputnik一词，而该词随即也在世界各国

的语言中出现了词汇空缺。再如，1967年7月，

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后，英语中首次出现了

moon craft月球飞船，moon bounce月球弹跳，

lunar soil月壤，lunar dust月尘等词，这也一度

成为各国语言的词汇空缺。

因此，教师在英汉翻译教学中要特别注重

词汇空缺现象的渗透，要求学生认真揣摩由词

汇空缺带来的文化冲突，指引其采用灵活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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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方法化解矛盾，翻译出优秀的文章。

2.2英汉语义空缺

英汉语义空缺是指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

概念的词语虽然看起来字面含义相同，但实际

上却存在不同的文化内涵。以英汉语言中的色

彩词为例，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相同的

意义，但在某些场合，表达相同颜色的英汉色

彩词却被赋予了不同含义。例如：black and
blue 青一块，紫一块；brown bread 黑面包；

green-eyed眼红；black tea红茶；brown sugar
红糖；turn purple with rage气得脸色发青。

因此，教师在日常的翻译教学中要不断引

起学生对语义空缺现象的注意，遇到空缺时尽

量寻求深层语义的对应，而不是词语表面的对

应。

需要说明的是，语义空缺还表现在语义涵

盖面的不重合，即在不同语言中，表达同一概

念的词语可能因为语言发出者、语言场合等的

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英语中 flower
除了作名词表示“花朵”以外，还可以作动词表

示“开花”“用花装饰”“旺盛”等含义，而这种用

法是汉语中的“花”所没有的。相应地，汉语中

的“花”作动词时常表示“花钱”“花费”等含义，

这也是英语中的 flower所没有的。可见，英语

中的 flower和汉语中的“花”表达的基本语义

虽然相同，但在具体使用中，二者差别极大。因

此，教师应引导学生注意词语在语言交际中产

生的实际语义，从而在翻译时实现语义空缺的

弥合。

2.3空缺补偿

长期致力于典籍英译研究的李绍青曾创

造性地提出英汉意象对等的三个锦囊妙计：

上策为移植法——“形似而后神似”。译

者的创造性在于逼真地再现原作中内容与形

式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如能紧扣原文而不失

其宏旨，绝不作变通、引申、控，毕竟原文本

“形”与“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策为类比法——中西意象相辉映。倘若

遇到中国文化有而英语文化无的茶文化诗词

意象，应该尽力在译语文化中物色到最相当的

影像，以期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

原文对原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异曲同工”。

下策为整容法——得意忘形巧变通。万一

“形”、“意”不可兼得，舍“形”而取“意”者也。如

此改头换面的“易容术”虽然往往出于无奈，但

有时也让足令译者像将“不爱红装爱武装”巧

妙地译为“To face the power and not powder
the face”那样因“忘形”而“得意”。

三、文化差异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1.提升学生英语文化知识水平

从当前的英语教学翻译教学现状来看，很

多学生仅注重对专业课的学习，全面照搬课本

上的知识，对英美国家的文化知识了解甚少。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一旦遇到文化问题，学生

就会手足无措，出现误译的情况。然而，翻译涉

及众多学科与领域，若不具备该领域一定的基

础知识将很难理解文本，也就很难翻译准确。

有限的词汇量、狭窄的知识面、匮乏的文化背

景知识均是阻碍学生翻译水平提升的因素。

基于以上问题，很多院校纷纷开设了涉及

西方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选修课，旨在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化的兴趣，培

养学生的文化差异意识。在具体的翻译教学

中，教师还应将英美文化知识和教学内容有机

地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对英语中所包含的文化

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提高他们在翻译中处

理文化问题的能力。

此外，教师还应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包含文

化知识、涉及文化差异的教材，并利用一切策

略、资源来帮助学生置身于跨文化交际的真实

情景中，体会英语的具体使用，以便使学生能

更加忠实、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思想意图。

2.夯实学生的语言功底

由于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

的活动，所以要想译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在两种

语言之间寻找最佳的信息匹配方式。如果没有

强大的双语基本功作支撑，那么学生既无法深

刻体会源语言的信息，又无策略将其有效地通

Translation 翻译

105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过目的语表达出来，翻译的质量就会大打折

扣。例如：① He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the
masses；②Enjoy the luxury of doing good；③It
is two years come Christmas.

要理解以上三个句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

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话语将其内涵传达出

来。下面是以上三个句子对应的译文：他和群

众打成一片；以行善为乐；到今年圣诞时就是

两年了。

在先进的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通常只关

注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而忽视了学生的汉语

水平。著名翻译家陈廷佑曾指出，能不能译出

来取决于译者的英文功底，而译得好不好则取

决于译者的汉语功底。因此，加强培养学生的

汉语语言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让学生

熟悉汉语行文特征，了解汉语的表达习惯，这

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发扬汉语语言传

统，创造出更加完美的译文。

3.积极开展网络教学与第二课堂教学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英语翻译教学仍沿用

着传统的教学策略和教学工具。在科技、经济、

生活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传统的教学策略与

工具已经无法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基

于此，教师应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的翻译教学策

略与教学工具并身体力行。

互联网是一种信息技术，是 IT，是信息传

播、整理、分析、搜寻的一种技术，其主要任务

是传递信息。互联网中存储海量的信息，且这

些信息、资源的更新也非常及时。因此，在翻译

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将网络

作为翻译课堂教学的补充，“既可以实现由教

师现场指导的实时同步学习，也可以实现在教

学计划指导下的非实时自学，还可以实现通过

使用电子邮件、网上讨论区、网络通话等手段

的小组合作型学习等”。

另外，由于翻译课堂时间十分有限，所以

教师还应在课下开展一些有益学生增加文化

知识、提高翻译水平的活动，如要求学生阅读

英文原版书刊、杂志等；观看英文电影、电视，

听英文广播等。

4.注重对学生文化差异意识的培养

加强学生的文化差异意识，对其更好地处

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提高翻译能力，改

善翻译教学的质量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教

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自然因素引起的文化差异教学。自然

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这些影

响也必然反映在其语言中。而中国和英美国家

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各自语言中有关自

然环境的语言表达所具有的文化含义也有所

区别，其主要体现在自然、植物、动物、数字、颜

色等客观文化现象的差异上。例如：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temperate.

这句出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人将恋

人比作a Summer’s day。中国的夏天常常令人

炙热难耐，心情烦闷，因此中国读者在理解这

句话时常感到困惑。实际上，英国四周环海，纬

度较高，夏天时太阳早上4点升起，晚上10点
落下，平均温度约20度。因此，英国的夏季景

色秀丽、凉爽宜人，这也就难怪诗人将恋人比

作夏日了。翻译时若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很容

易出错。

再如：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土。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土地面积辽阔，“土”是人

们生活中最依赖、最常见的事物，所以汉语中

形容花钱大手大脚的词语是“挥金如土”。而英

国是个岛国，其航海一度领先世界，人们对于

海洋、海水的意识更加深刻，因此在表达相同

意思是使用了spend money like water。
所以，教师只有让学生了产生差异的文化

因素，学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并将原本

的真实含义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2）历史、宗教因素引起的文化差异教学。

历史、宗教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等往往会反映

其本民族的语言之中，从而产生了不同民族的

文化差异。这一因素带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修

辞文化和习语文化等语言文化方面。在翻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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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学生只有对各自不同的文化积淀有所了

解，才能准确辨别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进而采

取有效的对策，实现忠实、通顺的翻译。

中国深受佛教影响，因此汉语中有很多和

佛有关的习语。例如：半路出家；借花献佛；临

时抱佛脚；不看僧面看佛面；苦海无涯，回头是

岸；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争一口气，佛争一

柱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泥普萨过河

——自身难保。

在英美国家，人们大多信仰基督教，因而

英语中和God（上帝）有关或和《圣经》有关的

表达也很多。例如：a doubting Thomas多疑的

托马斯；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披着羊皮的

狼/貌善心恶的人；beat the air击打空气；Ju⁃
das’s kiss犹大之吻；Paradise lost失乐园；the
elect of God上帝的选民；the Judgment Day最
后审判日；the lost sheep迷途的羔羊。

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教授一些

相关的历史、宗教背景知识，以帮助学生准确

地译出原文。

（3）风俗不同引起的文化差异教学。英汉

民族有各自特别的习俗和对事物的认识。这种

差异在语言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那些包含

动物的词语褒贬含义不同。

例如，“龙”是中国神话中的动物，大约是

从秦始皇开始，就有把帝王称之为龙的说法。

汉朝以后，龙就成了帝王的象征。汉语中有许

多含有“龙”的成语都是褒义的成语，如“真龙

天子”“蛟龙得水”“龙凤呈祥”等。经历了上千

年的演变和发展，龙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的象征，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仍骄傲地自称为

“龙的传人”。但是，英语中的dragon是一种形

似巨大、长着翅膀、有鳞有爪、口中喷火的、替

魔鬼看守财宝的凶悍怪物，因而是邪恶的代表

和恶魔的化身。由此可见，龙与dragon虽然都

是神话中的动物，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却相去甚

远。风俗不同引起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们

日常需求方面的服饰、居住文化方面。

总之，教师要重视这些由不同民族的生活

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以使学生能够妥善处理

词语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做出正确翻译，

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4）思维方式不同引起的文化差异教学。

英汉民族往往因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理解不

同而在各自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思

维方式的差异可以说是文化差异的根源。它几

乎可以包罗或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各个方面。

例如：It is impossible to overrate the signifi⁃
cance of the invention.

不了解英语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学生

很可能将其译为“过高评价这项发明的意义是

不可能的”，但这和原文的含义相去甚远。原文

含义的重点不是过高地评价不可能，而是这个

事物本身就不值如此好评，因此正确译文应为

“这项发明的意义再怎么评价也不会太高”。

可见，在翻译教学中，英汉思维方式引起

的文化差异教学同样重要。学生只有了解并把

握了英汉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译出地道的文

字。

综上所述，以本校级精品在线开放立项建

设课程《英汉互译》的经验而论，翻译教师自己

在翻译练习和讲评过程中多加介绍同时寻找

一些中西文化结合的语篇让学生翻译体会文

化差异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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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t present college translation teaching is confined to language level, neglecting th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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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cultural difference's effect 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mis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vacancy respectively and summaries enlighten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 to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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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摇篮，诗为滴

水，方见汪洋。因此，诗歌在人类语言文学中的

地位不言而喻。汉语诗词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

简到繁，从自由传唱到高雅格律，再到自由新

诗的过程。英诗的演变过程如出一辙。从古至

今，诗歌翻译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并互相

学习的重要桥梁。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古诗词的

英译，提出了“情感格律”这一概念。所谓“情感

的格律”，主张在译文中重现汉语古诗词原文

的意群顿音。意群之顿是汉语近体诗的诗情及

格律特色，是汉语古诗词的情感图谱及心灵律

动。以意群为节奏的英译文，可以使意群结构

及意义重音完美结合，从而以更接近、更自然

的方式再现原文及其情感烛照，令译作在目标

语言里相当于原作（Eugene A. Nida,2001:27）。
一、借英诗汉译的“以顿代步”为汉诗英译

的“以顿代步”

“情感格律”——以顿代步的翻译思路是

一种对目的语处理手法的指导思想，主张在英

译文中以意群顿音作为节奏单位来代替传统

英诗格律的节奏单位——音步。这种思路源于

一些著名学者在英诗汉译领域的权威论述，是

一种对先哲思想的逆向思考，具有充分的理论

依据和说服力。以音组代音步的翻译理论最早

由著名翻译家孙大雨（1905-1997）提出，他是

新月派诗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一生翻译

有莎士比亚戏剧八部，数量不多，但是质量颇

高，他首先运用自己创建的音组理论翻译莎

剧，以汉语音组对应莎剧原文的抑扬格五音

步，力求导旨而传神（龙清涛，2009:155）。以顿

代步的翻译思想由著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提

出，他通过大量的英诗汉译实践总结出：用相

当的顿数（音组数）抵音步而不拘字数（字数实

际上有时也可能完全齐一，至少不会差很多）

来译英诗格律，既较灵活，又在形式上即节奏

上能基本上做到相当，促成效果上的接近（肖

曼琼，2008:145）。英文格律诗汉译可以顿代

步，中国古诗词英译为何不能考虑以顿代步？

这样也许更能传达中国古诗词的韵味，也更能

体现中国古诗词的情感，为中国古诗词的英译

探讨新的途径。

二、用英诗格律来译汉诗格律的一些局限

性

目前在中国诗译界，具有统治地位的指导

思想是以英诗格律来译汉诗格律。但是，这种

处理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和弊端。英诗格律以

音步作为节奏单位，为了达到“量度过的”时值

节奏（吴翔林，1993：6）及整齐的格律效果，不

中国古诗词英译的中国古诗词英译的““情感格律情感格律””———以顿代步—以顿代步
黄 玫① 程家惠②

防灾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三河 065201
右江民族医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教育学院 广西百色 533000

摘 要：古诗词是汉语言的精华，其格律特点成就了非凡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这也成为了古诗词英译的挑

战。如何令译文与原文节奏相合、情韵相随，实属难题。本文另辟蹊径，提出了“情感格律”——以顿代步地

翻译中国文学，即以意群为节奏，通过意群顿音来再现汉语古诗词的情感美及格律美（程家惠，2018:55）。力

求为古诗词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诗词格律；情感格律；以顿代步

①黄玫，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②程家惠，男，教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和翻译

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7YJA7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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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对诗歌语言做一些人为的机械性的调整。

例如，1）活生生地把一个词音和意群撕裂。2）
该弱读的虚词拿来重读，该重读的则轻读。3）
忽略了现实情感客观表达存在的重读，次重

读，轻读和次轻读，简单规定轻重上的抑扬（扬

抑）。而汉诗格律则是意群之顿与平仄声律的

完美结合。诸多种种，均显示英诗格律与汉诗

格律大相径庭，实难相通。

三、英诗格律是音的轻重，而汉语古诗词

的平仄是情感的声调

由于语言的功能主要是表达意思，所以古

诗词的语言能带给人们超凡的意境享受，并由

此引发情感共鸣。由于语言结构及单音节字的

特点，汉语可以呈现声与韵的完美结合。在诗

词的创作中，作者精妙地将语言的表意功能与

声律节奏合二为一，从而造就音意相辅，韵意

相成的惊奇效果，犹如天意无缝！如此妙达之

笔，却难以通过英诗格律来再现。这是由于英

诗的格律单位与意群表达相互割裂，出现了节

奏与表意的断带。

1. 汉语今体诗的格律，平仄交替出现，与

意群所在及朗诵停顿巧妙重合，如影随形。可

谓“意中有平仄，平仄以为顿”。

例如：

国破——山河在， 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 平平——仄仄平

白日——依山尽， 仄仄——平平仄

黄河——入海流。 平平——仄仄平

欲穷——千里目， 平平——平仄仄

更上——一层楼。 仄仄——仄平平

2. 英诗的格律，轻重音交替出现，与意群

及朗诵停顿并无相关。可谓“轻重如流水，平滑

以为声”。

例如：

Behold︳her, sin︳gle in︳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herself,
Stop here,︳or gent︳ly pass!

W. Wordsworth, The

Solitary Reaper
所以，汉诗的吟诵如乐器敲击，赏心悦耳。

而英诗的朗读似流水潺潺，绵延自如。由于汉

诗的平仄节奏与意群相合，意情相生。从而，平

仄也可传情。因此，汉诗的格律可谓“情感之格

律”，汉诗的平仄乃“情感的声调”。

四、现代西方对诗的品味

现代西方人对诗的形式比较开放和包容，

英语现、当代格律诗与自由诗两者互相渗透，

互相取长补短，由此而产生的半格律半自由诗

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自由诗、格律诗、半格

律半自由诗就是现、当代英诗的三大类型表现

形式。或许可以将这种半格律半自由体应用于

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为除了格律体和自由

体之外的另一种尝试（吴翔林，1993:69）。吴翔

林多年前的这种提法颇具蕙质，然而并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当今中国诗译界对于古诗词英译

的翻译思路仍然经纬分明，要不全格律，要不

全自由，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别无他法。

五、“情感格律”——意群顿音的翻译思

路

“情感格律”——意群顿音的翻译思路，主

张在汉语古诗词的英译过程中以意群作为节

奏单位，并且顺势造就译文的“意义重音”与恰

当停顿，不拘泥于英诗“格律重音”的束缚。

情感格律意群（顿）音，英译可采用以下

处理方法：

1. 一般情况下，每一个意群可有重音①，

次重音②和非重音③。一个重音也可以单独成

为一个意群。

2.每个意群都要有一个重音(而且只有一

个)，次重音和非重音不限。

3.在一个意群里，一个单词出现几个音节

的，以其最重的音节类推，如果该词的重读音

节在意群为重音的，其他音节为次重音，如果

该词的重读音节在意群为次重音的，其他音节

则为非重音。

汉诗的平仄格律包含四种声调，情感格

律意群（顿）音包含三种音的重轻的变化，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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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抑扬格律只有两种轻重的变化，相比之下

情感格律的音的变化的多样性与汉诗更接近，

更能转达汉诗格律的音美，更适合表达汉诗的

意美和丰富的感情。而英诗的格律几乎千篇一

律，与诗意和诗情事实上是脱节的，特别是微

观上。

根据“情感格律”思路所进行的汉诗英译，

从译文的整体营构系统来看，能格律就格律，

不能格律则自由。但必须尽量保留汉语古诗词

的形式、句法和语气上的简洁及齐整的对应，

并保持相应的押韵。

六、“情感格律”——意群顿音的翻译实践

下面通过一些实例研究，来探讨一下“情

感格律”的翻译实践。

例1：
早发白帝城 李白（唐）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Departure from Baidicheng at Dawn
——Tr. Yang Xianyi（杨宪益，戴乃迭，

2005:33）
②In ③the ③bright ③dawn ①clouds/ ②

I ①left ②Bai③di③cheng;
③A ②thou③sand ①li ③to ②Jiang③

ling/ ②only ①takes ③a ③day .
②I ①hear/ ③the ②ince③ssant ①cry/

③of ①mon②keys/ ②from ③the ①banks;
②My ③light ①barge / ②has ①passed /

②count③less ②folds ③of ①hills.
这首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翻译的《早发白帝

城》，似乎冥冥之中自有灵犀。巧妙地以意群为

节奏单位的构架，恰到好处的重音处理。全文

通透精致，行文潇洒自如。而其中“情感格律”

的翻译理念似乎呼之欲出，这或许正是先哲想

要留给我们的精心启迪。

例2：
寻隐者不遇 贾岛（唐）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After Missing the Recluse on the Moun⁃
tain

——Tr. Witter Bynner（WITTER Byn⁃
ner, 1929:75）

②When ③I ①question②ed/ ②your ①
pupil,/ ③under ③a ②pine ①tree,

"③My ①tea②cher,"/ ③he ①answer②
ed,/ "①went ③for ②herb③s".

③But ②to③ward ②which ①corner/ ③
of ③the ①moun②tain,

①How ②can ③I ②tell,/ ③through ②
all ②these ①cloud②s?

这首美国著名翻译家维特·宾纳翻译的

《寻隐者不遇》，并不遵循格律派的译法，而是

采用“散体直译”。无巧不成书，译文竟与“意群

之顿”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在句式规简，朗

读节奏和韵脚处理方面，不如“情感格律”缜密

周到。

例3：
登鹳雀楼 王之涣（唐）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On The Stork Tower
——Tr. Cheng Jiahui

（Cheng,J.H，2018:26）
②Be③hind ③the ①mounts /③ the ②

sun ①sprays ③up/ ③its ①last ②rays.
②In③to ③the ①sea/ ①far ③a②way /

the ②Ye③llow ①Ri②ver ②fades.
②For ③a ①sight/ ①far②ther,
②A①scend/ ②one ①more ②sto③rey/

①higher.
这是程家惠教授的译作，可见其功力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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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译文采用“情感格律”，以意群作为节奏单

位，重音，次重音，非重音巧妙互协。似乎重现

了汉语平仄四声的心灵律动，以一幅意韵相生

的情感图谱撩动人心。从文本整体结构来看，

运用修辞手段传递感情，摆脱了全格律或全自

由的翻译束缚。长短句并存而又不失押韵，以

意群带动朗读节奏，独具匠心地将译文以半格

律半自由诗的形态呈现。通过生动的语言令一

幅白日黄河远眺图跃然纸上，将外语读者引人

汉语古诗的意境，重燃全诗的壮阔情感！

结语：

“情感格律”，始于“情感”，忠于“格律”。将

汉语古诗词意群顿音的诗学特色，在英译文中

发挥地淋漓尽致。文本形式既不循规格律，也

不放手自由。而是兼容并蓄，自成体系。这一概

念的提出，并无取代格律派或自由派之意。只

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我中华好诗词走向

世界，平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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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Sound Meter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emantic Pause Corresponding to Foot"

HUANG Mei CHENG Jiahui
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anhe Heibei, 065201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Abstract】】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the essential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 wonderful sound me-
ters contribute to strong artistic appeal. However, this poetic feature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for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To make the target version coincide with the original rhythms, and so is the emo-
tional consistency, can be a hard job. This paper finds a new path to tackle the problem. It proposes the
idea of "Emotional Sound Meters"——"Semantic Pause Corresponding to Foot"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idea stresses the rhythm based on the semantic units. Render semantic pauses to re-
build the emotional beauty and metrical beauty of Chinese poetry（Cheng Jiahui, 2018:55）. It is to
shed light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KeywordsKeywords】】poetical meter; Emotional Sound Meters; Semantic Pause Corresponding to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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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Classroom: A Study on the Training
of Compound Tal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k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lish Movies：Viewing, Listening,
Speaking" as an Example
YAO Yingying ZHANG Peng

Dalia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622

【【AbstractAbstract】】Rain classroom is a kind of teaching tool produc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 The Belt and Road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heavy re-
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compound tal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 this teach-
ing tool can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aliz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rain-
ing mode of Internet+, mobile terminals, MOOC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exploring effec-
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and realizing the teaching data-based managemen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eaching tool of Rain Classroom, taking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Movies：Viewing, Listening, Speak-
ing" as an example in the 2017-2018 semester. According to this teaching practice,combining with da-
tas of relevant research ，we can explore the new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Keywords】】Rain Classroom；cultivation of talents；Internet-based teaching

（continued from Page 084,接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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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Calls for PapersCalls for Papers

The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 Teaching（NALLTS）
serves as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o promote academic and cooperations exchange in Northeast
Asia（Once a year）. The high-quality paper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NALLTS Proceedings》pub⁃
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All NALLTS proceeding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PCI-SSH Interna⁃
tional Index and CNKI database.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NAFLS）is the peri⁃
odical of NALLTS, which is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and co-organized by Dongshiruipu Edu⁃
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Ltd., Co.Included in CNKI.The ISSN is ISSN 0025-7249 and ISSN
0257-2478（online）. As an academic periodical for language experts, scholars and teachers, the
content focuses on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
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eriodical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and some of them may enter the CPCI-SSH International which is priced.

Columns of the periodical are as follows: linguistics,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research,graduate
BBS, foreig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so on.

Each page of the periodical may contain about 1500 Chinese or 3000 English words.Three pag⁃
es would be the minimum publishing coverage.When contribute, the author need to provide the fol⁃
lowing information: work unit, address, postcod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the title, abstract
and key wordsof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can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ut the title, the
abstract and key words must be in English（and Chinese if the article is written in Chinese）.

This periodical is specialized for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special education.Contribut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welcome.

Email :Email : nafls@vip.163.com; 1164026978@qq.com Website:Website:www.nallts.com

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
2202, Dejun Mansion, No.217 Huigong Street, Shenyang
TEL:TEL: 024-31994562 15640288993
EmailEmail：：nafls@vip.163.com

Editorial Office AbroadEditorial Office Abroad：：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TEL:TEL: 469 867 2050
Email: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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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CALL FOR PAPERS
Business TranslationBusiness Translation, Periodical of SIBT, Periodical of SIBT

“Business Translation”has been issued, the first and only scholarly Periodical dedicated to busi⁃
nes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begining of 2018.

The Periodical is organiz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
ness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SIBT), co-organized by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osted b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
ics, and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 teaching of business transla⁃
tion in China and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exchange of business translators.
The Periodical has been included in CNKI.net and hopefully, will be indexed by CPCI- SSH (ISTP)
soon.

Taking paper quality and topic relevance a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publication, the Periodical is in⁃
viting papers on an ongoing and year-round basis, specifically,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ories, practices, and teaching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nquiries and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industry
•Legal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Reviews on translation works, etc.
Your papers may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Russian, Japanese, Korean, or Spanish, and it

sh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Article title , autlhor name , author school and zip code ,
•Abstract ,Keywords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short biography, one paragraph)
Your submission should be in .doc format, no less than 3 pages; accepted manuscripts are typed

with 1.5 spacing and with a font point size of 12 (as submitted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and the refer⁃
ence should follow the APA style, i.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Format (6th Edition,
2009). Since any submissions to the Periodical will be submitted to single-blind review, it is highly rec⁃
ommended to list such identity information as the article title, author name, degree, title, and affiliation,
and sponsored project only on a separate page.

If your submission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our Periodical, it shall not be published in any pe⁃
riodical(s) elsewher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Business Translation”. Please re⁃
member that the Editorial Office reserves all rights to refuse submitted work. Therefore, you may be
asked to remove extreme graphic material or excessive language, unless otherwise declared ahead. Your
submission would be at your own disposal and not be returned in case of no notice for revising or publi⁃
cation within the referring period of 5 weeks upon receiving it.

Editorial OfficeEditorial Office（（ChinaChina）：）：
Email:Email: sibt_j@163.com ; 1034501032@qq.com
TEL:TEL:0411-84710460; 15640288993
Add: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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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翻译》期刊征稿启事

為促進中國商務翻譯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活躍和發展，提高商務翻譯人才培養的品質和

效果，學術季刊《商務翻譯》（ISSN2637-9163）已于 2018年初創刊。該雜誌由商務翻譯和教

學研究國際論壇（SIBT）組委會主辦，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辦，美國新視野出版社出

版，系全球第一本專門研究商務翻譯的學術刊物。該刊被中國知網（CNKI）收錄檢索，待進

CPCI-SSH（ISTP）國際檢索。

《商務翻譯》按照國際學術期刊慣例實行同行專家匿名評審制度，以稿件品質和本刊宗

旨作為刊發標準。現面向從事商務外語、商務翻譯等相關教學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師及商務

翻譯實踐從業人員常年徵集稿件：

1. 主要欄目：商務翻譯理論研究、商務翻譯教學研究、商務翻譯學科建設與發展、商務翻

譯案例、翻譯產業探究、相關翻譯(包括法律翻譯等)書評以及科技翻译与教学，科技翻譯新技

術和理论探索等。

2. 來稿要求：需遵循一般学术规范，可选用中、英、俄、日、韩、西班牙语等6种文字撰写；

但标题、作者姓名、简介、通信地址、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附对应英文。参考文

献是论文的，请提供该论文所发期刊目录中提供的原英文题目，不要自译；参考文献是论著

的，有英文书名的用原英文书名，没有英文书名的请自译为英文。参考文献以APA格式编

排，请参照“美国心理学会（APA）论文格式（请点击阅读原文），投稿前请务必按要求整理格

式规范。

3. 投稿要求：請以Word文檔格式排版（1.5倍行距，字體大小12），以E-mail附件形式投

稿。來稿力求精煉（但不得低於3個版面）。為方便匿名審稿，請作者另頁標注論文題目、作

者姓名、學位、職稱、單位、資助課題等資訊。

4. 稿件處理：本刊審稿週期為五周，超過五周未獲通知，請作者自行處理稿件，恕不退

稿。對擬刊用稿件，除非作者事先聲明，本刊有權做文字性或技術性修改，或要求作者修

改。請勿一稿多投；來稿文責自負。

投稿信箱：sibt_j@163.com；1034501032@qq.com

聯繫電話：0411-84710460

编辑部连络人：郝博 15640288993

编辑部地址：大連市尖山街217號 東北財經大學 師學齋3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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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2018 NALLTS
Northea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

launched b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ims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level of Northeast Asia ar⁃
ea. NALLTS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from South Korea, Japa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NALLTS has been
warmly welcomed by the universiti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thu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hich includes Zhang Shaojie(the chairman), Yang Junfeng, Liu Yongbing,
Li Zhengshuan, Ma Zhanxiang, Zhou Yuzhong, Dong Guangcai, Yang Yue, Yuan Honggeng, Sun Ji⁃
ancheng, Jiang Yufeng, Zhang Sijie and Lili(vice chairmen). All are the deans of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as the standing directors.

This 2018 NALLTS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was undertaken b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Inner Mongo⁃
li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co-organizers were CDS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ing Co.
Ltd and ENRP Technology Co. Ltd. Nearly 70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 109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submitted their academic papers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hich
was to be included in CPCI - SSH. 7 Chinese or foreign experts made keynote speeches. In addi⁃
tion, 20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group discussion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In the morning of June 23rd, 2018, Jin Xinxin, Secretary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and Ma
Zhanxiang, presid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Inner Mongoli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ade the welcome speech.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by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Tian Zhenjiang from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Professor
Zhou Yuzhong, Professor Dong Guangcai, Professor Li Zhengshuan and Professor Li Li also made
the speech. The Leadership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Chen Shaoying made the welcome speech.
Wang Mei, Executive Member of NALLTS appealed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List of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 List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2018 NALLTS and got the two lists passed. A to⁃
tal of 19 experts and scholars served as honorary presidents of NALLTS, chairman, executive chair⁃
man, deputy chairman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25 peopl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of foreign lan⁃
guages at universities were elected the standing directo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During the two days of the meeting, a total of 7 keynote speakers presented their papers at the meet⁃
ing, and more than 50 teachers presented their papers respectively in the 2 discussion groups. The
7 keynote speeches were hosted by Tian Zhenjiang,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Wang Xiangfe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LLTS; Wang Weibo,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Dalia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Zhang Suuojun, Director of Foreign Lan⁃
guage School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Yang Chunquan, Director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Ningxia University. The group discussions were hosted by Tan Zhanhai,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Xu Sanqiao,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Hebei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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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University and Huang Xiaoping, Former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Huaqiao Uni⁃
versity.

During the two days, Professor Xu Hongchen from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Professor
Dong Guangcai fro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Audrone Raakauskiene, Dean of Eng⁃
lish School of Hebe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Zhengshuan from Heibei Normal Uni⁃
versity, Professor Tian zhenjiang, Dean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Hulunbuir University, Profes⁃
sor Yang Junfe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Dal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Professor
Zhou Yuzhong from Ningxia University gave their keynote speeches, the titles in proper order be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Image Re-actualiza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Gothic Liter⁃
ary Imagination and Modern Culture”，“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ng Tibetan Gnomic
Verses”，“A tentative norm principle of Chinese English and its implementation”，“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e Role of Theory”,“A Study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afternoon of June 23rd, two discussion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topics of lin⁃
guistics &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 translation, and the papers were presented. After the keynote
speech in the morning of June 24nd, the conference was closed.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NALLTS
was hosted by Professor Wang Xiangfe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LLTS. At the closing cer⁃
emony, Executive Member Tan Zhanhai and Huang Xiaoping made summary statements about pa⁃
per presentations and group discussions. Vice Chairman Li Zhengshuan reported the results of sub⁃
mitting papers and announced the list of awarding papers.

Chairman Zhang Shaojie, Vice Chairman Ma Zhanxiang,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Tian Zhen⁃
jiang handed NALLTS flag to 2019 NALLTS organizer, Vice Chairman Li Li, Southwest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Li made the speech. Finally,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Chairman of NALLTS, made the
closing speech.

2018 NALLTS received 135 papers in total, 109 papers were selected to be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
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Translator: Hao Bo, Secretary of NALLTS Organiz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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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封二）

本论坛主席张绍杰教授、副主席马占祥教授、呼伦贝尔学院田振江院长、

西南大学李力教授代表承办单位交接会旗，李力教授作为2019NALLTS承办单

位代表致词，最后论坛主席张绍杰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2018 NALLTS秘书处收到135篇论文，经审改后选109篇论文编辑进

入国际会议文集Proceedings of 2018 NALLTS，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