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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NALLTS综述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
erature and Teaching, 简称NALLTS)，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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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坛得到国际上许多高等院校，尤其英国、美国、韩

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院校的关注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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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毓锋、文

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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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2020NALLTS），于 2020年 11月 25日举行，本次会

议由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与广东前沿教

育科学研究院承办，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共同协办。400多位专家学

者及高校同仁出席了本次会议，100多所高校的142位老师向大会递交了国际CPCI-SSH会议论

文，5位中外专家做了主旨演讲。此外，还有40多位代表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论文摘要宣读。

本次会议开幕式由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秘书长丁俊华博士主持，东北亚语言

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主席张绍杰教授致开幕辞，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虞建华教授致欢

迎辞。本次论坛发表了5个主旨演讲，40多位学者进行了论文摘要宣读，主题涉及文学、语言学、

教学和翻译研究等。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玉晨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虞建华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绍杰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正栓教授、国外著名专

家 Dr. Stephen E. Ronto 等五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以“On a Clause Relation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连接不同的读者群：关于《美国文学大辞典》的编撰”“语法-语用界面研究的

新路径：以语态构式为例”“邓恩奇思妙想艺术解析”“EdTech in Language Teaching: A Cup of TEA”

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秘书长丁俊华博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发言，丁俊华博士

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辞，并宣读2019 NALLTS文集获奖论文名单，李叶、高艳、王晓梅、鹿彬等11
人获奖。

（转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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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王国维的《宋

元戏剧史序》也论证了“凡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着社会的风貌，

表征着时代的精神。这就要求我们，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和阐释时，考

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发掘文本在

新的阅读语境中的价值。王卓教授于

2019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

出的专著《跨学科视域下的英美小说

叙事策略与身份政治研究》（以下简

称《研究》），正是紧密结合当下社会

语境，借鉴文论思想、化用批评范式，

挖掘文本蕴涵、建构小说诗学，进而

深入推进英美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

学术成果。

一、内容简介

《研究》除“前言”外，由“绪论”和

四章构成，前者为理论视域，后者为

论述主体。

在“绪论”中，作者开宗明义，明

确指出当下的小说叙事已与多种理

论思潮和批评流派高度融合，“形成

了一个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等高度

融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王卓，

2019：1）。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是吸

收借鉴跨学科资源的结果，跨学科视

域促进了小说叙事模式的深度变革，

促进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多元展开，刷

新了小说诗学的整体面貌，而“跨学

科的叙事研究为身份建构提供了更

为宽泛的模式和切实的方法论”（王

卓，2019：12）。

该著主体部分，从时空、自传、伦

理、性别的维度，解读和阐释了 10位

英美作家的 13部小说，精准概括了小

身份身份、、伦理与叙事伦理与叙事：：小说诗学的多维建构小说诗学的多维建构
—《跨学科视域下的英美小说叙事策略与身份政治研究》评介

王敬民①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保 定 071002 中 国

摘 要：王卓教授的专著《跨学科视域下英美小说叙事策略与身份政治研究》，引入跨学科的
视域，从叙述、伦理、身份等多角度，对英美10位作家的13部作品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析，在
阐明物理、揭示小说价值，体贴人情、关怀小说人物，资料详备、窥察小说机枢，自树畛域、建
构小说诗学方面极具典范意义，为小说诗学的建构贡献了新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跨学科视域；叙事策略；身份政治；伦理学批评；小说诗学

①王敬民，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消费社会的审美资本化研究：西方镜鉴与本土经验”（项目编号19YJAZH090）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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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叙事策略，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凝

练。第一章从时空叙事的角度，揭橥

了《洛丽塔》《在美国》《西北》《摇摆时

光》中的身份政治。第二章从自传叙

事出发，对《笼中的鸟儿》《妈妈和我，

我和妈妈》《敞开心扉》三个经典文本

中的女性身份作出了判断。第三章集

中探讨《洛丽塔》《穿越象牙们》《最蓝

的眼睛》《老师好美》中叙事伦理与伦

理叙事之间的纠葛及其对小说人物

伦理身份的形塑。第四章则聚焦于性

别叙事，探析了《黄女人》《爵士乐》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种族身份的建

构。由此可见，作者对小说叙事策略

的研判，是从不同角度展开的，这是

跨学科视域的优长，而鞭辟入里的分

析让我们遨游在小说文本知识的海

洋中，观赏到琳琅满目的风景。但作

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对这些文本的

感性知识进行了理论化，从身份的角

度对其进行了归纳，让具体而微的文

本分析有了身份政治的理论观照，从

而确保我们对小说文本的辨识达到

了新的高度，也为小说诗学建构拓展

了新的维度和空间。

二、简要评价

《研究》既有理论视域和批评范

式的指导，又有对小说文本的剖析，

更将作家作品纳入特定的分析框架，

在相互参酌比较中揭示文本的审美

价值，同时探索小说诗学建构的可能

性。具体而言，该著鲜明地体现出如

下 4个特征：

1. 阐明物理，揭示小说价值

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但绝非凌

空蹈虚、肆意杜撰，而是有着稳固的

根基。“好的小说，是有坚实的物质外

壳的——有合身的材料，有细节的考

据，有对生活本身的精深研究”（谢有

顺，2016：14）。一言以蔽之，小说需要

阐明物理，也即阐明事物的道理，这

是小说价值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要

阐明小说中的道理，离不开批评家的

理论穿透力，更要有批评家的艺术感

知力。深谙此道的王卓教授，在《研

究》中以细密的分析，让蕴含在小说

中的“物理”得以揭示，让文本中的意

义得以显现。我们不妨看一看她对苏

珊·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所做的分

析，便可以明了批评家是如何发掘文

本内在意蕴的。《在美国》一经发表，

便引发抄袭质疑，并由此激起强烈反

响，因为桑塔格是以“历史传记”的初

心来构思这一小说的，小说主人公的

原型是海伦娜·莫德耶斯卡，这位演

员的纪念馆的创始人公开指责，小说

中有些段落与海伦娜的资料或回忆

录雷同。作家本人对此不以为意，她

关心的是名人生活细节和奇闻轶事

的文学价值，关注的是 19世纪波兰的

风云变幻和美国的百废待兴，并对其

历史意义加以反思。故此，与其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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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着意建构的是关于女演员海伦娜

的个人史，毋宁说是她去国离乡的苦

难史，毋宁说是一幅美国移民史的写

照。个人的生活史，构成了宏大叙事

的合理补充，为国家历史的宏观言说

增添了血肉的质感和温情，这正是文

学书写的创造性价值。有时候，个人

的乌托邦神话，与集体意识和国族言

说格格不入，后者的神圣性往往被前

者消解，这就构成了合理的张力。说

到底，作为移民的女演员在美国社会

中只是“边缘化”的存在，这种存在对

重大历史事件的言说起到了补充的

作用，“历史也在与这些边缘群体和

题材的对话中呈现出别样鲜活的特

征”（王卓，2019：36）。王卓通过条分

缕析，梳理历史的话语逻辑，辨识桑

塔格的主体声音，将历史设为背景，

把小说主人公推向前台，以积极的对

话姿态和参与意识，描绘出话语事件

的本来面目，发掘出历史话语的本真

特征。“在一个知识泛滥到似乎不再

有任何留白的时代”（王卓，2019：
42），桑塔格的“反历史”书写恰恰是

对历史的补正，恰恰是对当时移民生

活的揭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小

说《在美国》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

有认识论价值，让我们对社情世态有

了深刻把握，而这些价值的显豁与彰

明，固然有苏珊·桑塔格的匠心独运，

却也离不开批评家的揭示，离不开

《研究》对小说文本见微知著的钩沉。

2. 体贴人情，关怀小说人物

一部小说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要看它是否塑造了典型的人

物，在文学长廊中是否贡献了标识性

的人物形象。“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

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

索”（昆德拉，2004：34），是考察大千

世界中人存在的可能性，审视人在怅

惘无助时的终极选择，惟其如此，小

说才能贴近人情，小说人物才能生动

起来。

《研究》专门分析了英国新锐作

家扎迪·史密斯的小说《摇摆时光》。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一

位混血女孩儿的故事，旨在探讨少数

族裔如何生存的命题，探讨他们在当

下英国社会中的身份问题。在王卓看

来，这部小说绝非个人化叙事，而是

一部社会小说，作为小说叙事者的

“我”，始终处于时间、他者和伦理的

多重维度中，处在“时光之轴”“他者

之轴”“伦理之轴”的不同视域里，有

着一种在“自我与他者、过去与现在、

个人与社会之间穿梭往复的自由”

（王卓，2019：75）。这种自由洋溢着小

说作者的艺术才华，同时也是作者通

过对主人公个体经历的呈现，“去关

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

存在”（格非，2002：16），去抚慰特定

困局中人物的情绪，去安顿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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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物的灵魂。在此，王卓不仅通过

自己独特的分析理路，让小说主人公

的形象渐次鲜活起来，同时还在对小

说人物命运的关怀中，指明了这部小

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3. 周备翔实，窥察小说机枢

作家写一部小说，要充分掌握事

实细节，要深刻分析事实细节，找到

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才能将其情节

化，从而创作出名篇佳构。同理，批评

家分析和阐释一部作品，也需要对文

本事实洞若观火、了然于胸，也需要

周备翔实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只

有如此，才能对小说文本做出有效和

有趣的意义解读。素以诗歌研究见长

的王卓教授，在进行小说解读时，同

样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她

摒弃虚张声势的理论范畴推演，始终

将文本作为研究的起点和依据，征引

翔实资料，捡拾作品事实，深入文本

肌理，打捞小说细节，并以此为基础

展开学术论说。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和

教学实践中，一个不良的倾向是重理

论而轻文本，学生的文本功夫不断下

降，研究者的理论热情不断高涨，远

远超过了对文本的敏锐度。与此恰成

对照的是，王卓对 13部小说抱有极大

的文本热情，对小说情节谙熟于心，

对文本细节如数家珍，并坚持以之为

解读和阐释的根基，言必有据、言必

成理，显示出良好的文本素养，极具

示范意义。

尤为可贵的是，《研究》不仅体现

了作者的文本功夫，还反映出作者深

厚的理论修养，两者融会贯通，在学

术言说中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基

于文本事实，进行意义阐发，离不开

文学理论的指导，离不开文学批评的

帮助，这就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

宽阔的学术视野。纵观全书，几乎每

一页都有多条脚注，既有小说文本内

容，又有相关理论援引，还有必要的

解释说明，资料之翔实周备，给人极

为深刻的印象。该著将借鉴引用的书

目悉数列出，中外文文献分别达 175、
255条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深厚

的理论素养，宽阔的学术视界，为作

者窥测小说秘密、探寻小说机枢铺平

了道路。

4. 自树畛域，建构小说诗学

小说向来因时代演进而变化，随

作家创作倾向而不同，这就为小说理

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研究》在

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它将小说研究纳

入跨学科的视野，并在身份政治、叙

事策略、伦理批评等方面垦拓出新的

向度，为小说研究确立了新的讨论范

围，为小说诗学的建构开辟了新的可

能性。

文学研究有其天然的内生动力，

同时也常常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理

念和方法，后者的重要性在学界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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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广泛的认同。只要我们始终从文

学出发，始终以文学为旨归，有效避

免“强制阐释”（张江，2014：5），就可

以借助其他学科资源推进文学研究，

这也是《研究》引入跨学科视域的原

因所在。

在跨学科视域下，在《研究》透辟

的文本分析中，身份政治、叙事策略

和伦理批评成为高频出现的关键词。

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人物的书写，让

身份困惑和身份迷惘成为论述的主

题，围绕女性身份、伦理身份、种族身

份展开种种叙事与言说，而王卓对身

份问题的把握，既立足于学界关于族

裔、种族、女性、流散、后殖民等理论

视角的成果，又将其纳入人类整体关

怀，从而使其超越了种族逻辑，超越

了自我的藩篱，旨在回应人性的普遍

追求，在保持自身差异的同时去体认

共 同 体 的 愿 景（王 卓 ，2019：152,
294）。欧美社会新近的身份操演，加

重了政治的极化和社会的分化，其弊

端已显露无遗，王卓在文本解读中的

新认识，将引发我们对身份政治研究

范式投去反思和批判的目光。

“将叙事理论运用于小说分析成

了一种热门的解读方法，一种行之有

效的创新途径”（申丹 韩加明 王丽

亚，2005：4）。王卓更是熟知叙事学的

经典和后经典状态，正是在叙事理论

帮助下，她对 10 位作家 13 部小说生

动活泼的解析，可谓妙笔生花、切中

肯綮，读来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偏执于某一

叙事理论，而是在综合化用多种叙事

理论之后，分析不同作品采用的独特

叙事策略及其诗学价值，这有利于推

进叙事理论的新发展。

作为创新性的中国学术话语，文

学伦理学批评近来在国内外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文学的伦理维度

一直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永恒

问题。……伦理转化为内在于文学的

秩序和力量”（王卓，2019：122）。正是

基于这种认识，《研究》闪烁着文学伦

理学批评的光芒，以专章的形式探讨

了“伦理叙事、叙事伦理与伦理身份”

的问题，通过对《洛丽塔》《穿越象牙

门》《最蓝的眼睛》《老师好美》的文本

分析，发现叙事本身的伦理已经成了

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能，进而揭示

出小说情节的伦理张力、小说人物的

伦理境遇、作家本人的伦理取向，从

而对伦理身份进行价值判断和人文

反思。“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

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昆德

拉，2004：23-24）。而从伦理的角度切

入，小说的价值才能彻底彰显，小说

的意义才会清晰显现。当然，“小说应

反对简单的伦理结论，着力守护事物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的世界应

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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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

（谢有顺，2017：24）。这也昭示我们，

从伦理出发，对小说展开文学伦理学

批评，具有广阔的前景，而王卓的《研

究》一书不失为可贵的尝试。

质言之，在跨学科的视域中，基

于具体的文学作品，通过对身份政

治、叙事策略、伦理批评的论说，《研

究》找到了揭开文本意义的理论装

置，提供了小说解读的策略方法，同

时也拓展了小说诗学建构的多维空

间。

三、结语

长久以来，关于小说艺术的论

著，所在多有、不一而足，让小说诗学

的内涵日渐丰富，为我们解读小说提

供了便利。关于小说诗学的建构，是

常谈常新的话题，特别是考虑到具体

的书写实践，从不同维度出发，提供

新的视域，揭示文本的审美意蕴，阐

明小说的认识论价值，还在路上，仍

在途中，尚需诸多学人新的努力。王

卓的专著，就是英美小说诗学建构途

中最新的风景，这道风景的典范意义

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英美小说的

秘钥，帮我们找到了抵达文学之美的

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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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actAbstraact】】Professor Wang Zhuo's newly published monograph Narrative Strate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

pline, offers a detailed and persuasive analysis of 13 novels by 10 writers from such an-

gles as narrative, ethics and ident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 discipline. It reveals the

universal truth, shows care to the characters, abounds in academic materials, and sets up

new fields to probe into modern novels, and this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

ing the poetics of fiction from diversified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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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

纵观《复活》的批评史，批评家大

多没有能对小说中的情感因素——

羞愧给予足够的关注。而据南希·克

拉克（Nancy A. Cluck）研究发现，国外

从 1950-1985的文学研究中，研究羞

愧的目前也只有以下三位：海伦·梅

雷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的《论

羞愧和寻找身份》（On Shame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1958）；赫伯特·莫

里斯（Herbert Morris）等主编的《内疚

与羞愧》（Guilt and Shame, 1971）以及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莱昂·乌尔姆塞

（Léon Wurmser）的《羞 愧 的 面 具》

（The Mask of Shame, 1981）。1985 年

后，羞愧作为一种社会情感，被更多

地吸纳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

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及作用机制仍被

忽视。事实上，文学中的羞愧表述屡

见不鲜，从《创世纪》到《复活》等。《复

活》的中文译者力冈曾这样评价聂赫

留朵夫：“他常常有羞愧的感觉。他在

玛丝洛娃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

明白，她的苦难是他造成的；他在农

民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

他的贵族生活靠的是农民的血汗。他

感到自己有卑鄙又可耻。”（力冈，

1996）由此观之，羞愧是研究文学不

可忽视的情感因素。因此，笔者将以

文学作品《复活》为例，以羞愧的视角

切入聂赫留朵夫的精神世界，从羞愧

的定义及特点来阐释男主人公聂赫

留朵夫的不同羞愧表现，以廓清 19世

纪贵族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和在新旧

社会交替之间的艰难求存状态和自

我救赎。

羞愧与超越羞愧与超越
—论《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

朱梦林① 颜海峰②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 京 100089 中 国

摘 要：《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心灵辩证式长篇小说。其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忏悔的贵
族形象因其复杂多变且意蕴深刻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羞愧，作为聂赫留朵夫整个行动机
制的情感主导因素，在整部小说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借助对聂赫留朵夫的羞愧情感的
具体表现重新深入分析聂赫留朵夫的心理与环境、个体与社会之关系可以解开个体情感经
验的复杂性和19世纪贵族阶层的境遇变迁乃至生存困境。本文结合羞愧机制与文学表现重
新展现19世纪贵族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间的艰难求存状态和自我救赎，指出羞愧这一情感作
为人复杂多面性的一维解开了人之超越性的可能。
关键词：《复活》；羞愧；自我救赎；超越性

①朱梦林，女，硕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西方文论

②颜海峰，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诗歌翻译

008



一、何为羞愧？

历来学者对羞愧的定义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从词源来看，羞愧最早

起源于印欧语系的单词“skam”，意为

隐藏或暗示害怕暴露。之后，社会学、

心理学、伦理学均对这个词汇产生关

注，各自发展自己学科的定义。社会学

家乔纳森·H·特纳在提出愤怒、恐惧、

悲伤、高兴四大基本情感后，继而指出

这四种情感可以相互叠加，形成次生

情感：羞愧、内疚和疏离。在他看来，羞

愧是一种复合情感，在其功能意义上

具有维持社会组织模式和惩罚个体违

规行为的作用，因而，羞愧能够促使个

体改变他们的行为。（Turner, 2007:
11）。显然，乔纳森更偏重羞愧的社会

功能。而心理学者考夫曼将羞愧视为

“人类已知的最强大、最痛苦、最具潜

在破坏性的经历之一”，(Gilbert, 1997:
113)从个体的感受出发，把羞愧这一情

绪效果化。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则从

道德观出发，认为羞耻 (shame) 也正如

怜悯一样, 虽不是一种德性, 但就其表

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 而会产生

过高尚生活的愿望而言, 亦可说是善

的, 犹如就痛苦足以表示受伤部分还

没有麻木而言, 则痛苦也可说是善的。

因此一个人对于他的行为感觉羞耻,
虽在他是一种痛苦, 但比起那毫无过

高尚生活的愿望的无耻之人, 究竟是

圆满多了。（斯宾诺莎, 1997: 215）南希

则认为羞愧是一种包含暴露、身份威

胁、对被遗弃的恐惧、无力爱感以及将

无耻作为反抗性面具等复杂元素的情

感。（Cluck，1985: 143）综上所述，不同

学者对羞愧的认知虽各有差别，但都

表现了作为社会情感的羞愧对人的双

向作用。

二、羞愧的四种特性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结合托尔斯

泰的《复活》，将羞愧定义为一种因内

在的罪咎而表之于外的情感，兼具他

者性、层次性、反复性和可超越性等特

点。

1. 羞愧的他者性

在托尔斯泰的蓝图里，遇见他者

是人性觉醒的必要条件。在《复活》一

文中，这个他者是法国自由民主的文

化、玛丝洛娃（或卡秋莎）和像她一样

罹难的普通劳动者（农奴）及囚犯。他

者的存在让本我感受到自我形象受

损，而羞愧正来源于对整体自我贬值

的感知。(Tangney & Dearing, 2002) 在
《论羞愧和身份的寻找》一书中，海伦·

林德曾经这样描述羞愧：“我们假设自

己是一种人、生活在一种环境中，于是

我们采取了行动，然而出乎意料地，我

们发现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我们曾

以为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某些情况，

但实际上，在一瞬间却发现暴露的是

我们自己，即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环

境中可以看清我们周围的事物。”

（Lynd，1958: 35）
19世纪启蒙运动后，法国文化崇

尚自由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而接受

这一思想洗礼的俄罗斯世袭制贵族，

遭到了文化冲击——民主思想与阶层

特权的冲突。聂赫留朵夫就是其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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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了民主思想，得以站在贵族身

份之外看待自己的特权。因此，青年时

期的他对自己贵族身份感到十分羞

愧，于是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分给了

农奴。小说中多次出现聂赫留朵夫在

视察农奴的生存状况后觉得“又窘迫

又羞愧”（托尔斯泰，1983：251）的情

形。当大量受难的农奴面容展现在他

的眼前时，这种优越感瞬间转化为羞

愧感，使得聂赫留朵夫看清土地私有

制的本质是对他人的无情剥削。此

外，玛丝洛娃这一他者也冲击着聂赫

留朵夫的认知，她“本身既是一种力

量，又是一种情感”。（赛义德，1984：
5）在与玛丝洛娃的多次接触中，聂赫

留朵夫多次发现自己对于他人的伤

害是多么的漫不经心。玛丝洛娃的悲

惨经历与聂赫留朵夫的奢侈享受形

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强烈反差使得聂

赫留朵夫的镜像自我被唤起，他意识

到自己是个依靠优越生活的蛀虫，

“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

（托尔斯泰，1983：143）聂赫留朵夫在

他者的面容中照见了自己华丽外表

下那颗丑陋肮脏的内心。显然，没有

他者对聂赫留朵夫的影响，他只会在

原有环境中沦落为他的老同事副省

长马斯连尼科夫，在官场的泥淖中越

陷越深。正是羞愧的他者性让聂赫留

朵夫从主体的位置独立出来观察并

评价自我，发现潜藏着他意识里的价

值判断和道德准则，打开了聂赫留朵

夫得以约束自我、沉淀自我、升华自

我的可能性。

2. 羞愧的层次性

在他者的关照下，聂赫留朵夫产

生了微妙复杂的情感变化，其中包括

羞愧、憎恨、恐惧、愤怒等。而后三种情

感均是由羞愧情感引发，即因对农奴

的羞愧而对贵族产生憎恨；因对玛丝

洛娃的羞愧而产生恐惧；因对自身自

甘堕落的羞愧而愤怒。这些情绪的变

化和递归演进正反映出羞愧的第二个

特点：层次性。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聂

赫留朵夫的羞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对底层人民的剥削，第二对自我的

放纵，第三对爱情的始乱终弃。

情感的层级叙事有助于主人公厘

清对于周围环境以及个人与他人关系

的认知偏差的因果关系。当以个体身

份对抗环境的时候，这样的羞愧一笔

带过，因为主人公无法改变社会规则，

也并没有产生要主动划清自己与所在

阶层的界限，哪怕他在其他同事眼里

看来古怪，他还是默默地接受了环境

加诸于他身上的规训。而当真实地面

对每一个农奴的时候，父母、姨妈、军

队同僚等的价值取向渗透到他原本因

羞愧而引发的良知之中，意识混乱的

他不想面对复杂的情感冲击，选择情

感麻痹，以自我的放纵抵抗着羞愧带

来的道德意识萌芽。恰恰是这一抵抗

和逃避行为为其第三层羞愧情感埋下

伏笔。当互相有感情的两个阶级碰撞,
羞愧会放大个人的行为，从而以罪疚

的形式展开新一轮的救赎。虽然在聂

赫留朵夫的身上体现出不同层次的羞

愧，但很明显，自我羞愧和农奴的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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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都没有让他产生质变，而只有面

对被他直接伤害的他者玛丝洛娃时，

他才出现了灵魂的裂隙，让上帝进来，

清扫心灵的灰尘。由此可见，只有深层

次的羞愧，即形成了罪疚文化的羞愧，

才可能迎来突变的可能。

3. 羞愧的反复性

《复活》一文中，聂赫留朵夫的羞

愧感不断反复，即他会借用他人的价

值观去压抑已经复活的羞耻感，然后

继续回到无耻的生活状态。文中这样

描绘到：“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

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新生

后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

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

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

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

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

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托尔斯泰，1983：228）胜利欢乐感与

恐惧厌恶感的交织恰好体现了羞愧的

反复性。乔纳森曾说，羞愧所造成的负

性体验是如此强烈，以致通常能够激

活防御机制与抑制，这就造成了被抑

制的羞愧转变为构成它的一种或多种

成分，多数情况下羞愧会转变为愤怒，

（Tangney et al.，1992）有时也转变为深

度的悲伤和高度的焦虑与恐惧。因此

聂赫留朵夫就是在对他人伤害的深度

歉疚和对自身地位不保的深度恐惧交

织之下不断煎熬着。

羞愧之所以会反复，就是因为情

感的瞬时性。情感的瞬时造成当下的

冲击力很大，但后续的持续力不足。因

此，很难用某一刻的情感冲动去延续

后期的情感纠正。此外，外部条件的弱

化也会造成其反复。即在可能发生情

感转向的时候，外部条件发生了偏离

会导致人认知无法同步。在聂赫留朵

夫身上，羞愧的反复性不断重现，当价

值观冲突时，他不时地寻找可以让灵

魂平静的方式，但又一次次被身边的

环境所影响，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正

是托尔斯泰对其羞愧的反复性的刻

画，才揭露了贵族知识分子的生存状

态。他们生存在两极之间，既沉湎于既

得利益所带来的享受，又懊悔于自己

的享受建立在剥夺他人的权力之上。

正如《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潘乃德

（Ruth Benedict）所言，人类会从羞愧中

发展出羞耻和罪疚两种截然不同的情

绪。其反复性就在羞耻和罪疚之间徘

徊，前者希望尽量逃避道德上的不安

感，而后者主张主动承担以达到救赎

的目的。

4. 羞愧的可超越性

文中的三次分地行为预示着聂赫

留朵夫的羞愧可超越性的实践。19岁

的聂赫留朵夫只是受到资产阶级学说

的影响，觉得自己不该拥有过多土地，

于是把从父亲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了

农奴。但此时，他出于情绪的亢奋，在

还没有厘清自己羞愧的深层原因之

时，就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扼杀在思维

的摇篮里。和玛丝洛娃重遇后，将从姨

妈那继承的庄园及土地分给当地农

户，但是却以租金的方式仍享受着地

主的荣耀，尽管羞愧感并无减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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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贵族而言，已

是难得的一步。而最后将自己从母亲

处继承的土地不带租金地分给农户，

并且思考出对农民有益且不浪费土地

的方案时，聂赫留朵夫才彻底摆脱羞

愧感的桎梏，灵魂得以复活。

由此可见，羞愧是某种形式的自

我超越的契机。尽管家庭环境、职业氛

围和贵族姻亲可能让主人公更加屈从

于环境，但外部力量只能相对延迟羞

愧的超越拐点的到来，但不能避免其

到来。虽然 19世纪初期的“多余人”并

没有走出羞愧的幻象，迎来超越的可

能；但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给了我们

以启示：超越羞愧感的临界点总会到

来。正如之前所讨论的，聂赫留朵夫的

三重羞愧中的身份羞愧并没有对他产

生实质性的改变，他虽受情感波动有

所行动，但一直处于在不愿放弃现有

财富地位的边缘试探的状态，因而，这

类超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对玛

丝洛娃的羞愧，从憎恶他人，演变成憎

恶自己，并衍生出对玛丝洛娃不幸遭

遇的同情之意时，聂赫留朵夫心灵的

震颤才是巨大的。他不断反复，多次根

据受害人反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方针，

但最终以基督教的教义“自我眼中的

梁木”鞭策自己，实现了自我升华与超

越。在每一次打退堂鼓的时候，他的心

中总有一种正义的声音响起，促使他

更深刻地厘清事物背后的逻辑、罪与

罚的真实关系、管理者(省长、检察官、

狱卒)与被管理者(政治犯、农奴、流浪

汉)的辩证关系，从而从精神上真正实

现复活，超越之前狭隘的享乐主义，超

越对自身环境堕落的抱怨不满，甚至

超越与生俱来的贵族优越意识，意识

到真正的上等人是那些所谓的政治犯

（如谢基尼娜、西蒙松等）和农奴。那些

政治犯身上所包含的对民族的忧思以

及农奴们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的淳朴

民风彻底净化了聂赫留朵夫，也引领

他实现对玛丝洛娃精神和身体上的双

重救赎。

三、结语

托尔斯泰从未放弃自己的人道主

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宏图大志，他不

仅身体力行民主仁爱的理想，还把理

想的实现倾注在对聂赫留朵夫的心灵

刻画上。托尔斯泰通过对聂赫留朵夫

的羞愧体验的他者性、层次性、反复性

和可超越性的详细阐释，以长卷本的

形式勾勒出了19世纪贵族的生存困境

和救赎之道。即：贵族之高贵在于心灵

的高贵和品德的培养以及对他人的同

情，并实践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不

同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玛

莎·努斯鲍姆 (Martha C. Nussbaum)的
西方政治哲学的观点，即从基督教立

场出发，认为羞愧是导致自由民主社

会失效的一种负面情绪，托尔斯泰发

现了隐藏在羞愧情感之下的能动性：

羞愧感虽始发于个人，但也会引起整

个阶层乃至民族的共鸣，从多余人到

聂赫留朵夫的蜕变就是明证。因此，羞

愧感的培养有助于实现主体之完整

性，同时完善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

012



ReferencesReferences（（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Allan, S., Gilbert, P. & Goss, K.
1994. An Exploration of Shame Mea⁃
sures—II: Psychopatholo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5), 719-
722.

[2]Cluck, N. A. 1985. Shakespear⁃
ean Studies in Shame. Shakespeare Quar-

terly, 36(2), 141-151.
[3]Gilbert, P. 1997.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Role in
Shame, Humiliation, Guilt and Therapy.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70
(2), 113-147.

[4]Lynd, H. M. 1958. On Shame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5]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

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Tangney, J. P. & Dearing, R. L.
2002. Shame and Guilt. New York: Guil⁃
ford.

[7]Turner, J. H. 2007. Human Emo-

tions: A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
ledge.

[8]De Spinoza, B. 1997. Ethics.
Trans. He L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997.《伦

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Li, G. 2016. Translator's preface,

in Lev Nikolaevich Tolstoy. Resurrection.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力冈.2016.译者序,载《复活》,列
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著,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Said, E. 1984.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Trans. Wu Qiong. In Wang,
M. A., Chen, Y. G. & Ma, H. L. (ed.).
The Face of Foucault.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1-12.

（爱德华·赛义德.1984.米歇尔·福

柯,1926-1984（吴琼译）,载《福柯的面

孔》,（汪民安，陈永国和马海良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12页.）

[11]Tolstoy, L. N. 1983. Collected

Works of Tolstoy: Resurrection. Trans. Cao
Y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

泰.1983.《托尔斯泰文集:复活》（草婴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2]Zheng, W. L. 2013.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hame in Judaism and
Divine Law of Genesi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

sity, 5, 11-21.
（郑文龙.2013.从《创世纪》看犹太

教的羞愧感与神法的关系,《海南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期,第 11-
21页.）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013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Shame and Transcendence: On Nekhludoff
in Leo Tolstoy's Resurrection

ZHU Menglin YAN Haif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Resurrection is a spiritual dialectical novel of Leo Tolstoy in his later

years. The image of the nobleman Nekhludoff's confess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its complexity and profound meaning. Shame, as the

leading emotional factor in Nekhludoff's entire action mechanism, plays a piercing role

throughout the novel. Re-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khludoff's 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 individual and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of Nekhludoff's

feelings of shame can solve the complexity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changes and survival dilemma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in the 19th century.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mechanism of shame with literary performance to re-exhibit the difficult sur-

vival and self-salvation of the nobles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the

19th century so as to point out that the emotion of shame, as a one-dimensional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human, unlock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transcendence.

【【KeywordsKeywords】】Resurrection; Shame; Self-Salvation;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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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堂教学是一个交互的过程(El⁃
lis, 1990)。一次成功的教学活动需要教

师与学生的双边互动配合方能焕发活

力。因此教师作为复杂语言学习活动

的中介者，不仅在知识传授中发挥主

导作用，也承担有效话语反馈功能，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状态进而

影响其语言行为和语言学习效果。实

际上，教师反馈不仅能促进学生有效

输 入 ，亦 能 促 进 学 生 语 言 输 出

(Chaudron, 1988)。积极正面的教师反

馈可以是对学生已获得成绩的一种肯

定和赞同，也可以是对学生未来发展

进步的一种启发和鼓励，对于构建良

性互动的外语学习氛围，提高外语学

习者的课堂参与热情意义重大。国内

先前的研究大部分视教师反馈为教师

语言的一个分支，而从语用学角度对

于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进行的专门研

究则相对较少，即便有一些相关语用

学研究，也主要以非英语专业学生为

主要观察对象，以某外国语院校的英

语专业学生为观察对象的尚不多见，

更少有分具体年级讨论的研究。本研

究运用语用学相关理论试析大学英语

专业的口译课堂教学，将课程内容具

体化，从学习者视角描述了不同情境

下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给出一定的

有效教学建议，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的积极反馈话语研究做出新角度下特

殊的补充，以期推动高校英语专业口

译课程的蓬勃发展。

二、文献综述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约

翰·奥斯汀 J.L.Austin提出，他认为社会

英语专业口译课堂中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英语专业口译课堂中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
程鑫熔① 韩亚元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现阶段我国各大高校英语专业均设置了口译方向必修或者选修课程，对学生的双语
基本功、跨文化知识，口语流利度及心理素质均有较高要求，因此课程整体难度较大，学生多
出于被动参与课堂实践。此时课堂中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便尤为重要。本文将从言语行为
理论和礼貌理论视角，通过课堂观察和调查分析对口译课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进行语用分
析研究，聚焦相关词语使用频率，言语行为类别及礼貌语应用，旨在探索积极言语反馈与学
生学习能动性的关联，以期激发英语专业学生对口译实践的兴趣，缓解其焦虑情绪，形成主
动的语言学习氛围。
关键词：教师积极言语反馈；口译课堂；言语行为理论；礼貌理论

①程鑫熔，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②韩亚元，女，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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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人们的语言不仅可用来说明事

实或阐释现象，也可用来完成一定行

为，即行事和成事功能(Austin, 1962)。
奥斯汀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言语行为，

即以言指事(话语的字面意)，以言行事

(话语的目的)，以言成事(话语的效果)。
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教师反

馈是教师在交际语言环境下对学生的

课堂言语行为做出的反馈言语行为。

随后他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约翰·塞

尔 J. R. Searle (1986)和其他众多语言

学家对奥斯汀创立的语言理论不断更

新，重组，扩充，总结，并又科学地将言

语行为划为五类，即断言类，指令类，

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Brown 和

Levinson则在 1987发表的礼貌理论中

提出了三个基本理念，即面子，威胁面

子行为和礼貌策略，其中面子又分为

正面与负面两种，所谓正面面子是希

望得到来自他人的认同和赞许；负面

面子指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比人

或受到干预，妨碍而使自己感到丢面

子。在人际交往中若要相互合作，那么

说话时就要在保留面子方面进行合

作。因此合理使用礼貌语言就是既保

留自己面子又维护对方面子的最佳选

择(Brown & Levinson，1987)。礼貌是一

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郭铁

妹 刘风光 王胜，2006)。从语用学角度

分析，教师反馈不仅承载以言行事的

功能，同时也含有一定的威胁面子成

分，若运用不当可能触发课堂焦虑情

绪。教师与学生作为口译课堂的主要

参与者和交际主体，都会不同程度上

地使用以言成事和以言行事，消极反

馈不仅会造成威胁面子行为，削弱学

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教

师的授课及互动。因此，教师只有合理

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策略，方能

与学生成功进行课堂交际，顺利完成

授课任务。

鉴于教师反馈在教学语言中的重

要作用，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均从不

同角度对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对话进

行深入分析。学者 Sinclair和Coulthard
(1975)率先提出课堂会话具有 I-R-F
三话步结构特点，即诱发，回答和反馈

(initiation- response- feedback)。其中反

馈话步(Feedback Move)是指以促进激

励学生的学习为目标而对其某一学习

进程发回的信息评价，不仅是教师对

学生回答做出的更正补充，也是双方

话轮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Cullen
(2002)认为反馈话步可细分为评价性

(evaluative)反馈和话语性(discoursal)反
馈，前者关注语言形式，后者则关注语

言内容。以往研究大多聚焦评价性反

馈，究其原因主要是展示性问题约占

教师提问的 80% (Banbrook, 1987)。而
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视线主要集中

在教师修正学生的错误 (error correc⁃
tion)上，均属于评价性反馈中的负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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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 (Jung, 1999)。国内学者也开始注意

到教师反馈在课堂中的重要性。周星、

周韵(2002)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师的反

馈作了较为笼统的概述。李俊芬(2008)
认为教师依据学生在不同阶段情感的

动态变化，可以提供对应反馈策略，激

发其学习兴趣，然而，有些教师虽然给

予学生自我纠错的机会，却不能对其

进行有效指导(谢晓燕，2011)。王颖、刘

振前(2012)则针对大学英语专业写作

课程中的教师反馈进行深入研究，得

出结论教师反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

语写作能力。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模

糊专业和年级对英语课堂中的教师反

馈话语进行观察和讨论，且讨论重点

多在负面反馈上，即便细化至英语专

业也停留在写作等课程的研究。本文

将聚焦大学英语专业里具有一定难度

的口译课程，关注口译课堂中的教师

积极反馈话语，以期提供新的研究视

角，增加学生学习热情，提升课堂授课

效果。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深入分析英语专业口译课

堂中不同情况下的教师积极反馈话

语。具体问题如下：

（1）当学生流畅清晰地回答出正

确答案时，教师是如何通过反馈话语

对其进行表扬？当学生未能完整地回

答出正确答案或回答了错误答案时，

教师又是如何通过反馈话语对其进行

鼓励或引导？

（2）口译课堂上教师积极反馈话

语中运用的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理论

给予教师怎样的教学启示？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

法，分析了高校英语专业口译课堂中

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类型、言语行为类

别、语用功能及运用的相关礼貌策略。

本研究量化研究部分的对象为我国某

语言类大学英语学院的三位教师，均

具有博士学位，均具有十年以上教龄，

开设课程分别为交替传译和英汉/汉英

视译。三位教师代表的授课对象为该

校英语专业的三年级本科生。考虑到

大三年级学生已进行方向分流，不同

的口译水平和口译兴趣可能会对结果

造成影响，笔者将继续划分授课对象

为翻译方向学生和非翻译方向学生(包
括语言文学方向、教育方向及区域研

究方向)。笔者通过亲历课堂观察，对受

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录音转写成

文字资料，对其课堂积极反馈话语进

行收集归纳及总结。

本研究首先确定具有代表性的口

译课程，跟随本班同学及老师完成课

堂互动，随堂记录教师提问及学生回

答；其后在征得老师允许下，跟随同年

级不同班级的同学进行旁听并随堂记

录课堂问答。最后为确保研究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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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笔记中反映出的但未明确的问

题，如教师提问设计，学生心理活动，

陈述语气等，随机抽选翻译方向和非

翻译方向各两位同学进行深入访谈以

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1. 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类型

调查研究发现，教师积极反馈话

语类型可以基本分为直接积极反馈

（使用频率约为 69.1%）和间接积极反

馈（使用频率约为30.9%）两大类。当学

生准确清晰地回答出问题时，教师常

会给出诸如“很好”“完美”“你说对了”

的直接积极反馈，特点是直观明了地

表达老师对学生的欣赏；然而当学生

的回答出现缺漏或错误时，教师则会

给出诸如“不错，那换个说法呢？”“再

好好想想答案”“可以，只是能再具体

一些吗”的间接积极反馈，特点是虽然

没有直观表达出对学生的肯定甚至隐

含了一定的负面评价，但其中包含老

师对学生的鼓励和引导。其中直接积

极反馈又包含三种话语结构，第一种

为简单话语表扬，由单独的词组或简

单句构成，例如，

（1）对的；棒极了；你说对了。

第二种为复杂话语表扬，通常由

简单话语表扬和评价组成，例如，

（2）非常好，你复述得很完整也很

精准。

第三种为感谢性话语表扬，首先

对学生回答作出感谢，例如，

（3）谢谢，你为大家展示了一场非

常规范标准的会议同传。

间接积极反馈同样包含三种话语

结构，第一种为提示性话语表扬，通常

由反问句或设问句构成，例如，

（4）不错，那将“people who are ex⁃
tremely jealous”换个说法呢？

第二种为探问性话语表扬，经常

以重复或解释对方回答的形式出现，

例如，

（5）对，所以你的意思……，是吗？

第三种为安慰性话语表扬，通常

发生在对方未能圆满回答的情况下，

例如，

（6）非常好基本都能跟上，只落了

几个比较长的单词。

言语行为类别

断言类

指令类

表述类

反馈语实例

没错，正应该这么翻译。

换一种说法。

不错这样翻译很恰当！谢谢!

适从向

词语适应世界

世界适应词语

词语适应世界

心理状态

相信

期望

欣赏

语用功能

认可

启发

激励

表1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的言语行为类别和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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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的言语行为

类别和语用功能

从表1可以看出，口译课堂教师积

极反馈话语有三种明显的言语行为类

型，分别为：断言类、指令类和表述类。

断言类以言行事行为展现的是说话人

对命题内容正确与否的判断，可用以

对学生的答案进行认可与赞同；指令

类以言行事行为展现的是说话人对听

话人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可用以对学

生的不足进行启发与引导；表述类以

言行事行为展现的是说话人听到命题

内容时波动的心理状态，可用以对学

生的展现表示欣赏和满意。鉴于当堂

课程安排及教学任务，教师可能面临

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学生回答快速作出

反馈，此时断言类和指令类话语相应

增多；当学生情绪过于紧张，答案相差

甚远，或表现尤为出色，教师则更倾向

于使用表达类话语安慰鼓励对方。三

种言语行类型作为积极有效的教师反

馈话语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若合理运

用，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更能增进教

学成效。

3. 礼貌策略的回应方式和使用频

率

从表 2可以看出四种基本的礼貌

策略的应用方法。按照使用频率递减

的顺序排列分别为：第一位，积极礼貌

策略，例如，

（7）真棒！口语进步很大！让我们

给她一阵热烈的掌声！

该情境下，教师直观正面地表达

了对学生进步的认可和鼓励并使用了

“让我们……”的词组将教师和全体同

学同时包含在互动范围内，积极反馈，

增进距离。

第二位，非公开实施礼貌策略，例

如一名同学充当英文讲话人而另一名

同学担任中文译员时，由于做翻译的

同学没有听清于是向对方求助，讲话

人同学随即用中文进行词语提示，此

时教师可能会说；

（8）You are such a talented bilin⁃
gual!

该情境下，由于讲话人同学急于

帮助同伴而未使用英文直接以中文进

行提示，违背了交传原则，然而老师并

表2 礼貌策略的应用方法和使用频率

礼貌策略

回应方式

同类频率总和

未实施威胁面子行为

忽略错误

7.1%

非公开实施

礼貌策略

模糊回应

22.4%

消极礼貌策略

提出问题

15.7%

积极礼貌策略

赞美鼓舞

54.8%

Linguistics 语言学

019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未对其进行批评而是以幽默轻松的口

吻实施非公开礼貌策略，不仅缓解了

两位同学的紧张情绪，侧面进行了鼓

励，同时活跃了课堂氛围。

第三位，消极礼貌策略，例如。

（9）Well, there exist some disagree⁃
ments and later we will have a discus⁃
sion together.

该情境下，教师指出了课堂中存

在的不同见解，在不影响教学进度的

条件下实施了礼貌策略，提出可以稍

后共同进行讨论，维护了自己和学生

的面子。

第四位，未实施威胁面子行为，例

如，

（10）T: So what did they use to cure
diseases?

S: Medical grass.
T: Okay, the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herb?

该情境下，学生对草药有一个典

型的中式表达“Medical grass”,然而教

师没有直接指出错误，而是先进行了

肯定，随后用新说法“herb”进行了隐形

纠正，忽略了小错误，照顾了学生的面

子。

综上所述，积极礼貌策略使用频

率最多，非公开实施礼貌策略随后，消

极礼貌策略次之，未实施威胁面子行

为最少。这反应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特点。一方面，

教师照顾到学生的面子，对其在发言

过程中的小错误进行忽略和良性纠

正；另一方面，教师对不同的学生实施

不同的积极反馈策略。对于进步较大，

表现优异的学生，教师采用鼓励和赞

美的方式，对于违反规则，引起误解的

学生，教师则以幽默风趣的方式缓解

尴尬，推动教学顺利进行。

4. 教师积极反馈话语对学生的影

响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对受

访者进行编号，其中受访者1和受访者

2均来自三年级翻译方向，受访者 3和
受访者 4分别来自三年级语言文学方

向和教育方向。四位受访者均表示，课

堂中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对其作答和

互动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在其回

答出现纰漏或未能成功与同伴完成交

传时，授课教师的积极反馈话语不仅

能缓解其焦虑情绪，亦能促使其思维

活跃，快速准确作答。积极反馈话语能

够促进其后续课程的学习进程，甚至

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有一定的正面鼓

励效果。受访者 1和受访者 2表示，虽

然自己来自翻译方向，口译水平相对

于其他同学较高，但“还是会感到很有

挑战性，上课老师叫到自己回答会很

紧张，老师对自己也会有更高的要

求”。受访者3自认其口译水平一般，但

当教师交给其一项具有难度的口译任

务，并给予其一定期待和鼓励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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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反而做得比以往更好，对下节课也

更有信心”。受访者 4表示，自己一直

“很害怕在口译课出错”，但“老师提问

语气十分温柔，经常是由浅入深地提

问问题，而且总是安慰我，帮助我，我

觉得这样真的很棒”。据此可以得出结

论，口译课堂中的教师积极反馈话语

对学生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对于能力

较高的学生，可以促使其进一步提升

口译水平；对于能力一般的学生，能够

启发诱导其发挥潜力继续锻炼；对于

能力较差的学生，亦能增强信心激发

学习热情。

五、结语

本研究以英语专业三年级口译课

堂的教师积极反馈话语为切入点，运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

法，针对教师如何运用积极反馈话语

鼓励学生及其体现的言语行为理论和

礼貌理论进行讨论，并试图从学习者

视角对不同情景下的话语现象和教学

效果作出解读。研究发现：

首先，在对话式课堂交际中，反馈

话语作为听话者角色即教师的重要话

语内容，对说话者角色即学生有着特

定的影响。教师可通过一系列重复、解

释、帮助、诱导、总结、追问等方式对学

生问答进行正面反馈。通过课堂观察

笔者发现，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类型可

分为直接积极反馈和间接积极反馈，

其中直接积极反馈约占总比三分之

二，包括简单，复杂和感谢性话语表

扬；而间接积极反馈则包含提示性，探

问性和安慰性话语表扬。根据言语行

为类型又可将其分为断言类，指令类

和表达类话语表扬。教师在课堂中最

常使用积极礼貌策略维护学生面子，

活跃课堂氛围。

其次，教师应加强自身语用学相

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扩充，并

在不断学习借鉴中逐步熟练运用，这

有助于教师在完整的授课过程中更加

礼貌、亲切和得体，创造良性互动的课

堂学习气氛。与此同时学生也会与教

师形成良性互动，更加自信、专注和上

进，双方共同构建一次成功的课堂展

示。

另外，由于课堂上教师提供的部

分反馈语单薄而笼统，比如“All right”
“Okay”“Well done”等等，有时不够充

实而直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合

理使用、丰富和更新支持性话语语料，

因材施教针对不同情境下不同学生的

特点做出相对回应。教师必须充分运

用各种支持性反馈语对学生的提问和

回答做出积极回应，以达到支持启发

式教学的语用目的，从而缓解学生面

对高难度口译任务的紧张不安情绪，

最后帮助学生提高对口译课程的学习

信心与专业热爱。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

研究对象相对过少，访谈结果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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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未从全局性视角对翻译教学体

系进行探究，因此研究结论有待进一

步完善考证。本研究旨在发挥抛砖引

玉的作用，引起学者对高校英语专业

口译课堂中的教师积极反馈话语的关

注，这将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增强教

学双方的愉悦度，共同营造积极向上

的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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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Positive Feedback in Interpretation
Classroom of English Major

CHENG Xinrong HAN Yayuan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At current stage all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compulsory and op-

tional interpretation courses in English major classroom,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high lev-

el of bilingual ability, cross- cultural knowledge, oral fluency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us as a whole interpretation courses are thought to be challenging to students and most

often they passively take part in classes. Hence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teachers to uti-

lize positive feedback during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act theory as well as

polite theory, a pragmatic study is going to be delivered about teachers' positive feedback

in interpretation classroom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is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frequency of related words, categories of speech act theory and applica-

tion of polite word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feedback

and students' initiative to study, inspire them to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pretation and re-

lieve their stress and form a voluntary atmosphere for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Keywords】】teachers' positive feedback; interpretation classroom; speech act theory;

poli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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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实行课程思

政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使命，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思政格局

下“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的具

体举措。高等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

中心环节，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高校

的课堂教学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引领下，利用好专业知识体系蕴含

的思政教育资源，传授学生知识和培

养学生能力，使之成为不仅具有学科

素养和创新精神、更有文化自信和家

国情怀的专业人才。

在中国发展大战略的背景下，外

交外事、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诸多

领域需要更多的专业翻译人才来服务

中国对外发展、参与全球治理、扩大中

国国际话语权。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翻

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旨在培养德、智、

体 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

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

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翻译

教指委，2013）。无论是从语言的跨文

化特征和翻译的文化建构本质来探

讨，还是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升

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考察，MTI
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都具有时代的

前沿性。价值引领是MTI培养的关键

环节，因为翻译人员在对外交流活动

中必需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广阔的

国际视野、扎实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的

跨文化能力，才能担当起“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责任。而当翻

译教学面对育人理念时，其本身丰富

的育人本质就彰显出来，外语教学特

MTIMTI翻译课程的思政建设探索翻译课程的思政建设探索
付天海① 傅 琪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MTI翻译课程思政要打造多维立体的育人体系，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传播中
国话语的能力。以政论文本和典籍文本翻译为主的中国主题教学可引导学习者深入了解中
国特色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正确的翻译观。以第二课堂和新媒体传播实践为主
的隐性课程可培养翻译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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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实用性和人文性是实现对翻译硕

士“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

良好土壤。翻译教学打造立体多维的

育人体系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提高传播中国话语的能力。

二、从文化自信角度拓展中国主

题素材

MTI的翻译教学要在知识讲授中

充分提炼思政素材，围绕内涵丰富的

双语语料，提升学习者的文化自信，将

立德树人的教育观贯穿教学始终。青

年学子只有在正确认识自我文化、客

观比较他者文化的基础上，才会在多

元文化的世界里平等交流。翻译不仅

是对语言符号的转换和服务，也是对

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扩容。文化自信的

主体在面对各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客体

时，会对本民族的文化价值产生强烈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文化自信的

本质特征，也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

生命力的客观认识和价值追求。同时，

文化自信对外来文化要持理性认知和

扬弃立场，这表现在文化自信主体对

他者文化不是一味地复制与推崇，而

是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有学者认为，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是基

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道路认同、理

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等若干维

度（邱仁富，2018：109），这正是文化自

信所依托的有机整体。MTI翻译课程的

思政教育要在学习实践中积极唤起学

生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他们坚

定的理想信念，使之学会在语言文化

比较中正视中西文化意识形态的差

异，明辨是非，避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

大的两极现象。

课程教学是MTI培养方案中的重

要环节。教师要合理筛选教学内容，精

选双语文本，统一教学材料的思想性，

创造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相融相和的

前提条件。要围绕提升学生的文化自

信意识拓展中国主题元素，指导学生

在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文本的形成

上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效

的教学载体生成有情感效度和价值意

义的学习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的文化

体验，使之生成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

信，让价值观的培育渗透到知识学习

的每一处角落，实现“知识惠人与立德

树人、知识本位和人格本位”（陆梅 邓

琳，2019：8）的和谐统一。

1. 政论文本的翻译教学

中国主题元素的教学资源可细化

为政论文本和典籍文本。政论语篇以

《治国理政》《中国关键词》双语对照版

等外宣文本为代表。上述著述不仅提

供了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供给侧改革”“国家

大数据战略”等中国特色话语，也阐述

了其产生的政策背景和具体语境，核

心内容和价值意义。同时，多种修辞手

段的运用也给庄重的政治语体赋予了

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在《治国理

政》中，古代诗文、历史典故、名言警句

创造性地融入了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理

想，成语、俗语和歇后语的使用又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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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的抽象事物生动形象、简短凝

练地表现出来。学生在翻译实践过程

中，不仅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内外政策、

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体验到中华

传统文化的底蕴和伟大。

政论文本有其自身的表达特点和

翻译难点，学生要学会分析中西语言

文化的差异，增强跨文化的敏感性，充

分考虑译文是否能够贴切表达中国政

策和中国发展道路。遇到穿插于文本

的用典和修辞时，提倡将历史文化渊

源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在

目的语没有对应结构和表述的情况

下，以传达出中国文化内涵，兼让目的

语读者易于领会为翻译目的。总而言

之，无论是翻译方法上的直译、意译，

还是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归化，学生在

反复阅读原语文本之后，要从文化自

觉意识出发，以翻译阐释的角度深刻

理解中国特色话语内涵，构建起正确

的翻译观，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通于翻译活动之中。鉴于正式出版

的双语对照版可提供精准而权威的译

文，在翻译课堂上可采用小组讨论、学

生自译、教师讲评和对照反思的步骤，

使得学生逐步掌握外宣文本翻译的策

略、方法和原则，增强民族自豪感，提

升翻译能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讲

好中国故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典籍文本的翻译教学

中华典籍翻译可从哲学典籍和文

学典籍入手。广义而言，典籍不仅只

“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

(王宏印，2007：2)，还包括更为广泛的

诸如科技、医学、法律、民族等方面的

文献。典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

流，是中华民族伟大思想的结晶，是一

个国家文化基因和文明魅力的外在呈

现，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聚集力，传承中

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

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如何分享这笔人

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让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走出去，顺畅地参与全球多元文

化的建构，是MTI翻译课程思政的现

实目标，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

战略需求，也凸显了翻译在文化传播

中的重要意义。但高水平的翻译专业

人才不仅仅只是精通目的语的语言和

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知晓中华文

化，热爱吾土吾民，才可以在未来的语

言服务中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国

文化，做好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典籍翻译教学的思政导向要无

缝对接在教学设计中。在学生开始组

内合作并形成最终译文的阶段，一般

要经过雅各布森所言的“语内翻译”

和“语际翻译”两道工序。语内翻译可

理解为用相同语言的其他符号来翻

译，这是指将典籍语言先转换成现代

汉语；语际翻译可理解为用不同语言

之间的符号来翻译，这是指将中文语

言转换为目的语语言。语内翻译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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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优秀传统文化，生成文化自觉的过

程。学生首先要查阅资料以透彻理解

经典选文的内容思想，再将之转化为

清晰明了的当代语言，这是青年人吸

收中国传统文化养料，提高自身文化

修养的自然过渡，对加强文化自信会

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语际翻译中，学

生要学会主动选择有助于传播中国

文化的翻译策略，在考虑目的语读者

可接受性的前提下，多采用直译、音

译、注释等方法，尽可能保留原语文

本特色，维护文化核心价值。对典籍

多译本的现象，一方面可通过对多译

本的溯源整理来探求典籍文本的外

译史，了解典籍外译的海外传播与接

受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对海外优秀

译文的学习参考，对比和反思自译需

要改进的地方。此外，学生还可从跨

文化比较的角度，发现并修正外译本

中因误读而导致的文化扭曲和变形

现象。

三、加强隐性课程的思政教育建

设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衔接是实

施课程思政的有效手段，只有将显性

引导与隐性塑造自然融合，才能克服

思政教育泛理论化、形式化的倾向，实

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目标。与显性课

程相对，隐性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

中通过间接内隐的方式获得的教育经

验，是学生在学习环境中所学到的非

预期的或非计划的知识、价值观念、规

范和态度等（Jackson, 1968: 33-35）。隐

性课程具有隐蔽性、发散性和时效性

的特点，MTI的翻译课程思政也同样适

用与此。翻译课程的思政教育不仅只

发生于显性的第一课堂教学，还要打

破时空的界限，施行实践育人、环境育

人、社会育人，打造立体多维的育人体

系。对此要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提升学生的新媒体文化传播能力，

全方位、全过程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1.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互补

和扩展，翻译课程思政的第二课堂可

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在校内，鼓

励学生参加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类

的报告宣讲、党团建设、文艺活动、参

观学习等，在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中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邀请

行业资深学者、专家和昔日的外交外

事人员来校言传身教，为学生传道、

授业、解惑；举办以中国元素为主题

的翻译比赛，开展创新创业项目，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校外

可组织翻译硕士生参加地区的文化、

旅游、商贸等外事活动的志愿者服

务，于身体力行中深刻理解国家政策

和中国道路，扩大对外交流视野，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参加社区服

务、赛会服务、支教服务等公益性活

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

品格，发扬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主

人翁意识。校外翻译实践基地和企业

实习基地也是发挥第二课堂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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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阵地，具体的实践项目可锻炼学

生的翻译技术能力，内化他们爱岗敬

业的职业道德，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

下良好的基础。

2. 提高新媒体传播能力

在信息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微

博、微信、抖音等社交类APP成为人们

获取和交流信息的主要平台。新媒体

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形式丰富，这

为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提供了新的路

径，也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的思

路。例如，翻译硕士生可以班级为单

位，发动集体的力量，调动全员的智

慧，开发有特色的微信公众号，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定期推送有关中国主题的

双语文章。新媒体翻译实践在内容上

除了双语介绍中国话语和中华典籍之

外，还可加入具体有形的文化现象，如

节庆习俗、名胜古迹、民间艺术等，让

传播的内容融入更多的情感温度。在

采编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会对中

国当代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进而产生思想认同和情感

认同。在讨论特色表达和文化意象的

准确翻译时，学生的文化阐释能力和

翻译应用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同时，对

公众号文章的排版和制作也能充分锻

炼学生的新媒体应用技能。总之，翻译

硕士生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翻译实

践，是在信息碎片化、多元化、电子化

新形势下建设隐性课程思政的新的手

段，有助于提高翻译硕士对外传播文

化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一步强调

了专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机融合：“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基本载体。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

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

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

融入课程教学。”（教育部，2020）以政

治语篇和中华典籍为主的中国主题翻

译教学内容可引导学生认识“世情国

情党情民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以第二课堂

活动和新媒体传播实践为主的隐性课

程拓展了专业教学的“广度、深度和温

度”，培养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翻译

人才的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创新意

识。建立MTI翻译教学多维立体的思

政育人体系，有助于学生从双语翻译

实践的角度促进文化体验，生成文化

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以扎实的专业基

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传播好中国声

音。

ReferencesReferences（（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Education.
2013. An Instructional Training Program

for MTI Postgraduate Education[Online].
Retrieved Dec. 30, 2020, from: http://cn⁃
ti.gdufs.edu.cn/ info/1006/1094.htm.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2013.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

028



究生教育指导性培养方案,翻译教指委

网.)
[2]Jackson, P. W. 1968. Life in

Classroo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3]Lu, M. & Deng, L. 2019. Prac⁃
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ep Integra⁃
tion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ibet Educa-

tion, No. 3.
(陆梅，邓琳.2019.翻译教学与课程

思政深度融合的实践与反思,《西藏教

育》,第3期,第7-10页.)
[4]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0. Guide-

lin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Online]. Retrieved Dec. 30, 2020, fro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教育部.2020.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中国政府网.)
[5]Qiu, R. F. 2018.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Research, No. 4.
(邱仁富.2018.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的理论阐释,《思想教育研

究》,第4期,第109-113页.)
[6]Wang, H. Y. 2009.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Masterpieces in English Trans-

l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
ing and Research Press.

(王宏印.2009.《中国文化典籍英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MTI Translation Courses

FU Tianhai FU Qi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MTI courses is aimed to contribute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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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正在经历

全方位、多维度的转型，各高校特别是

应用型高校对打造大学英语“金课”正

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作为课程教学主

体的学生的能动性能否被充分的发挥

出来，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学生的

学习价值感或满意度。大量的研究表

明满意度高（价值感高）的学生才能坚

持并最终成功的毕业，学生满意度的

调查是检测高校是否完成它培养合格

毕业生的使命中的重要因素（Mussie
et al，2012：34-44）。满意度（价值感）高

的学生才愿意更主动、更努力地投入

到学习中，才能按时出勤、积极参与课

程的学习和作业的完成（Bryant, 2006：
25-35；ECCLES & Wigfied，2002：109-
132）。

关于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英语价值

感，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有国外

学 者 Klem, A. M., & Connell, J. P.
（2004：262-273）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

了研究，发现在学校能感知到社会支

持的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学习态度、

学习价值感，对于学校的满意度更高，

在学业上更为主动。

在中国大学英语背景下，从社会

学的视角，探究学生的学习价值感的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感与英语学习价值感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感与英语学习价值感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以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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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价值感，本文从大学生所感知的社会支持入手，通过定性、定量研究对大学生所感知的社
会支持与英语学习价值感的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社会支持是大学生获取
或者提升英语学习价值感不可或缺的外界条件，而且与教师支持相比，同学支持与大学生英
语学习价值感的关系更为紧密。进而提出了提升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促成大学英语的

“金课”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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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前还没有。因此，笔者尝试通过

实证性研究来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支持感与英语学习价值感之

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教师学业支持、教

师情感支持 、同学学业支持与同学情

感支持在英语学习价值感的各个维度

中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能够感知到的来

自外界的关心、好感、尊重与重视，从

而对其交际网络产生认同感（Cobb，
1976：300-314）。对学生而言，社会支

持主要为他们在学校所获得的教师及

同学对其学业的关心与帮助，精神上

的鼓励与肯定（Ghazi, 2002：263-273）。
学生能感知的社会支持分为四个方

面：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学业支持（TAS）
和教师的个人支持（TPS）、同学的学业

支持（PAS）和同学的个人支持（PPS）
（Ghazi & Kassim & Samar, 2007：229-
240）。以上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学生感

知到的教师与同学的支持能减少学生

的沮丧感、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使学

生更能够坚持并完成学习任务。

“Tino (1975：89-125)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学习者所获取的社会支持以及

与同学之间关系的友善融洽程度能很

大程度上预示他们学业的成败。其他

研究者也发现，社会支持感对学生的

学习兴趣、参与积极性及学业成绩等

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Noel, 1985：29-
35；Klem & Connell, 2004：262-273)。而
Ghaith(2002：263-273)、Ghaith 等（2007：
229-240）则通过调查发现学习者所感

知的社会支持、协作学习能力与外语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 教师学业情感支

持与同学学业情感支持的多寡与学习

者外语学习的成败息息相关。

肖庚生等（2011：2-11）发现学习

者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感与英语自主学

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学习者所感知

到的同学情感帮助，同学学习帮助，教

师情感帮助与教师学术帮助都与学习

者的合作学习成正相关（廖岸民，

2013：29-35）。在英语合作学习课堂上

社会支持对活跃课堂气氛有着积极的

影响（丁宁，2009：29-36）。
2. 学习价值感

Marsh（1980：465-473）认为“学习

价值感（Learning/Academic Value）就是

指“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对

于所参与课程及相关授课教师所产生

的主观成就感或满意程度”。它包含四

个维度：学生感到“课程富有挑战性和

启发性”，认为“课程的学习是值得

的”，“对课程的兴趣提高了”，学生“主

动地学习并掌握了课程的内容”，学生

通常对于课程评价很高，并清楚地表

达了在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的完成

中体验到的成就感。程英（2009：211-
219）对北京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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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课的调查后发现教师的教学能力对

于课程学习价值感有预测能力。刘泉

（2016：97-102）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对

蒙古族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进行了研

究，发现课程设置中的课程目标、教材

和教师的知识与外语技能对课程学习

价值感有预测能力。学习价值感影响

着学习个体对于学习任务和活动的参

与目的的认识（Kevin, 2013：3-11）。学

习价值感是学生渴望、偏爱或想要得

到的特定的学习目标或成绩，对于学

生在校学习很重要（ECCLES & Wig⁃
fied, 2002：109-132）。

三、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学生能感知的社会支

持对于英语学习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

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它对于学习价值

感的提升作用在国外学者那里已经得

到了证实（Adena & James，2004：262-
272），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是

空白，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

学习者所感知的社会支持对大学英语

学习价值感的影响，从而为大学英语

“金课”建设提供有意义的理论支持和

现实指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为了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大学生社

会支持感对学习价值感的影响，笔者

兼用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通过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开展研究。

本研究的受试者为本人所在学校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160名大二学

生。受试者的选取是基于以下原因：经

过近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与集体生

活, 大二学生对英语学习价值感的认

识较为成熟，对由老师与同学构成的

学习环境的感知较为深刻 , 因此将大

二学生确立为受试有利于保证研究的

效度。

2. 定量研究

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量表

该表在参考圣玛利大学学生教育

评价表中学习价值感部分《Learning

in SEEQ》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共 6个

项目，包括学习价值感的四个要素，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2。
大学生社会支持感量表

该量表是参考《课堂生活量表》

（Ghaith, 2002：271-272）并结合中国大

学生英语学习生活情况而制订的,共
22个项目 , 涵盖大学生社会支持的 4
个方面: 教师学业支持、教师情感支

持、同学学业支持、同学情感支持。该

量表中教师支持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数 为 0.912，同 学 支 持 信 度 系 数 为

0.938。
上述各量表选择项均采用 Likert

五分量表进行计分，1=完全或几乎完

全不符合自身情况，2=通常不符合自

身情况，3=有时符合自身情况，4=通常

符合自身情况，5=完全或几乎完全符

合自身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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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访谈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笔者从参与

调查的大学生中随机抽取12名学生作

为访谈对象。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大学

生所体验到的教师与同学支持对英语

学习价值感的影响展开。由于访谈内

容涉及学生对教师及同学的看法, 如
果采取集体访谈形式不便学生反映真

实想法，故访谈方式为一对一访谈。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将通过不记名调查所获得的 160
份有效问卷数据录入，并使用 SPSS16.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对其进行统计。

首先分别对社会支持感与学习价值感

的几个维度作相关分析，然后以社会

支持感的几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学习

价值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在对定量数据果进分析时结合访

谈内容进行讨论，以便更客观、更准确

地阐释社会支持感对学习价值感的影

响 。

四、研究结果

1. 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与大学

生能感知的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

社会支持感与大学生英语学习价

值感的相关关系从表可见，

①教师学业支持、教师情感支持、

同学学业支持及同学情感支持与学习

价值感的各维度均呈正相关。教师学

业支持、教师情感支持、同学学业支

持、同学情感支持与学习价值感中英

语学习兴趣提高的相关最大，系数分

别高达0.635、0.661、0.678、0.682。
②其次教师学业支持、教师情感

支持、学生情感支持、同学学业支持对

于英语课活动开展的有效方面高度正

相关, 其中同学学业支持与英语课活

动开展的有效之间相关性达到 0.685

教师学业支持

教师情感支持

同学学业支持

同学情感支持

学习并

掌握了

英语课

所学内

容

0.504
0.484

0.623**
0.563**

英语课所学

内容富有挑

战性和启发

性

0.572
0.491

0.494**
0.506**

在英语课上

能学到有用

的知识

0.548
0.516

0.638**
0.577**

英语水平较

以前有提高

0.551
0.542

0.546**
0.575**

英语学习兴

趣提高了

0.635
0.661

0.678**
0.682**

英语课活动

开展的有效

0.627
0.597

0.685**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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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

③教师的学业支持主要与英语课

内容的挑战性和启发性相关(0.572)，同
学 情 感 支 持 也 发 挥 较 大 的 作 用

（0.506）。教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英

语水平的提高的相关性基本持平，同

学情感支持影响度略突出。

④总体而言,与教师支持相比，同

学支持与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的相

关程度更高。同学学业支对于学习并

掌握了英语课所学内容和在英语课上

能学到有用的知识方面影响最大，分

别为0.623和0.638。
2. 社会支持感 、大学生英语学习

价值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预测变量, 以大学生英语学习

价值感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进入法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显

著变量共三个：教师学业支持、同学情

感支持与同学学业支持。而教师情感

支持由于对因变量的预测能力不够显

著而被剔除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表2注
释显示, F=56.251 , P=0.000, 回归方程

有效。R2= 0.605,说明这三个预测变量

解释了因变量英语学习价值感的

60.5%的方差。Adjusted R2=.594 ，说明

排除自变量数目的影响后, 三个预测

变量因素解释了因变量大学生英语学

习价值感 59.4% 的方差。进入回归方

程的三个预测变量对大学生英语学习

价值感影响最大的是同学学业支持

（Beta=0.399）,其次是教师学业支持

（Beta=0.250）,影响最小的是同学情感

支持（Beta=0.210）。

Beta.
T.
Sig.

教师学

业支持

0.250
3.011
0.003

同学学

业支持

0.399
4.981
0.000

同学情

感支持

0.210
2.230
0.027

（F=56.251, P=0.000， R2=0.605，
Adjusted R2=0.594）

五、讨论

通过对大学生所感知到的社会支

持感对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的影响

相关分析发现，教师学业支持、教师情

感支持、同学学业支持、同学情感支持

与大学英语学习价值感存在较为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

教师学业支持、同学学业支持与同学

情感支持对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具

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学习者所感知的

社会支持有助于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

感的提升。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何

种文化背景下,东方抑或西方,社会支

持都是大学生获取或者提升英语学习

价值感不可或缺的外界条件。

本研究发现，与教师支持相比，同

学支持与大学生英语学习价值感的关

系更为紧密。在本研究中，同学学业支

034



持和同学情感支持对大学生英语学习

价值感的影响程度最深，尤其在课堂

活动的有效开展、学习兴趣的提高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在与同学

的朝夕相处中感知到同学支持的重要

性，认识到同学在学习活动中彼此合

作、帮助、鼓励、关心与支持能推动其

自身课堂的积极参与、内化学习内容、

增强对英语课学习的兴趣, 促进大学

生英语学习价值感的提高。这一点在

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一位同学提到

“我的同学对我帮助很大。在同学课堂

小组合作学习中，同学们没有歧视我,
还耐心地帮助我完成任务，鼓励我不

要灰心，还给我一些有益的建议，同学

们的鼓励与关心对我影响很大，我觉

得上课没那么无聊了，有了一定的收

获感。”

本研究发现教师学业支持是英语

学习价值感的显著预测因子, 与学习

者英语学习兴趣的提高和课堂活动的

有效开展关系尤为紧密。在访谈中，多

位同学提到英语教师所提供的学业支

持在促进其英语学习价值感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教师学业支持对于英语课

所学内容富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影响

最为显著。这一数据特征也符合徐锦

芬等（2004：64-68）等的研究结论, 教
师能否关心、鼓励、帮助学生的学业影

响着他们能否较好地把握教学目的与

要求 ,亦关系到他们能否较好地掌握

英语学习策略进而灵活地运用它们。

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没有出现教

师情感支持，是符合研究者所在学院

的实际教学模式和情况的，同时也体

现出当前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较

少注重与学习者的情感交流，而更关

注知识的梳理和学业水平的培养。而

且，这一现象在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

比如几位同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英语

教师与学生情感交流较少,其中一位学

生提到“课后和老师几乎没有交流，老

师对我们了解很少,甚至连我们的姓名

都叫不上来, 我感到我们之间不怎么

熟。其实我们很希望老师跟我们走近

一点 ,如果他们更关心我们一些,我的

学习意愿会更强。”

六、建议

基于本研究中所体现的大学生所

感知的社会支持对于其英语学习价值

感的正相关关系，及各个方面的支持

对学生学习价值感获得和提升所体现

的具体影响及程度，现就大学英语的

“金课”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在大学英语“金课”建设中，教学

机构应充分认识、重视和发挥大学生

所感知的社会支持的四个维度的作

用。应该深度发挥同学支持的维度和

深度，创设机会让同学之间在课程内

容的领会、课堂活动的参与和完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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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兴趣的带动中积极合作互助，同时

教师在培养学生将知识、能力、素质进

行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在培养和提高

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

思维时，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

适时提供学习策略和个性化的指导，

了解学生的诉求、及时的给予合适的

回应，让学生在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中

体验到被关心、被关注、被帮助、被激

发，最终能有获得感。具体而言：

1. 最大化地发挥同学支持的作

用。

基于同学支持对于大学生学习价

值感的获得和提升过程中的较显著支

持作用，教师在课堂的组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课堂活动的安排和课后

的作业中要有目的地设计需要同学支

持的多种学习模式，例如基于任务的

合作学习、项目学习、成果学习等模

式，并通过过程性、形成性评估方式把

这些学习者的表现进行细化考核，以

此考核模式促进学习者在学习与生活

等方面互相鼓励、帮助、关心与支持，

构建互助协作、团结友爱的英语学习

氛围，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同学支持使

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活动

的参与效果，最终促成教学目的达成。

同时高校和教师在落实“立德树

人”中要积极引导学生的团队精神和

人际交往的技能，对于目前大学生多

数为独生子女的现象，该方面的指导

将有利于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够

适时调整好状态，顺利完成学业。

2. 优化教师学业支持。

根据本研究数据所体现出的教师

在学业支持上对于学生价值感获得与

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教师要保证其大

学英语“金课”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提供

足够、即时、有效的学业支持。同时，

“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

的今天，在“互联网+”深刻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经济模式的背

景下，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发展‘互联

网+教育’”，要“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要利用信息技术

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翻

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

优质数字资源”（王守仁，2017：1-4），

最优化地整合知识学习、获得、产生的

方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业支持，使

课堂教学和课下教学形成有机整体。

同时，教师要密切关注每个学生的学

习状况，尤其对于学习上有困难的学

生要积极鼓励和帮助，了解不同学生

的学习风格（视觉型、听觉型或动觉型

等），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资源给

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业指导与帮

助、开展学习策略培训，及时检查英语

作业、答疑解惑，敦促学生学习，以期

实现通过加强教师学业支持实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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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促进和提升学生学习价值感。

3. 增强教师情感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在本研究中

教师情感支持对英语学习价值感不具

备显著的预测能力，但是在相关性检

测中发现其两者具有有相关性，尤其

是在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或促降方

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国外学者Fred⁃
ricks et al.（2004：59-109）的研究发现，

教师支持或好的师生关系是参与所有

学校活动（维度）中最有效的预测指

标，然而，教师支持对参与度的发展也

起反向推动作用，即老师的态度会影

响到学生的参与度。对于低参与度学

生，老师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态

度，而这又会让这些学生的参与度越

来越低。因此，教师的情感支持在本研

究者所处的教学机构中，以及类似的

高校及教育机构中，对于学生学习价

值感是起到正向还是反向的作用，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

如果是由于当前英语教学中教师

情感支持不足这一状况导致学生学生

学习价值感难以得到培养，那么，教师

应加强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支持。如果

教师情感支持的引入会促进学生学习

价值感的提升，那么大学英语教师在

传授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应充分重

视师生情感交流，坦诚公平地对待每

个学生，了解和尊重学生的感受，适时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与精神支持，以促

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如果教师情感支持对学生学习价

值感获得与提升起到反向推动作用，

那么高校英语教师应首先探索是哪些

类型的情感支持扮演此角色，进而规

避或摒弃相关情感支持类型。同时，高

校英语教师也要研究、验证教师情感

支持的引入时间和场合（例如课上和

课下），需要研究其情感支持出现在不

同的时间和场合对于学生学习价值感

的获得和提升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

对于起正向影响的，教师需要加强其

情感支持；而起反向作用的，教师需要

探索如何降低其反向影响力，或者能

否在不同的、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促使

其情感支持转化成正向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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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Support and English

Learning Value
—A Case Study of Ordo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U Quan A Rong SU Ye
Ordo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017000, 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order to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enhance their Eng-
lish learning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lden course" of college English,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by college students and various dimensions of English learning value,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support is an indispensable external condi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cquire or improve their sense of value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peer support is more close-
ly related to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value in English learning than teacher support. Fur-
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value and thus helps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

【【Keywords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support; teacher's academic support;
teacher's emotional support; classmate's academic support; classmate's emotional support;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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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多元化工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多元化
选题状况个案研究选题状况个案研究

王 冰① 徐培文②

沈阳建筑大学 沈 阳 110001 中 国

摘 要：针对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诸多问题，本研究选取了2016届英语专业毕业班为研
究对象，做了毕业论文选题多样化的尝试。通过对全班学生的问卷以及对一位指导教师和
她的三位学生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选题多样化得到了师生的普遍认可，论文抄袭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但论文质量提升不明显。研究表明，提升论质量需要学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指导教师科学细致的指导以及教学管理部门的协助与配合。
关键词：选题多样化；个案研究；论文质量

一、引言

毕业论文是英语专业培养计划中

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 是落实本科教

育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

生调研能力、资料搜集能力、写作能力

和表达能力的综合训练，是考量学生

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是否达到了大

纲要求的重要手段。近五年，众多学者

调查发现,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存在论文形式单一、学生被动参与、教

师态度消极、论文质量低下（语法错误

多、结构松散论证乏力、观点匮乏）、抄

袭现象严重、学生写作焦虑等诸多问

题（常俊跃 刘之攀，2015：54；郭庆 黄

运亭，2013：147；盛国强 周永模，2011：
637）。还有学者认为毕业论文选题范

围窄，多集中在教学、翻译、语言学与

二语习得、文学和文化差异方向，选题

重复率高，选题抽象，脱离实际，缺乏

创新性，理论性过强等(夏云宏，2016：
140)。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研究者进行

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提出

了选题多样化的设想，鼓励学生做毕

业设计（郭庆 黄运亭，2013：149），制作

毕业作品，实现提升英语专业学生实

践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目标（夏云宏，2016：140）。常俊跃，刘

之攀(2015：57)提出了“作品翻译/视频

制作及实践反思”“研究项目及英语研

究报告”“外语文学创作及创作反思报

告”等设想。李清（2017：162）认为应该

鼓励优秀学生英译公开发表的地方民

族文化研究成果并撰写“翻译实践报

①王 冰，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二语写作、翻译

②徐培文，女，讲师，研究方向：二语写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沈阳建筑大学2019年度教育科学研究立项课题“建筑类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改革研究与实践”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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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许艳(2019：70) 论证了“以社会实

践报告和翻译实践报告为主的实践型

毕业论文”的可行性。范玲，吕英莉，郭

瑞(2017：191)建议采用翻译实践报告、

调研报告、投标书、市场营销方案、教

学方案等多元化毕业论文改革形式。

祖大庆，戴可微(2015：103)总结出“本

科毕业生专业综合能力训练多元模式

(除论文以外)为以下四种形式：翻译实

践(英译汉或汉译英)、社会调研报告、

项目考察报告和跨文化案例分析”。

为了保证选题多样化的顺利实

施，学者们从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

价体系、教学管理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祖大庆，戴可微 (2015：104)提议建立

“1+X”课程体系，“1”为基础，“x”为学

校特色学科方向 ( 如科技、商务、经贸、

新闻、旅游、法律、外交等) 。王青(2014：
103)认为应该改革基础课程体系,突显

专业课程的应用性。李淑琴(2012：229)
提议改革和完善现行基础课程、专业

课程及实践环节教学,使毕业论文课程

体系与写作实践保持四年不断线。沈

萍(2017：37)建议构建行政管理、指导

教师、课程教学三方面的论文质量监

控体系。上述研究多为构想型、描述型

或建议型，对论文选题多元化改革的

实施效果多以“得到了师生的普遍认

可”一句概括了之，缺乏实证研究和数

据支撑。基于此，本研究以一所建筑类

工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改革

为例，调查分析实施多元选题后的论

文写作状况。研究问题：1.选题多样化

实施的效果如何？2.改革后仍旧存在

的问题是什么？

二、改革措施

1. 课程设置上，增设了具有学校

特色的专业方向课，如工程招投标与

合同管理、建筑工程合同管理与菲迪

克条款、国际工程英语谈判和国际工

程管理英语信函与合同写作等。

2. 提供了论文、调研报告、建筑类

文献的翻译与实践报告、文学创作与

实践报告、建筑工程管理招投标书写

作，市场营销（售楼）策划书及报告等

多样化的论文形式供学生自主选题。

3. 制定了本科生毕业论文新模式

下的论文质量评价体系。规定了每一

种论文形式的主要内容、格式要求，制

定了评分标准。

4. 由指导教师一对一全程指导，

把控论文质量，并由论文指导工作领

导小组全方位进行过程监控与质量监

督。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英语专业毕业班的

20 名同学和 10 位论文指导教师。其

中，特别选取了一名论文指导教师和

她所指导的三名学生（S1，S2，S3）为跟

踪访谈对象。S1选择了文学创作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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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报告，源于其对戏剧兴趣浓厚，且做

论文期间正在美国一所大学交流，主

修戏剧专业。S2选择做《公司法》部分

章节的翻译并撰写实践报告，她的选

题与其考研方向吻合，她正在备考法

律专业硕士的入学考试。S3选择翻译

一部历史书某一章节，这本书是她在

美国交流期间历史课所使用的教材。

2. 研究方法：经过一个学期的论

文写作与指导，对全班 20名学生和 10
位指导教师，实施问卷调查，分析实施

毕业论文选题多元化改革的效果。从

学期初开始跟踪访谈指导教师与三位

学生，记录每一次指教师的反馈内容，

学生的修改记录，教师就修改状况给

出的反馈，以及师生交流状况。

四、结果与分析

1. 选题出现多样化趋势，且得到

师生的认可，但远未实现多元化模式

本届学生最终选题方向为：45%选

择了翻译及实践报告，10%选择了文学

创作及实践报告，只有 45%选择了传

统论文。在问卷中，当学生们被问及若

再有一次机会撰写毕业论文，会考虑

采用何种方式的时候，50%选择了翻译

及实践报告，选择文学创作与实践的

人数没有改变，可见大家对改革后的

毕业论文选题新形式比较认可。但是

较之我们所提供的众多选题形式，学

生们仅仅选择了两种不同于传统论文

的形式，与预先设计的多种选题有一

定的差距。

针对建筑工程管理特色设计的论

文形式，如工程招投标书和市场营销

方案等，无人问津。问卷显示，即便是

学生再有机会做论文，指导老师再有

机会指导论文，此种形式也不在考虑

范围之内。通过学生访谈了解到，三位

学生没有撰写相关论文原因在于，建

筑工程管理不在未来职业规划范畴

内，所以对此类课程兴趣不大，学习的

目的仅仅是为获得学分。郭庆，黄运亭

（2013：149）在研究中提到，学生对这

类课程的了解不过是皮毛，很难写出

高质量的文章，何况用英语完成，更是

难上加难。通过指导教师访谈了解到，

指导教师主要从事文学及翻译研究，

未曾涉猎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课

程，不具备深厚的相关专业背景，指导

相关论文感到力不从心 。夏云宏

（2016：141）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目前大多数指导教师缺乏实践性

课题的指导经验，更无实际工作经验，

要想实现毕业论文多元化模式，师资

准备是必要条件之一。

针对其他形式的论文选题意向调

查中，一位学生选择了视频制作，但没

有指导老师选择该项。通过访谈得知，

指导老师觉得技术上没有能力指导此

类论文。正如郭庆（2013：149）所言，视

频制作不仅需要制作者掌握拍摄和制

作方法，而且还需掌握后期编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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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从事英语专业教学的老师不

具备上述技能。除此之外，指导老师认

为尚无视频制作的评价标准，不知如

何指导。孙文抗（2004：63）认为应该针

对每一种新形式构建独特的评价体

系，至少要根据学生的水平，提供各类

范文及格式样本, 使学生有明确的努

力方向。

综上，选题多样化模式可行，但学

生的兴趣，其未来职业规划等写作动

机，指导老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实践能

力和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各种选题形

式的评价标准完备与否都会影响学生

最后的选题方向。

2. 抄袭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

论文质量提升不明显

选题多样化改革后，抄袭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论文终稿经过了CNKI
系统查重，翻译或文学创作实践报告

的查重比平均低于5%。其中S1重复率

为 0.4%，S2为 4.8%，S3为 3.7%。但从

指导老师对论文初稿的反馈来看，语

言问题比较严重，多半的评语为“语法

错误较多，语言口语化严重，中式表达

太明显。”这种现象在翻译实践报告的

核心部分“翻译实例分析”中体现得最

为明显，因为学生需要完全针对自己

的翻译文本进行分析与阐释，无太多

现成的文献可借鉴，几乎全部需要自

己去写，自然会出现较多的语言错误。

除此，指导教师的评语还有：“三言两

语，只有描述，未见分析”“个别长难句

翻译的分析基本停留在词组层面而非

句式层面”“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

应用过于牵强”“理论与实践脱钩”等。

可见指导教师对实践报告中最能够体

现学生翻译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的部分评价不高。

学生问卷中对“论文写作要素按

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一题中，“分析

讨论”部分较之其他部分综合排序不

靠前（如图1所示），说明学生对这部分

不够重视。对“论文指导老师对论文各

部分指导的密集程度排序”一题中，

“分析讨论”部分的综合排序也不靠前

（如图2所示），说明指导教师指导的重

点不在“分析与讨论”部分。对“自己毕

业论文各部分写作满意程度排序”一

题中，“分析讨论”部分的综合排序更

为靠后（如图3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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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教师问卷中，对“论文习作要素按

照重要程度排序”一题中，指导教师比

较重视“分析讨论”部分（如图 4 所

示），“对学生论文各部分指导得密集

程度排序”一题中，教师对“分析讨论”

部分的指导并不多（如图5所示），和学

生的反应基本一致（如图 2所示），“对

学生毕业论文各部分写作满意程度排

序”一题中，教师对“讨论分析”部分不

满意（如图 6所示），和学生反应一致

（如图3所示）。

问卷结果显示，尽管指导教师认

为“分析讨论”部分比较重要，但重视

程度不够，没有将其作为论文写作中

的核心对待，在指导过程中没有作为

重点处理，指导不够，导致这部分写作

质量不佳。

教师认为最为重要的且付出最多

心血进行指导的“论点和论据”部分

（如图4和图5所示），在学生眼中并不

那么重要（如图1所示），而且学生并没

有意识到老师在这方面的努力与付出

（如图 2所示）。结果显而易见，这部分

的写作质量无法令师生双方满意。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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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通过与师生的访谈，笔者发现，论

文写作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学生前

三周准备八级考试，第四周到第七周

准备就业的学生忙于实习和就业，考

研的学生疲于研究生复试，都无暇顾

及论文。第八周原则上学生返校完成

论文撰写工作，可是实习的学生几乎

无法脱离实习岗位，完成研究生复试

的学生需要一段喘息时间，大家仍旧

无法专心撰写论文。毕业论文终稿提

交时间为第 15周，理论上学生用于写

论文的时间不到八周，而真正潜心作

论文的时间少之又少。指导教师首先

要指导学生把握论文的总体框架，即

论文的论点是否合理和论据是否充足

以及篇章结构是否符合逻辑。其次，因

为理论部分学生比较欠缺，所以老师

在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导上花费的时间

较多。分析讨论部分难度大，通常学生

把它放到最后去处理，往往到终稿截

止时才提交，指导老师给出的反馈意

见有限，学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

其进行反复修改，就草草提交了。问卷

显示论文格式方面老师给与的指导较

多，源于最后时间所剩无几，内容修改

已经来不及了，短时间只能是完善论

文格式。

虽然论文选题多元化模式得到师

生的普遍认可，但是具体的实施效果

仍旧应该以论文质量作为重要的衡量

标准。从论文评语，问卷及访谈结果来

看，论文质量的提升与选题多元化没

有必然联系。S1论文成绩为优秀，原因

之一是文学创作实践与报告确实满足

了她的兴趣，极大地激发了她的潜能，

发挥了她的特长。另外，她的语言驾驭

能力和剧本创作能力很大一部分得益

于她在美国访学一年的经历。S2是一

位非常优秀的学生，选题也是出于自

己的学术兴趣，但最终论文成绩为良，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从大三下学期

开始一直忙于研究生入学考试，且属

于有跨专业报考，她的英语语言能力

在大学最后两年止步不前。另一个原

因是，法律文本作为规范文本，机器翻

译已经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S2自己

翻译的内容非常少，翻译实践报告中

内容单一，分析不足。S3的论文成绩为

勉强及格。她的英语基础非常差，选择

翻译历史文本仅仅因为这是她学过的

教材，内容易于把握。即便如此，她还

是全文使用了机器翻译，没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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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编辑，实践报告的内容可想而知。

以此看，论文选题多样化的实施并不

能保证论文质量提升。

五、结论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诸多问题

一直备受业界关注，众多教师和相关

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毕业论文的改革与

创新，提出了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论文

指导过程管理和采用选题多样化措施

等改革建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

离真正实现选题多样化的目标还比较

远。为了满足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多样

性的需求，指导教师队伍不仅仅要具

有语言、文学、翻译等英语专业知识，

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行业知识，懂得各

种应用技术。毕业论文是对学生专业

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评价手段，论

文质量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提升论

质量需要学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指导教师科学细致的指导以及教

学管理部门的协助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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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Diversity of Topic
Selection for English Majors in a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WANG Bing XU Pe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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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in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English majors,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English majors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en-
couraged students to choose some innovative topics for their graduation thesi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on all students and advisors and interviews with an advisor and her three
studen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ome new forms of graduation thesis are accepted, and
plagiarism has been avoided, but thesis quality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al-
so indicates that thesis quality could be improved by the students' devotion, advisors' atten-
tive guidance, and scaffolding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Keywords】】Diversity of topic selection; Case study; Thesi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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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程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程
思政供给侧改革研究初探思政供给侧改革研究初探

殷治花①

山东政法学院 济 南 250014 中 国

摘 要：供给侧改革理念为高校英语教学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旨在通过明确
高校英语课程思政的供给侧内容以及其存在的结构性和体系性问题，重点观照建构主义丰
富的教学理论内涵，科学合理地优化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供给结构布局，以期在高校英语课程
中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关键词：建构主义；供给侧改革；课程思政；高校英语课程

一、研究背景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应着力加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赵

栩，2016)。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学概念，

指的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生产要

素最优配置，为经济增长增添活力和

动能。这一概念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

提供了全新的思维与方法。2016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

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20年 6月教育

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至此，课程思政已成为学术届和全国

高校的研究热点。

课程思政不是独立于课程教学而

单独设计的一个环节，而是将思政育

人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即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参照陈

翔（2020）对课程思政供给侧改革的定

义，本文将高校英语课程思政的“供给

侧改革”定义为依托高校英语课程进

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围绕“立德树

人”教育需求和学生现实需求进行的

改革，包括：思政育人目标的确定、教

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设计的优化、评价

体系的重构和师资队伍的保障五个层

面。

二、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供给侧存

在的问题

本研究中高校英语课程主要包括

涉及西方文化、制度、价值、信仰等的

专业英语课程、通识英语课程和大学

英语公共基础课程，师生涉及面大，影

响广。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是建设

①殷治花，女，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供给侧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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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格局的重要一环，是国内外形

式发展的需要、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

英语课程内在的需要，也是学生个人

成长的需要。然而高校英语课程思政

供给侧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

供需错配问题明显，具体问题如下：

1. 思政育人目标缺失或缺乏方向

性

传统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目标重点

多放在增长学生语言、文化知识、技能

上，缺乏具有针对性和方向性的思政

育人目标体系，在政治认同、家国情

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德育问题上

缺乏价值观塑造和引导。

2. 教学内容偏重语言文化，缺乏

思政元素

传统高校英语课程教学内容主要

依托教材，内容陈旧，偏重语言、西方

文化，在中西制度比较、文化比较、价

值比较、道德比较、信仰比较等方面存

在“失语”现象。此外，教师对隐性课程

思政内容挖掘不够，或与主题联系牵

强，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学

生接受度差。

3. 教学过程缺乏科学性，影响课

程思政有效开展

传统高校英语课程教学流程设

计、环节设计、活动设计和方法设计等

不够科学合理，未关注学生认知的循

序渐进性、个性发展特点和情感发展

需求；教学手段落后，方式方法单一，

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在学习方

法、价值意义上缺乏与学生的交流沟

通和正确引导，学生学习动机不足，影

响课程思政的开展和效果。

4. 评价体系单一，限制思政育人

功能的发挥

传统高校英语课程对学生的评价

主要以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考核为

主，缺乏对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团队

协作精神以及其它思政素养的评价，

导致学生在学习方向和目的上具有较

强的功利性, 从根本上影响思政育人

效果，限制思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不利

于学生全面发展。

5. 教师思政育人能力不足，阻隘

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落实

教师思政育人意识薄弱，能力不

足，缺少开展思政教育的专业背景和

教学经验，不能充分拓展思政育人渠

道、挖掘思政育人元素，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哲学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认识肤浅，不能

有效开展课程思政。

三、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

程思政供给侧改革

建构主义理论最早由认知发展领

域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提
出，区别于传统教学和学习理论，建构

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

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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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情境中积极主动

地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建构主

义教学观强调“教师是学生进行意义

构建的促进者和帮助者；教学过程就

是指导学习者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指

导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

和信念来构建知识”（王辉，2019：29）。
建构主义视阈下，课程思政育人

表现为在教师帮助和引导下，学生基

于已有的认知主观能动地在与社会文

化的互动中对课程思政内容重构或生

成意义、建构理解。建构主义特别强调

教师指导性、学生主体性、社会互动性

和学习场景性，与课程思政建设中坚

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提升学生学习

体验和效果的价值塑造过程要求基本

一致。本文观照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涵，

从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供给侧出发，初

步探索高校英语课程思政供给侧改革

路径。

1.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设定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是学习者

对客观世界的新解释和假设，经过了

再加工和创造的意义构建过程，而完

成“意义建构”是学习的最终目标。英

语作为一门西方文化通用语言，是西

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学生的学

习除了语言知识技能的掌握外，也是

对西方文化、制度、价值、道德、信仰等

意义建构的过程。而在学生以往的意

义构建过程中，可能存在认知偏差，主

要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制度、价值观等

的盲目崇拜，对本民族文化缺乏理解

和认同，缺乏文化自信。这就迫切需要

开展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中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

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应主要围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等主题确定思政育人目标（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建构主

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程思政目标的

设定应特别关注的是帮助学生基于原

有的认知经验、情感态度，主观能动地

完成对中西文化、制度、价值观、道德、

信仰等思政主题的意义建构，并在学

生构造理解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道德

价值观引领与塑造。

2.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选择

建构主义强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

导向的学习，强调社会互动性和学习

场景性。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

程教师应依据思政育人目标，挖掘与

课程内容契合的思政元素，提出相关

社会现实问题、布置相关场景任务，学

生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和场景任务的探

讨、交流或解决过程即是课程思政育

人的过程。相关语言、文化和思维等知

识和能力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安排也将

最终服务于这一过程。这些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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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必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相

关知识应处于相互联系而又层层递进

的关系，必要时教师还应提供相关元

认知工具策略、信息资源等，创设有利

学习环境促进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建

构道德价值意义。

3.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优化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观能

动地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学生学习

的质量取决于自身建构意义的能力而

不是重现教师思维知识的能力。据此，

要保证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教师必须充

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激发学生主观

能动地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同时，学

生必须打破传统应试教育下依赖教师

灌输知识、被动参与学习与思考的方

式，建立起自己主动建构理解、意义发

现的心理思维模式。这一转变需要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给予正面引导。

高校英语教师在进行思政育人时

还应特别注意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目

的。威廉姆斯（Williams）和伯顿（Bur⁃
den）基于建构主义关于“以学生为中

心”的理论总结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特

征，认为“学习者学习有意义的知识，

教师则首先应了解学生认为重要的有

意义的知识”（王辉，2019：31）。在英语

课程思政育人中表现为学生不重视除

语言技能和文化之外的德育知识，对

课程思政内容敏感度、兴趣度和重视

度较低，这就需要教师给予正面引导，

提高学生对思政育人内容重要性的接

受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动机。

高校英语教师应基于课程思政的

育人理念和育人目标，创新英语教学

模式，运用适宜外语教学的方法例如

产出导向法等，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设计符合学生个性发展、兴趣特点

和时代潮流的社会现实问题和场景任

务，组织学生协作、交流式探讨与学

习，提供利于学生主观能动地完成知

识、能力、思政意义建构的信息和工具

资源包括元认知工具和心理测量工具

等，在促进学生增长知识能力的教学

全过程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充

分激发学生提升思政修养的主观能动

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要善于倾

听学生的想法，并设法就学生想法观

点加以深入，启发诱导学生自我纠正

和补充错误的或片面的认识，使学生

对思政主题的意义建构朝完成思政育

人目标的方向发展，切实保证课程思

政育人效果。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原则强调要让

学生有多种不同机会去应用、检验和

反馈自身意义建构的成果。教师可以

充分结合第二课堂活动如演讲、辩论、

写作比赛等，引入思政育人主题，如用

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传播中

国声音；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原则还强

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生学

习，因此教师可以甄选第三课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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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源，创设耳濡目染的学习环境，

如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中国制度文

化相关书籍、各种慕课平台等。

4.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重构

建构主义视阈下，高校英语课程

教学必须打破传统以考试形式为主、

重点考核语言知识水平的终结性评价

形式，科学设计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下

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测评量表，形式上

应突出过程性评价，方式上结合信息

技术手段，内容上除除知识技能外，还

应包括：学习过程性表现，包括学习主

观能动性、自我管理、思辨表达、创新

创造等意识和能力，协作能力以及知

识和思政的意义建构效果等方面。

5. 课程思政师资队伍的建立

建构主义视阈下，教师是学生完

成思想政治意义建构的促进者和帮助

者。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必须首先充分

认识英语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提升自

身课程思政育人能力。这就要求教师

加强思政内容学习和深度理解，积极

参加课程思政教学公开课、培训课、观

摩课、教学教研活动等，加强英语课程

思政教学能力。相关英语教研室应成

立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共同制定课程

思政教学实施方案、修订教学大纲、设

计课程思政教学课件、建立和开发课

程思政资源库和云分享平台等，减轻

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个人负担，保

证课程思政效果最优化和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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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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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e concept of "supply-side reform"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field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irst clarify the supply side of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based political and virtuous education as well as its structural
and systematic problems, then scientifically optimize them in the light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y and connot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ul-
tivating all-round talents with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and ideal personality
through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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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高校扩招，大学英语师生比例

严重失衡（胡茶娟等，2014），很多老师

的教学班级人数达到 50人以上（王海

啸，2009），且同时教授2-3个这样规模

的班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英语教

育往往重视语言输入胜过输出，“读”为

主，兼顾“听说”，“写”仅限于给学生布

置写作任务（张文娟，2013）。教学形式

主要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外练习

巩固课内所学知识的方式（王海啸，

2014），而教师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完

成质量、是否遇到困难等都无暇顾及。

这就使得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了“教师只

管教”的单向活动，学生有没有兴趣、是

不是在听讲、听懂多少都是未知之数。

因此，大学英语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要想改变，必须彻底颠覆过去的做法，

精心设计大学英语课程。

赵炬明教授（2016）提出了以“学生

发展、学生学习、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本

科教学改革概念（简称“以学生为中

心”），它契合了教育部打造金课的理

念，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

持。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内涵、理论

基础及课程设计

1.内涵及理论基础

以学生为中心，有三个基本特征

（赵炬明，2016）：第一，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即教师的教学须“以学生当前状态

为基础，以促进其发展为目的”；同时，

要“帮助学生完成青春期特定发展任

务”；此外，要“发掘学生潜力，促进其全

面发展”。第二，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即

教师须把“学习作为教育的中心”，教师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的大学英语
阅读课程设计初探阅读课程设计初探

吴文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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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改变《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只管教”，学生只是“被动听”的局面，在“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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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环境的

营造者、学习过程的辅导者”，学生才是

学习的主体，换言之，教育的目的是学

而不是教；在学生所有活动中，学习是

中心。第三，以学习效果为中心，即教师

要关注学习效果，把学习效果作为判断

教学成效的主要依据，重视测量与反馈

在学习中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及时反馈

机制，使效果评价能有效帮助学生调整

学习，帮助教师调整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之所以

科学，是因为它以四方面的理论作为基

础：脑科学及神经科学、青春期大学生

大脑与心理的发展、认知心理学和认知

科学、学习心理学和学习科学。这些理

论帮助我们了解了大脑的学习方式，大

学生的大脑与心理发展状态、知识的构

建及如何科学地设计与改进教学。“以

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要始终坚持从

这四个方面的科学原理出发去理解和

规划教学活动。

2.课程设计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的关键

是根据上述定义与理论进行课程设计。

赵炬明教授（赵炬明，2018）介绍了美国

大学总结出来的、以布鲁姆的认知分类

模型为依据的反向课程矩阵设计(表1)。
从表1来看，课程矩阵就像课程教

学计划书，但其编制方法完全不同，其

填写顺序应该反过来。具体步骤为：①
确定具体目标，即要求学生学会什么样

的知识与能力。因为“学习是行动，学生

需要通过行动学习”（赵炬明，2018），所
以具体目标需要用具体动词来表达（可

参照图1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中对六类

学习的解释和相应的动词举例）。在这

样的具体目标的指导下，学生处于主动

学习状态（赵炬明，2018），通过思考和

活动学习。②设计考核方式及考核题

目，检验学生是否学到了相关知识和能

力，确保其可以提供具体目标是否实现

的证据。③设计学生学法，即该设计什

么样的学习活动才能确保学生达成具

体目标。④设计教师教法，即了解学生

在完成教师设计的学习活动中会遇到

什么困难，教师如何为学生提供脚手

架，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有效学习。

凡是学生能自己学的一律不教，凡是学

生自己学习有困难的要提供脚手架（赵

炬明，2018）。⑤最后确定一般目标的措

辞，通常一般目标即大纲中设定的目

标。

表1反向课程矩阵设计

一般目标

5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1

具体知识与能力/
所需要效果

教师教法

4
教师如何教才能

让学生达到预期

效果

学生学法

3

学生如何学才能

达到预期效果

反馈与评价

2

可接受的证据

Teaching 教学研究

057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综上，反向设计始终把“以学生学

习为中心”和“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原

则贯穿到课程设计之中，教学不再只是

教师的“教”，而更多地强调学生的

“学”，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教

师只是为学生学习提供组织、引导、帮

助和脚手架。

图1 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定义及其动词举例

三、“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英语阅

读课设计

在脑科学、青春期心理发展学、认

知科学和学习科学的指导下，作者按照

上述反向课程矩阵设计思路，以及布鲁

姆认知模型六种能力的含义及目标描

述可用的动词，设计了一篇课文（《新视

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3 Unit 1）的反向

课程矩阵（表2）。
这篇课文要用两次课，共四个课时

（50分钟/课时）完成，因此，反向课程矩

阵也按两次课设计。以下分别介绍具体

目标、反馈与评价、学生学法及教师教

法的具体设计依据，因为一般目标为大

纲中设定的目标，不作为此研究的设计

内容，因此，此处不作说明。

1.具体目标的设计依据：

具体目标的设计遵照布鲁姆认知

目标分类，由浅至深，从记忆（词汇）、理

解（课文观点）、运用（主题词汇、写作方

法）、分析（文章结构和写作手法）、评价

（文章的观点），到创造（写作）。

阅读是词汇教学的重要依托（陈则

航，2016），词汇是发展阅读能力的重要

方面（陈则航，2016），因此，掌握课文中

的词汇必然会成为具体目标之一。

此外，阅读是人的大脑中快速发生

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们在各种场合获

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人生获得成功的

前提条件（陈则航，2016）。因此，阅读技

能的培养至关重要，它包括理解大意、

理解细节信息、归纳总结、预测、分析关

系等，如果学生能够顺利将这些技能迁

移到其他领域的学习中，那其他课程必

然也会学好（陈则航，2016）。故而具体

目标将这些技能的培养纳入其中。

大学英语学习就是要培养学生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在阅读输入的基

础上，发展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输出能

力，可以检验学生对课文重要词汇的掌

握情况，了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归纳、

分析和评价能力。认知模型理论认为，

语言是认知模型的表征，没有表达清楚

的地方通常是没理解清楚，因此，要求

学生运用口头或书面语言就课文内容

进行归纳，多维度地理解或评价作者的

观点就培养了他们的思维能力（赵炬

明，2017）。基于此，以阅读主题为基础

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被纳入具

体目标之中。

18-25岁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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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课文Never, Ever Give Up的反向课程矩阵设计

一般目标

5

一般目标

阅读：能顺利阅

读语言难度中

等的多种文体

的文章，理解大

意，掌握细节，

并能进行较深

入的分析、推理

和判断，领会作

者的观点和态

度。阅读速度

达到每分钟

60-70词。在

阅读篇幅较长、

难度略低的材

料时，阅读速度

达到每分钟90
词，准确率达到

85%。

词汇：领会式掌

握词汇3800
个，包括2000
个左右积极词

汇，以及由这些

词构成的常用

词组，能较熟练

地按基本构词

法来识别生词，

并有较熟练驾

驭常见词汇和

词组的能力。

具体目标

1
具体知识和能

力

Unit 1 Section A
Never, ever give
up
第一次课

1.知识

会读、写并能理

解课文中不熟

悉的词和短语。

2.能力

能根据上下文

猜词；能预测文

章大意；能理解

段落大意和重

要信息；能总结

归纳课文细节

要点；能阐释

“永不放弃”的

重要性；能分析

“例证法”在文

中的运用并尝

试运用“例证

法”完成写作练

习；

3.态度

了解丘吉尔其

人，从而积极看

待挫折和失败，

树立不轻易放

弃的人生态度。

教师教法

4
教师如何教才能让

学生达到预期效果

1.邀请学生介绍丘

吉尔的生平和影响

力，导入主题

“Never, ever give
up”；邀请学生分享

对“How important
is never giving up?”
这一问题的看法并

点评。

2.根据学生预习作

业中存在的问题示

范如何根据题目字

面含义推测文章大

意及体裁；

示范如何找出或概

括段落大意，如何

分析文章结构；总

结归纳课文要点；

分析写作手法，尤

其是“例证法”在文

中的运用。

3.讲授法（为第二次

课的小组合作学习

做指导）：介绍阅读

圈；教师教授四种

提问的方式；示范

如何按主题归类词

汇和短语。

学生学法

3
学生如何学才能

达到预期效果

1.前测：线上（E
学堂）完成课文

单词小测验。

2.自学：通过听、

读预习课文，在E
学堂完成教师设

计的课前预习任

务：如何理解题

目？预测课文大

意是什么；每段

大意及写作手法

是什么？全文分

为几个部分？

3.上网搜集整理

丘吉尔生平及在

英国乃至全世界

的影响，并在E
学堂讨论区回答

问题：“How
important is
never giving up?”

反馈与评价

2

可接受的证据

1.用思维导图总

结课文结构、写

作方法和重要细

节，上传至E学

堂；

2.E学堂的单词

后测正确率90%
以上；

3.结合课文主题，

运用“例证法”及

相关主题词汇完

成作文初稿

“How to achieve
success”
4.结合丘吉尔的

经历，回答问题：

“How important
is never giving
up?”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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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我和融入社会（陈则航，2016）。通

过阅读讨论帮助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2.反馈与评价

为验证教学活动是否达到具体目

标，反馈与评价须能提供达成目标的证

据（赵炬明，2018）。用思维导图以书面

形式总结课文结构、写作方法和重要细

节，可以反映出学生是否能够运用课上

所讲的阅读技能掌握课文大意、明确写

作手法、总结归纳课文要点和细节信

息。

单词后测（选择题）可以检测学生

对词汇含义的记忆程度，正确率达到

一般目标

5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1
具体知识和能

力

Unit 1 Section A
Never, ever give
up
第二次课

1.知识

熟练运用与主

题相关的词汇

和短语。

2.能力：

能分析并理解

长难句；能就课

文内容提出不

同层次的问题；

能辩证表达对

课文主题的看

法；能熟练运用

“例证法”完善

写作练习。

3.态度：

不轻言放弃，但

有些无论多努

力都无法达成

的目标也不必

过于执着。

教师教法

4
教师如何教才能让

学生达到预期效果

1.答疑法：教师参与

各小组合作学习环

节，了解学生的学

习困难，并给予帮

助与解答。

2.点评和总结学生

的小组合作学习情

况；结合课文中例

证法的运用为学生

已经完成的作文初

稿做出整体评价，

并提供结构和用词

方面的建议。

学生学法

3
学生如何学才能

达到预期效果

1.继续听、读课

文，完成小组角

色任务。

2.小组合作学习

课文。

3.小组讨论问题：

“Do you agree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it’s
simply better to
give up?”
4.结合课文中的

事例和自身经历

谈论对成功的认

识：除了“永不放

弃”，还有什么是

成功的要素？

反馈与评价

2

可接受的证据

1.独立完成课后

词汇习题。

2.运用重要词汇

完成造句练习。

3.学生在E学堂

讨论区就以下表

达自己的观点：

“Do you agree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it’s
simply better to
give up?”
4.作文“How to
achieve success”
在结构、内容、连

贯性、用词方面

都较初稿有所改

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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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算达标。课后词汇习题（填空题）和

造句练习从不同程度加强了学生对词

汇的学习，同时检验了学生对重要词汇

和短语的运用能力。

根据课文中的观点以及自己的经

历，运用课文中的写作手法“例证法”及

主题词汇完成作文“How to achieve suc⁃
cess”，一则检验了学生对“例证法”的运

用能力，二则进一步检验了学生对主题

词汇活学活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检验

了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成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两个讨论问题可以检验学生

从正、反两方面辩证理解“永不放弃”的

能力。

具体目标中根据上下文猜词的能

力、分析并理解长难句的能力、就课文

内容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的能力均能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环节中的表现（表3：
阅读圈小组合作学习打分表）得到检

验。

阅读圈小组合作学习打分表（表3）

角

色

角

色

任

务

设计问

题的人

设计的

问题覆

盖范围

全面、层

次分明

总结归类主

题词汇的人

将词汇按可

从上下文推

测其含义与

否进行分

类；将课文

中的词汇按

主题分类

分析长难句

和语法结构

的人

找出课文中

较长、难理

解及和涉及

重要语法结

构的句子并

予以分析

角

色

姓

名

打

分

3.学生学法的设计依据

认知模型的相关理论表明，学习就

是在头脑中构建特定的认知模型，学生

只能自己构建这些模型，任何其他人都

代替不了，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不

过是帮助作用（赵炬明，2017）。因此，学

生如何学才能达到具体目标需要在科

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设计。

积极的动机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学

习，知识的有用性和挑战性可以激发学

生积极学习（赵炬明，2018）。词汇前测

和课前独自预习课文不仅可以让学生

了解自己的学习困难，产生学习的需要

和动机，而且能够使学生建立关于课文

内容和语言知识的初级模型，为后期小

组学习和课堂学习中的模型整理、形成

系统化知识打下基础。为了帮助学生形

成良好的预习习惯，掌握预习方法，教

师设计了预习自查表（表4）。脑科学的

相关研究表明，大脑奖励“学会”而非

“学习”，“学会”让大脑产生兴奋荷尔

蒙，激发学习积极性（赵炬明，2018），所
以，预习任务的量和难度都不能过于挑

战，让学生感到“恐怖”，难以完成。预习

自查表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将预习任务

分解、量化，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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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学习之所以成为“以学生

为中心”的大学英语阅读课中的主要学

法之一，有两个原因。首先，人在社会中

生存，社会是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因此，

人脑具有社会性。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表

明，大脑发展出了整套组织和功能来满

足社会性学习，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系统

就是语言神经系统和镜像神经元系统。

语言神经系统是人脑发展出来的专门

处理语言的系统，人通过语言交流相互

学习，语言是思维能力的可靠指标（赵

炬明，2017），通过交流，人会获得思维

能力的提升。镜像神经元是自己做某个

活动和看别人做同样活动时都会兴奋

的神经元，它是观察学习和模仿学习的

神经基础，也是社会学习理论，即群体

学习和团队合作学习的根据。把学生组

织成团队，他们在团队中学习到的东西

会远多于单纯与教师互动（赵炬明，

2016）。此外，学习过程的社会性、学习

活动的互动性可以激发学生积极的学

习动机（赵炬明，2018）。

合作学习虽然已经广泛应用于各

类课堂，但如何组织、指导、监督学生的

合作学习却是一个难题。美国早在20世
纪9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阅读圈（Read⁃
ing Circles）是一种由学生自主阅读、自

主讨论与分享的阅读活动（Furr，2007）。
它可以更好地组织、监督和指导学生在

阅读课的小组合作学习。主要做法是：

将学生分为3-5人小组，学生提前阅读

课文，在阅读过程中，每人承担一个角

色，负责一项工作，有目的地读，并完成

自己负责的任务，然后在课堂中分享。

根据具体目标的设计，本课程设计中每

个小组有3名同学，分别承担3个角色，

包括设计问题的人（question master），总
结和归类词汇的人（word master），分析

长难句和语法结构的人（sentence/gram⁃
mar analyzer）。为了帮助学生完成好自

己的角色任务，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做

示范。为了督促各成员完成好自己负责

的角色，教师设计了阅读圈小组合作学

习打分表（表3）。

预习自查表（表4）
预习需要做到：

听课文3次或以上

读课文3次或以上

根据题目预测课文大意

快速阅读课文（15分钟）抓取每段大意

划出难理解的句子

圈出不熟悉的词、短语（前测中不会的）并列出背诵计划（如：30-
40个/天）

在完成的条目后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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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教法的理论依据

基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

构建认知模型的作用，所有教学法的

运用都旨在为学生的“学”搭建脚手

架。从表 2教师教法一栏可以看出，整

个课堂中教师不再是一言堂，而是把

学的任务交给学生，适时讲授，并给予

方法的指导，因为有研究表明，在讲课

方式下，学生有效注意力保持时间为

6-12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学生注意力

就会下降（赵炬明，2017）。
图式理论认为，读者所具备的经

验型或概念型知识能够在阅读过程中

被激活并帮助读者理解所读内容

（Harris & Hodges, 1995）。通过邀请学

生分享提前在网上搜索到的关于丘吉

尔的经历，导入主题“Never, Ever Give
Up”，引发同学们对课文标题的讨论，

激活学生关于“永不放弃”的已有观

点，帮助学生对课文获得深层次的理

解。此外，学生对课文标题的讨论也可

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阐述这个话题时

语言表达的欠缺以及思维的局限，从

而产生明确的学习课文的目标。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技能（根

据题目预测课文大意、概括段落大意、

分析课文结构与写作手法、分析段落

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文章的一致

性与连贯性），教师在课堂上首先点评

学生预习作业的完成情况，然后给全

班同学示范如何运用这些技能完成好

预习作业。之后，学生两人一组总结课

文要点，明确课文结构及写作手法，并

与课前自己对预习题目的回答方式进

行比较。这样做一则检验了学生的学

习成果，二则巩固了教师所讲授的技

能，三则让学生有机会审视自己的理

解，从而形成自己对类似主题的写作

思路。教师会穿梭于各小组之间，了解

学生的讨论情况，适时给予指导。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整体上对

课文有了准确理解之后，精细理解课

文、掌握词汇、短语和句式就成为学生

个人和小组完成的任务，学生可以从

助学平台U校园获得帮助。为了指导

学生更好地完成小组任务，教师在课

堂上介绍阅读圈及三个角色的任务，

重点讲授针对课文内容设计问题的方

式及按主题归类词汇和短语的方法

（表 5和图 2）。学会提问尤其是提高层

次的问题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发展（陈则航，2016）。因为大

学英语大多数课文中的词汇量都比较

大，且不少研究表明学生至少需要与

单词接触 5-6次才能真正掌握它（Na⁃
tion, 1990），所以，在学生通过预习课

文自学词汇之后，学会按“主题意义”

分类和处理词汇，不仅给了学生二次

学习词汇的机会，而且能帮助学生认

识到需要着重记忆的词汇，也有利于

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和运用（陈则航，

2016）。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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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按主题归类词汇与短语

在小组合作学习课文的过程中，老

师会参与其中，答疑解惑，了解学生的

困难，并给予及时指导。

经过教师引导下的课文整体理解

以及小组合作下的课文深层次理解之

后，引导学生讨论两个问题：①是不是

有些时候放弃是更好的选择？②除了

“永不放弃”，还有什么是成功的要素

（金钱、运气、教育等）？问题①引导学生

辩证地看待“永不放弃”，问题②有助于

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开拓思路，从不同

角度理解成功，这一方面为完善作文提

供了丰富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表5基于布鲁姆认知分类框架的提问方式（陈则航, 2016:106）
问题类型

细节性问题

理解性问题

应用性问题

分析类问题

评价类问题

综合性问题

特点

考查是否可以找到文中的事实性

信息；

考查是否能说出文章/段落大意；

对一些复杂句子能否理解；是否

能对文中的观点进行比较；能否

得用图表表现文章结构或主要观

点；

考查能否将文章中所学的知识、

技巧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去；

考查能否对文章进行深入的分

析，比如：分析人物关系和因果关

系，以及分析论点和论据等；

考查能否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

这些观点进行有效论证;
考查能否基于对文本的理解、融

合文本中的各方面元素，给出不

同的解决方法，或创新出新的作

品。

例子

For what did Winston Churchill achieve
fame?

What does the sentence"…had he not
been from a famous family, he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school
for deviating from the rules" mean?

Is it advisable for us to comment a person
based on what happened to him or her in
the past?

How do you think about Churchill's life as
a young boy?

Why does the writer start this paragraph
by talking about Churchill's life as a boy?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great person
who have similar experience to 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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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上述大学英语阅读反向课程矩阵

设计中，学生通过前测和预习意识到学

习的需要和目标，通过运用教师课堂教

授的阅读技能和小组合作方式对课文有

了由整体至细节、由浅至深的学习，通过

完成单词测验、词汇习题和造句练习由

易到难地逐步掌握课文词汇，通过思维

导图、课堂讨论和写作环节不仅加深了

对课文的深层次理解，而且发展了学生

的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

力，引导学生树立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在

整个设计中，始终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

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教

师只是整个课程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

和指导者。好课需要精心设计，设计是否

能达到好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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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udent-

centeredness"
—An Exploratory Study with a Text for an Example

WU Weny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most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lassrooms, teachers focus more on
teaching than on engaging students in class interaction due to limited class time and too
many students in the class.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e cours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ness", is desig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bjectives, ways of assessm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basis of the desig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with the text in Unit 1, Book 3 of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an example.

【【KeywordsKeywords】】College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Student-centeredness; Objectives; As-
sessm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Design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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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教学是语言研究的动力,又是

语言理论发挥作用的场所。认知语言

学习理论的创立本身就是建立在认知

学和语言学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认知

语言学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辛
斌，2006)。束定芳(2017)认为外语教学

过程中要注意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能

力的同步培养。而语言和思维的发展

离不开认知能力的发展。认知能力的

提高又会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语

言是文明、文化、认同的核心因素,许多

国家都在制定多远文明交融下的国家

语言策略(胡壮麟，2019)。这就对认知

学习理论和跨学科交融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和发展动力。

二、哲学基础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哲学是一门超

艺术,哲学对认知科学发挥着同其他学

科一样的作用，即使起基础主导作用，

影响促进认知科学发展更加科学先

进。而认知科学哲学门类却属于属于

专门分析科学知识具体分支学科领域

的科学哲学范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范畴决定了它的

特别之处在于进行宽泛而深入的跨学

科研究分析探索和实践。以此为研究

思路和指导思想，认知科学为跨学科

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开创了一个具体可

操作性的研究范式。认知哲学的发展

加速认知科学的发展，从而也为跨学

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哲学基

础。

三、发展历程

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认同，认知

学习理论萌芽于19世纪早期的认知理

论的代表学派-格式塔心理学的顿悟

说。然而，在上个世纪作为新兴学科的

认知科学作迅猛发展，成果卓越，已成

为当今国际上最受推崇的科学学科之

基于新文科背景下的认知学习理论基于新文科背景下的认知学习理论
与跨学科课程发展研究与跨学科课程发展研究

—以英语课程与教学论为例
王 伟①

青岛黄海学院 青 岛 266555 中 国

摘 要：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探索，认知语言学以哲学为依据，已成前沿的研究范式,对语
言学跨多学科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概述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历史由来，研究动态，并探
讨认知语言学习理论如何影响课程和教学论。
关键词：认知学习理论；研究现状；跨学科发展动态

①王伟，男，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和外语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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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来越多数量的研究机构的成立

和博士学位的设立都呈现出认知科学

已经得到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和特别重视。而库克(Cook，1977：309)
专门针对语言的学习在一项研究给出

了认知过程(而不是语言过程)如何在

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之间产生差异的

一些理念。

从认知学习理论学术视角看,是心

理学与科学学科交融合的产物。计算

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认知语言学

同步的发展。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

步和发展人类进入 21世纪后，人工智

能日新月异，大放异彩，人类认知的知

识和结构受到格外重视，对心理学和

认知的研究备受推崇，融合人工智能

的认知科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从课程与教学论实践视角看,自
2007年国家实行教育学科类硕士研究

生全国统考以来，关于课程与教学论

的研究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关注，特别

是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进一步融合了原

来英语专业课程，英语语言知识，跨文

化交际意识，全面整合教育学、教育心

理学、心理学、科学研究技术与方法、

第二语言习得、计算机辅助教学等课

程，理论上实现了英语专业加教育学

专业的完美结合，可能孕育更加专业

的英语专业教师或教育学专业教师。

此类跨学科的出现背景是认知学习理

论发展的需求和产物，也是外语教育

专业人员认知思维的发展的必然结

果。

相反，跨学科课程的发展也对认

知学习理论提供实践基础和反馈动

力。一个专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必然

以相关理论为指导，而学科的发展也

必然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发展原则和

自身的研究范式。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不仅整合了英语知识和教育学知识，

其独特指出在于英语不仅是一门学

科，更具有西方文化背景,涉及到跨文

化交际学习与研究，这其中有中国传

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融

合，其背后是认知思维的差异，认知学

习理论掌握的丰富程度。但上升到理

论高度，认知学习理论对跨学科起着

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跨学科的发展

实践并丰富认知学习理论的内涵和外

延。

四、发展动态

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过程

中，一直沿袭和围绕一个科目编排知

识架构，传统的经典的单一科目，有其

自身天然的优势，例如，在实践中此类

编排助于学习者高效率地获取学科知

识，快速掌握所需学科知识并用于实

践，这是跨学科课程所不可比拟的优

势。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发展格局

的感召下，新的革命和新问题层出不

穷，这就对单一学科知识提出了挑战，

某一个问题的出现，需要多种学科知

识综合运用。单一学科知识遇到复杂

问题时，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发挥作

用的效力受到制约。跨学科课程就是

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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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依据

跨学科课程的概念，从理论角度

看,跨学科课程是以某一具体的学科门

类为基础，拓展延伸相关学科领域，形

成主体学科架构，构架大学科概念理

论，其主要建构目的在于融合相同或

完全不同性质的学科知识的课程形态,
与分科课程相区别；从实践角度看,跨
学科课程既是根据具体的课程标准和

教学目的及学生的学习特点，从学校

的层面开展的一种组织开展教学内容

的编排方式，也可以是一种项目式的

组织教学活动。跨学科课程应具有自

身的理论体系和课程标准和规范的研

究方法，具有像独立学科一样的架构

体系和存在的学科价值。在跨学科课

程中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教师不是简

单地混合学科知识，照本宣科地呈现

给学生，学生不是识记一些零散的知

识和掌握简单的操作技能，而是围绕

跨学科所设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定的问

题或任务，引领学生探究学习多个相

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利用

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新问题、

完成任务。在此学习过程中，学生是积

极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架构，以此为

基础建购新的知识内容，拓展相关学

科知识，枝干相同，文理交融并做到融

汇贯通，学以致用，不是简单的被动接

受,死记硬背，只为接收知识记忆大量

概念性知识不求思考，不求运用，只是

简单地掌握单个的概念原理，而不是

从整体上把握，做到高屋建瓴，统筹运

作，而更应该是积极主动探索发现，不

能盲从专家和教师的权威指导,这就学

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和探索发现精神。

而跨学科课程的出现能的够为学生开

展多样化的学习提供丰富的课程知识

载体,从而能够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有

意义的学习过程,进而能够促进学生对

有关知识和技能进行有价值的思考。

在跨学科课程学习中，学生不仅

要关注相关的事实、概念、理论，而且

要关注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地区、

国家乃至全球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

这些问题既是探究学习的起点，也是

跨学科课程的关注点。这其中包括一

定的科学素养或基本的科学常识，面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新时代，特

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在教授大学生学

科知识的同时，如何培养高校英语教

学的科学素养呢？蔡基刚(2020：45)提
出,可以探索在拓展选修课时,开设自

然科学史、现代科学技术史，科技文化

概论、科学伦理、科学方法、批判性思

辨和逻辑学等选修课。这就对跨学科

课程编排和设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
科课程既要包涵学科的基本架构体系

和相关的跨学科知识，又要渗透科学

知识和科学精神，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培养科学素养，传统的纯文科时代,已
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新文科理念的

提出满足了时代的要求，文科生也要

具有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而素养和

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需要课程载

体的，这就需要研究跨学科，跨学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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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跨呢？不是简单的合并,更不是不同

学科知识的杂糅，而是需要科学研究

课程本身，研究学生的学习能力，研究

时代的潮流，同时以认知学习理论为

指导，精心设置，大胆实践，课程类专

家学者更要用于担当，先试先行，总结

成功经验，反思不足，及时推广研究和

实践成果。换言之，新问题的出现倒逼

学科课程的设置，而此过程需要探究

学习，学习包括专家学者的学习，相关

教师的学习及学生的学习。

2. 研究层次上趋向跨学科融合

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外语学

习的研究需要将定性的语言学数据与

神经科学的数据整合研究；而此种类

型的跨学科的整合正是顺应认知科学

发展的发展态势。

为响应新时代的外语教育需求,外
语教学中适时顺势选择语料和创新教

学模式。只有与学习者相称的认知能

力和语言水平、更新理论框架和科学

技术,运用现有高等外语教育课程的跨

学科性质和相应教材编排出新。在中

国高等外语教育中以认知学习理论为

指导尝试融合相关学科和迥异学科教

学系统方兴未艾。

跨学科研究是顺应新时代背景发

展的要求，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天人

合一”提出的整体认识模式，以最新认

知学习理论成果为指导，呈现出一种

新的研究范式,其主要研究目的是在方

法论上有所革新尝试采用社会学研究

方法，打破常规，突破学科壁垒,融合传

统的文、理科界限，凸显新文科背景即

认知心理学加融合课程。进一步讲,跨
学科研究不是几门学科的简单综合,而
是多学科的基础上衍生发展出一个新

的研究对象。

3. 跨学科的发展动态

跨学科自身的诞生发展历程,呈现

出这样的特征，即是作为两学科或多

学科的综合课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跨学科研究的整合性本质。跨学科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研

究外语教育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跨

学科课程设计的最初动机和目的就是

服务教学和科研应用，社会多元发展

的需求，对多学科的整合发展提出更

高要求，需要跨学科的出现反哺社会，

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课程架构的重

新组和课程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

这种重组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表现为整

体性和选题层面表现为学科间融合优

化。自1980年代起，随着国家对外开放

和交流幅度的扩大和内涵加深，必然

对外语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外语

教育不再仅仅是语言知识层面的教育

和学习研究，而是应然赋予其他社会

内涵需要，这其中就需要认知学习理

论来支撑和社会学知识来指导。因此，

外语教育的跨学科需求和发展应运而

生，特别是英语教育的跨学科性越来

越显现和益发重要，英语语教育研究

不再针对单一门类的学科意义上的外

语学习研究，而是益渐上升的到国家

语言战略视角以多种方法，多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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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学习进行全方位的融合生态研

究,彰显了跨学科英语教育研究课题的

本体地位和认知学习理论对跨学科的

指导和引领作用。

五、结论

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应将生理、

认知与情感融为一体，无论学习哪一

方面的知识，大学生与课程都是密切

交织在一起的（徐继存，2008：88)。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

有较强的生理与心理可塑性并因此也

具有较强的社会可塑性(吴康宁，2014：
199)。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知识育人，

情感育人都避不开认知。大学生学习

不仅仅是对传统知识文化理解掌握应

用，更重要的情感价值的体验和认知,
而这两者存在和依存的基础是健康的

身体,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其中认

知领域的科学和传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必须

重视认知学科探索发展，寻求跨学科

发展新途径。当前出现课程与教学论

是认知科学理论和跨学科方法繁荣的

重要标志。跨学科的发展既是学科本

身发展的必然，适应了当前新文科教

育-交叉融合，传承创新(戴炜栋，2020：
2)的背景要求，随着脑科学，神经元学

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

善认知学习理论，为跨学科提供新的

发展视角和新鲜血液。跨学科的孕育

诞生和发展成熟又为认知心理学的发

展提供了教学和实践基础，认知学习

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

使命内涵，其价值体现在以认知心理

学为基础与跨学科研究相互融合，相

互促进，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必将成

为新时代认知科学和外语教育融合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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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cognitive lin-
guistics, based on philosophy, has become a cutting-edge research paradigm and play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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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dynamic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y, and explores how cog-
nitive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influence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KeywordsKeywords】】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Status;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
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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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上提出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世界秩序

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换期，而且正以我

们无法预知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这种

变化源于世界各个区域，以及不同区

域里各个国家多元的发展变化。在这

样的情况下，以德法为中心的欧盟、由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元的政治形

态和经济体制纷纷涌现，出现了多种

区域合作形态。另一方面，前苏联解

体，东欧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南斯拉夫

内战、索马里内战……。为了分析种种

复杂的政治现象，需要我们使用新的

问题分析框架去剖析、理解这些现象

和行为，并探讨和寻求向好发展的办

法。

这种新的分析框架应该可以“阐

明当今世界的各种状况”“能够对建立

世界新秩序提出有益的方案”“明确为

解决这些状况可以开展哪些工作”。基

于此，相对于其他某一单一学科，具有

跨学科属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对特定区

域、国家的研究会更加深刻、更加全

面。

一、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界定

郭树勇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针

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

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

入研究（郭树勇，2016）。牛可指出：区

域国别研究，目前国际上的通行说法

是 “Area/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他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

“智识路径”(intellectual approach)，是在

常规社会科学学科通则(nomothetic)趋
向之外的以地理、政治和文化单位为

实体对象，强调“情境具体性”(con⁃
text- specificity)的学理方案；也是一种

超越于常规学科体系的宏观知识架构

区域国别研究刍议区域国别研究刍议
徐 俊①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00 中 国

摘 要：近几年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界迅速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在今天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国际形势下，是对国家内政、外交做出正确决策，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合作
的基础。了解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历史，明确其研究特点、研究范畴，区分其与政治学科、外
语学科的差别，厘清其基本概念，有助于我国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建立起学术话语体系，探
索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并提高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届的适用性和普遍性。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历史；政治学科；外语学科；研究特点；研究方法

①徐俊，女，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国际政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项目“韩国语专业国别内容依托式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7G08）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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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组织方式。是由多个既包容各

学科内部的对外研究，又试图超越单

一学科，在各学科间—包括人文学科

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多样化的、复杂

灵活的知识联系和组织网络（安刚，

2018）。两位专家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

内容，以及学科研究的特点对区域国

别研究的概念做了界定。

区域国别学科中的“区域”可以指

由地理位置划分的地域，如：亚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也

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东北亚、东南亚、南

亚、西亚、北欧、东欧、中欧等；也可以

指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如：亚太经

合组织、欧盟、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北

美自贸组织等；还可以指东亚文化圈、

伊斯兰教文化圈、拉丁文化圈、斯拉夫

文化圈、南亚文化圈等宗教或文化区

域。区域国别学科中的“国别”主要指

以国境线划分的国家。

简单地说，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项

综合研究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语言、文

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领

域发展情况的工作。其最终的研究目

标是，通过综合研究，从历时和共时多

个方面全面掌握研究对象，服务本国

的发展，服务国家的决策。

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进程

1．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域国别研究

按其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高潮阶

段。第一个高潮阶段可以追溯到殖民

地时期。欧洲殖民者为了更好地巩固

对殖民地的统治，开展了近代区域国

别研究。1299年《马可波罗游记》的问

世，17世纪指南针和望远镜的发明，

18~19世纪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和蒸汽

机的发明,以及 1840年以后船舶和军

舰等海上交通的发展，为开展区域国

别研究提供了可能。18-19世纪形成的

近代地理学就是区域国别研究为基

础，旨在帮助宗主国研究殖民国家和

属地情况，以便制定、落实其殖民政

策。

第二个高潮阶段出现在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导致各

国为了实现战场上的胜利，纷纷在国

际关系框架下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两

次世界大战为近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

了全新的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

际运动席卷全球。在此影响下，美国的

大学先后设立了拉美研究、远东研究、

美国文化研究等学术研究项目，但当

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对交战国进

行系统的研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

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
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学术研究委员

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社会科

学 研 究 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各研

究会下属的分会与史密森学会(Smith⁃
sonian Institution)合作成立了“民族地

理学会（Ethnogeographic Board）”。战争

结束后，该学会解散，重现成立了“世

界区域研究会 (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成为真正意

义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的专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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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Lesley Pitman，2015：8)。此后在美国

主导下，开始形成有组织的区域国别

研究。受国际运动和战争的影响，区域

国别研究从最初就与国际关系的研究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中国际关

系问题一直引导着战后区域国别研究

的基本方向。战后不久，东西冷战加

剧，对前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等的学术研究成为美国的迫切需求。

在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财团

的财政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

大学同时设立了俄罗斯研究所。这些

研究所及其研究结果成为样本。20世

纪 50年代后期，福特财团为很多大学

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很多经费支持

（Richard Lambert，1990：715）。
美国的区域学也对其他地区产生

了影响。1916年英国设立东方和非洲

国家研究机构时，主要是为了管理殖

民地，培训学习对象国的语言。但到了

1945年，英国将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围

扩大至社会、文化领域。此外，法国的

区域国别研究也在国内财团的资助下

得以发展壮大。1955年法国高等教育

实践学院接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经费

资助，先后开展了对远东地区、俄罗

斯、印度等的研究。其他国家也同样成

立了多种形态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

墨西哥学院的东方研究所设立了中国

研究项目，巴西的南大河州联邦大学

设立了拉美研究中心。

第三个高潮阶段出现在战后，区

域国别研究开始进入有组织、成体系

的研究阶段。兴起于二战以后的最大

战胜国—美国。由于二战以后国际政

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出于对战败国占

领政策的需要，美国组织了一些翻译

专家、通晓地区情况专家、官员、学者，

出台了对战败国的占领政策（Katja
Mielke，2017：233-344）。这就是现代区

域国别研究的开端。

20世纪 40年代起，韩国、老挝、印

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相继独立，进入

50年代，40多个非洲新兴国家也纷纷

独立。大国为了对新兴独立国家确立

有效的外交政策，纷纷致力于区域国

别研究。此外，二战后以美国和前苏联

为代表的中西阵营的竞争加剧，世界

形成冷战格局。两大阵营一方面对二

战后的新兴国家施以一定的经济援

助，同时通过政治干涉或军事行动，将

他们争取到自己的阵营。这进一步推

动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可见，此时的区域国别研究还主要局

限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下。

六七十年代以来，地域研究开始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学术性更强，并

呈现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研究对象再

不局限于国际关系框架下，而是延伸

到了对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研究，涵盖

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

所有学科的研究方式。但无论哪个阶

段的研究，其研究的实用性，即将研究

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始终是区域国别研究最大的价值所

在，这一点始终未曾改变。

2．国内的发展情况

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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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 80年代。从 1979年北京外

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成立，到

198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苏联研究所的

落成，再到 1985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

心、1988年洛阳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

中心、198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国

家研究中心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加拿大

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说这一时期主

要国家国别研究中心的建立为中国区

域国别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出现

了《苏联人才使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王恩发，1987）、《日本战后工业布局

的变化》（杨连风，1988）等为数不多的

研究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

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发展时期，呈

现出跨学科发展的特点。上海外国语

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开始涉猎政治、

经济、社会、教育等多领域的研究。涌

现了《美国、日本和中国管理理念的比

较研究》（何建民，1997）、《日本产业结

构调整滞后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武心波，1998）、《日本的核潜力及日

本政府核政策走向初探》（罗小军，

2002）等数十篇研究成果。北京外国语

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于 1996 年开始

依托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招收博士

研究生，同时日本学研究中心选派优

秀毕业生赴日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开

始自主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此后

北外又于 2006 和 2007 年先后增设了

加拿大研究中心和爱尔兰研究中心，

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廉政文化的

有效建构:日本的经验》（曹文泽，

2010）、《关于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的

比较研究》（任康钰，2010）、《日本十所

图书馆考察报告》（苗华建，2001）、《当

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扶养》（宋金

文，2001）、《杜威对美国资本主义出路

的探索》（孙有中，1999）、《美国成人教

育的社会基础》（郭亚玲，2000）、《美国

移民政策动因分析》（付美榕，2003）、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以中国与加拿大比较为视角》（王

文华，2008）、《中爱经贸关系：历史与

观念》（孙冲，2009）等，涌现了更多的

研究成果。在这二十年间，国别研究迈

上了新台阶，开始从单一的语言、文学

研究迈入了多视角的国情研究。但受

语言学科发展基础的限制，也呈现出

主要集中在美、俄、日等大国国别研究

的特点。此外，其学科属性定位仍不够

明确，处于探索性发展阶段。

近十年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全面发

展阶段。2012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高

校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

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首批在 25 所

高校建立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

地。2013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

学科简介》首次将国别与区域研究明

确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 5个

研究对象之一。2017年教育部下发《关

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

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高等学校开

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

家战略和外交大局”的重要性。截至

2017 年，教育部已设立 42个国别和区

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395个国别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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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中心，国别和区域研究覆盖更

多的中小国家，波兰研究中心、伊朗研

究中心、老挝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海

湾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

中心、巴尔干研究中心、太平洋研究中

心等区域地域问题研究中心陆续涌

现。出现了《“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

机》（马晓霖，2017）、《海合会集体安全

机制的实践、挑战与机遇》（喻飞，

2015）、《中国与老挝命运共同体建设

再上新台阶》（苏世天，2020）、《东盟公

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汤

蓓 梁潇，2020）等数百篇研究成果，成

果更加丰富、多样。国别与区域研究呈

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

三、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征、内容和

方法

1. 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征

首先要想做出有价值的区域国别

研究成果，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够读懂

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一手文献资料。此

外，必要时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研究

者要掌握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使用的

语言，具备与对象国语言使用者顺畅

交流的外语水平。

其次，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对研究

对象有全面的认知和了解，这种全面

性植根于其发展的历史和民族文化。

因此，应该重视并深刻理解研究对象

的发展历史和民族文化。

再次，区域国别研究从共时和历

时多个维度探讨研究对象的本质特

征，不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

此需要辩证统一地看待普遍性和特殊

性，寻求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

学者应当精通研究对象国家的语言；

对研究对象地域的历史文化有基本认

识，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不能局限于

研究某一层面的问题，要能够开展多

维度的研究；此外不能带着偏见或偏

爱开展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需

要具备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研究素

养。

2. 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划

分，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分为共同体研

究（community studies）、区域研究（re⁃
gional studies）、国家研究（national stud⁃
ies）和问题驱动研究（the problem ap⁃
proach）四大类。首先，共同体研究主要

从人类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

特定聚居区的社会民俗和历史进行比

较研究。其次，区域研究。通过某一自

然现象或者某一种形态形成的中心地

带，并以其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

的、一定组织结构的单位，如工业园

区、农村、城市等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研

究。第三，国家研究。即以国际关系中

发生的权力政治的主体行为者为中

心，在不同领域进行国家间相互比较。

第四，问题驱动研究。这类研究需要假

设有可能成为问题的研究主题。如，民

族主义、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等问

题，或者是更加微观的人口问题、城市

化问题等。问题驱动研究假定问题，通

过同一个体历时或共时、不同个体相

似性或差异性的比较，对特定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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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综上所述

在进行地域研究时，务必要运用科学

的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

容，适当调整研究方法。此外还要联系

相邻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融入多样

的研究方法。

四、与政治学科的关系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政治

学研究。一直以来部分学者将区域国

别研究归属到政治学科下，甚至认为

区域国别研究不过是政治学研究的一

种方法论(Chalmers Johnson，1977：70)。
然而我们知道区域国别的研究不只停

留在政治层面，政治问题表象化的背

后，区域国别研究指向多个学科的研

究路径。其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不

同于政治学，不仅仅是基于政治理论

的政治事件的梳理，更需要基于对不

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

的认知和理解，是一门融通多种学科

知识，解决政治问题的科学。

其次，区域国别研究拓展了政治

学研究的维度。在区域学中，政治结构

（political structure）并不单纯指政治体

制的结构，而是指其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因此，从

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视角出发，需

要我们了解并掌握社会政治权力实施

的有效性同社会结构中主流群体间的

关系，了解各种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对

政治的影响。可以克服单一政治学研

究视角的局限性。比起孤立地讨论政

治问题，区域学更多地讨论其如何与

制度的结合，各国的政治制度化是如

何立足于其原有的文化和制度，因此

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都可能

成为问题研究中的一环。

再次，区域学研究方法推动政治

学研究方法的提升。如上所述国别研

究中政治研究不同于政治学科研究的

政治，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同政治

体制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政治精英、

知识分子、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开展田

野调查，收集一手资料，因此语言工具

成为开展研究的必要手段。此外，从全

球范围来看，区域发展呈现出新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兴起，以

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迅速，亚太经济圈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以东盟为主导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RCEP的问世等。

这些变化要求我们的区域研究一要熟

悉区域内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宗

教等社会情况；二要熟悉区域框架下

的合作机制及区域内各国的利益关

切。尤其在某一个地区内，不同国家的

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其价值观也存在

差异。例如：曾经被殖民统治过的国

家，会对合作发展缺乏信心，会在合作

中出现反复，不连续性的问题。世界政

治发展曾经给这些国家带去过负面的

心理影响。这些情况都应该融入区域

国别研究。因此可以用于研究对象国

社会文化、认知心理、决策方式的文本

资料、相关的音频资料、视频资料等都

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素材的

形式上更新了现有比较单一的文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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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形式，实现了研究素材的多模态。与

此相适应，在研究方法上也必将实现

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的新方法，语言

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都可能

在这其中有所体现。

同政治不稳定论、文化摩擦论、纷

争论等政治理论一样，区域学的研究

方法论必将丰富现有政治学的研究理

论，推动现有政治学的研究发展。在借

鉴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相邻

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把政治学放

到跨学科框架下进行评价，对整个政

治学科的发展而言既是一种压力，也

是一种促进和推动。

五、与外语学科的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别与区域研

究，都是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基础

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其实证研究方法，

搜集一手资料、数据所决定的，也说明

了外语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工具价

值。从英、日、俄、德、法、西、阿通用语

种在语言学、文学、翻译方向的研究发

展，再到韩、意、葡、泰等非通用语种在

传统学科方向上的发展，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外语学科快速发展的 40
年，为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培育了大

量外语人才。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

整，对象国国情、地区情况的研究成为

开展国际交往，决策国际事务的参考

信息。以外语为工具的国别与区域研

究自然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中一个新的

分支。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纵深

发展的体现。外语学科从最初的听说

读写语言技能训练，到内容语言融合

教学理念的转变，对象国社会文化、对

象国概况、对象国历史、对象国经济发

展史等课程相继开设。可以清楚地看

到外语学习发展变化的方向。也正是

有了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的

人才培育基础，才使得国别与区域研

究成为可能。是外语学科中社会文化

方向纵深发展的结果。许多外语院校

将社会文化方向的师资融入国别与区

域研究方向。

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是高层次外

语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单一的外语专

业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

需求，“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业内

达成了共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深入

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实现语言

知识与国情区情知识的复合型学习，

提升外语人才的竞争力，助力高层次

外语人才的培养。同时拓宽外语人才

的职业发展路径。

六、区域国别研究的展望

目前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国际

上仍然有不少国家紧跟美国的步伐，

这源于战后这些国家与美国结成的不

平等双边关系，导致这些国家无法从

独立的视角分析、参与解决国际问题。

而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近几年刚

刚兴起。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一要尊重

他们的研究，同时我们不能人云亦云，

要有独道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学术话

语体系，同时探索有特色的研究方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发挥区域国

别研究的创造性，并努力将其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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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享，提高其国际学术的适用性。

此外，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肩负了新

的历史使命，它不在是殖民地时期、战

争时期国际关系框架下的区域国别研

究，是一门为了寻求世界和平与繁荣，

具有独立性同时有兼备国际普遍性的

新科学。区域学，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

的壁垒，为相互理解和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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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untries and Areas Studies
XU Ju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In recent years, Countries and Areas Stud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academic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correct decisions in do-

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L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untries and Areas

Studies, identifying its research features and domain, and distinguishing it from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foreign languages discipline will contribute to helping us establish academ-

ic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Countries and Areas Studies, exploring distinctive re-

search method and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and universality of research findings in in-

ternational academics.

【【KeywordsKeywords】】Countries and Areas Studies; development history; politic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s discipline; research feature;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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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典籍历史悠久，种类繁

多，博大精深，是历朝历代术业有所专

攻之人花费多年时间写成。每一部典

籍都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或文学

成就，或科学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

一笔巨大财富，值得后人细细研究。今

天，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高，

我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了建设文化强

国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

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

略。我国可通过传播中国文化这一举

措，让世界各国的民众了解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文化独有的魅力，从而扩大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战略的提出，

是对“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体现了

我国对于“开放”的矢志不渝，也让世

界知晓，中国不仅在经济与政治领域

成绩斐然，在文化领域也不可小觑。因

此，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是我国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通过将中国

古代典籍译介到国外的普通大众当

中，可以让国外民众重新认识中国，了

解中国真实的面貌，从而打碎陈旧刻

板的中国印象，并走近中国文化，吸收

其中的哲理思想。

一、中国典籍的类型与外译

1. 文学典籍

“典籍”一词在《辞海》中的定义是

“国家重要文献”。由此看出，如能被冠

以“典籍”之名的书籍，都可算作“国家

重要文献”。但长久以来，我国典籍英

译的类型较为单一，多集中于文学典

籍领域。除此之外，在所译典籍完整度

方面，现存于国外的中国典籍英译本

多为节译本、选译本等不完整译本，这

使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够彻底和全面。

因此，目前国内典籍英译研究者开始

逐渐关注非文学典籍和民族典籍。通

过对这类典籍的关注，不仅填补了我

典籍英译实践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关系与策略典籍英译实践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关系与策略
张 丹① 李正栓②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中 国

摘 要：中国典籍汇集了我国上千年的文化成果，其涉及领域广泛，具有极高的文学和文化
价值。近年来，我国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从而使中国
文化走进世界视野，提升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
建设文化大国。本文介绍了典籍英译的类型与外译史、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意义
及举措、以及针对我国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以推动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
展。
关键词：典籍英译；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典籍英译的原则及方法

①张 丹，女，硕士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英美文学

②李正栓，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典籍英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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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非文学典籍和民族典籍英译上的

空白，更扩大了我国典籍英译的研究

领域和范围，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

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文学作品记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与精神，他们之所以称之为文学，是因

其具有能代表一个国家精神内涵的重

要地位。因此，对于文学典籍的传播，

研究者们一直高度重视。在我国，文学

典籍不仅包括家喻户晓的“四大名

著”，还包括主题多样的文学类型，如：

“四书五经”“四大奇书”等。

中国的文学典籍最初由外国传教

士、外交官和汉学家译介。从19世纪初

起，英国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

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在学习汉语

后，通过将英文版《圣经》译为汉语来

传播其中的观念。代表人物有英国传

教士马礼逊、理雅各以及汉学家翟理

斯、亚瑟·韦利和霍克斯，他们或译介

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或编写中国文学

史，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古

代典籍的传播和发展。到了 20世纪后

期，中国典籍的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

到了美国。这一时期以斯蒂芬·欧文、

刘若愚、保罗·克罗尔和瓦格纳等汉学

家的唐诗译介为主，进一步扩大了中

国典籍的研究范围，并推动了中国古

代典籍的跨文化传播。

与西方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时间相

比，我国的典籍英译研究起步较晚。我

国于晚清民国初年开始了对典籍的外

译，贡献最为突出的是“清末怪杰”辜

鸿铭，他是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第一

人。他自幼掌握多国语言，并诵读莎士

比亚的作品，长大后出国留学，学成归

国，成为了一名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

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其所译《论

语》不仅准确译出句中含义，而且传递

出了中国古代儒学的思想和哲理，打

破了长久以来“西学东渐”的垄断局

面，开启了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本

土译著译介由西方主导的文化时代。

20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典籍英译事业

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典籍英译的

研究者，如杨宪益夫妇、汪榕培教授和

许渊冲教授等。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

楼梦》、许渊冲教授的《诗经》《楚辞》

《唐诗三百首》等、汪榕培教授的玄学

三部经典《老子》《庄子》《墨子》等译作

对21世纪的典籍英译研究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典籍英译

的范式与模本，还为中国文化的输出

指明了道路。

2. 非文学典籍

中国非文学典籍所涉领域广泛，

包括科技、医学、地理、军事等种类。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并重是

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王燕 李正

栓，2020：53）由此可知，中国自古以

来就将“天文”与“人文”并重，这种

关于人与科学的辩证态度为中国典

籍的多样性提供了认知基础。中国

科技典籍最早也是由来华传教士译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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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1736 年伦敦出版了第一部中国

的医学典籍译著《图注脉决辨真》。

虽然科技典籍译著早已出现，但目

前国内科技典籍译本数量却没有明

显增加，且译著种类分布不均，多数

为节译本。面对此种局面，扩充科技

典籍的译本数量显得尤为重要。现

存的科技典籍译著收录于《大中华

文库》之内，如手工业典籍《天工开

物》、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地

理学典籍《山海经》等。

“鉴于科技典籍的特殊性，仅聚焦

经济效果作出评价，有失公允。从效果

的内在性质而论，我们还应关注科技

典籍自身的文化效果以及对受众产生

的心理效果。”（林宗豪 王宏，2017：63）
因此，宣传科技典籍译著不应只考虑

其经济效益，更应考虑其巨大的研究

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促进中国文

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3. 民族典籍

我国是一个民族大国。新中国成

立以后，我国政府根据各族分布情况

确定了我国拥有 55个少数民族。我国

为构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环境付出了

巨大努力，如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

的设立，“民族大学”的创建等，都为构

建一个稳定的民族大国铺设了道路。

自2005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

英译专业委员会会长汪榕培教授号召

大家从事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起，

民族典籍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逐步扩

大之势，这为拓宽其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提供了转机。而后 2011年王宏印教

授接任了会长，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

典籍英译的方法论指导，由此我国典

籍英译事业步入了新阶段。

民族典籍的内容多由其世代口口

相传的歌谣组成，如蒙古族的《江格

尔》、藏族的《格萨尔》、壮族的《布洛

陀》等。这些民族典籍和汉族典籍一起

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华夏民族文化，它

们不仅是我国不可替代的宝藏，更是

世界文化的珍品。

对于国内普通大众来说，了解民

族典籍不仅能了解少数民族人民群众

的性格特点和民族特性，还能通过典

籍来知晓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促

进了少数民族文化在普通大众当中的

传播。深层次来说，推动少数民族典籍

在国内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典

籍研究者发掘其深刻的民族文化内

涵、让读者了解其民族性格，以便在推

行民族政策时考虑更为周全。这对加

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并在稳定国家的发展方面具有指导作

用。对国外受众来说，了解我国民族文

化，可拓宽国外普通民众的视野，逐渐

去除西方对中国文化固有的认知与偏

见，从而认识到自改革开放起，中国与

中国人民已逐步走出固有的文化模

式，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更为开放包

容的大国，不仅是经济大国，更是文化

大国。

084



4. 国内典籍英译发展现状

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从晚晴初现

端倪到如今成果斐然，离不开研究者

的孜孜不倦，也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

持。目前，中国的典籍英译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无论对普通大众还是研究

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年来，中国典籍英译的成果逐

渐超过西方，并在中国与国外交流日

渐频繁的背景下开启了“中外合译”的

翻译新模式。在此新背景下，典籍英译

事业急需新的翻译方式与传播途径。

目前，我国翻译理论界仍为“西论中

用”的局面，如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以及奈达的

“功能对等”理论等。这些理论在国内

长期使用，致使国内本土理论无法形

成。因此，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应提出

适应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从而充实

国内翻译理论体系。除此之外，当前我

国不仅在翻译理论构建方面略显不

足，而且在理论运用方面也与实践脱

节，呈现出理论与实践无法同步的局

面。因此，典籍英译研究者提倡翻译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扬译法理

论的同时，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提出

适应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到目前为

止，我国已有多位翻译家在西方翻译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本土的翻译理

论。如许渊冲教授的“三美”“三化”“三

之”、汪榕培教授的“传神达意”等理论

（自不赘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我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缺失，为后人提

供了理论指导，使中国典籍英译的研

究更为系统全面。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1. 战略的提出及意义

我国政府于2002年提出中国文化

“走出去”战略，以期通过中国文化走

出国门这一方式将中国文化融入国际

世界，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开放包容

的文化姿态，从而将我国建设成一个

面向全球的文化中心和文化强国。十

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应“不断增强意识

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取得文化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表现，

有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

注意的是，我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

时，也应注重本国文化的传播和发扬，

只有这样才能履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责任与义务。

2. 战略举措

为了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

战略举措，我国开展了由国家政府支

持的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典籍英译事业的发

展。其中，“大中华文库”项目是一个极

为成功的例子。《大中华文库》系列丛

书记载的中国典籍译本数量之多、类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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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广无不让世界叹服，其作为我国

典籍外译的精华读本，足以向世界说

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由于中国

典籍的语言和内容对普通民众来说不

太容易理解，因此有人认为《大中华文

库》只面向具有特定知识水平的读者。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从《大中华文

库》中收录的作品来看，其作品的原作

者本身就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

所写的作品必然具有一定的知识水

平。因此，一方面，在典籍英译的过程

中译者需考虑读者的接受的程度，尽

量译为译语读者易于接受的句式；另

一方面，译语读者也应主动了解源语

文化和相应领域的知识内容，以便理

解文本含义。总而言之，文化的传播从

不是一方的一味妥协，同时也需要另

一方的理解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文化的传输。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也是中国

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世界各

国开始交流之日起，都是用图书传递

各国的智慧与思想，以至于我们至今

可以了解到久远古代先人的故事。因

此，将中国文化以图书这种实体书的

形式向海外推广，仍然是传播中国文

化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图书不仅能

让读者直接了解我国的文化，更能弥

补读者不能亲自来中国体验中国文化

的不足。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展开

后，中国已与国外多家出版社进行了

合作投资。因此，中国在推广译著的同

时，还能和国外出版社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从而携手传播中国文化。与此

同时，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中国文化

借助网络平台传播成为可能。当今便

捷的网络平台使世界上的每个人只需

手机就可随时随地浏览信息，从而加

快了文化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交

流与传播，其重点资助中国传统文化

和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的研究。可以

看出，我国在学术领域将中国文化加

入世界交流的行列，体现出国家对中

国文化传播在学术层面的重视与支

持。

三、典籍英译的原则及方法

1. 译者方面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如何呈现原

作风貌以及如何体现原作含义都由译

者一手操办。因此，一方面，译者的专

业水平是译本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首要

条件；另一方面，译者对原作的熟悉和

理解程度是能否传达出原作文化内涵

的重要条件。因此，从译者本人出发，

选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译者如果选

择了自己较了解的文本，翻译自然变

得得心应手，且原作和内涵都能得到

很好的体现；而如果选材不当，也就不

存在翻译是否传神达意一说了。汪榕

培教授译了三部玄学的经典著作——

《老子》《庄子》《周易》，且在国内外广

为流传。由于作品中所蕴含的道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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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译者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

似，因此，译者准确传递了其中“道法

自然”的道家核心思想。除了道家经典

译著之外，汪榕培教授所译《陶渊明

集》一方面将原文的含义和风格完美

呈现；另一方面，也能从译文中可以看

出译者的性格与思想。如历史上的陶

渊明淡泊名利，性嗜酒，而汪榕培教授

同样喜欢以啤酒解渴，译者和原文作

者相同的兴趣爱好让译者在翻译关于

饮酒题材的诗时更为感同身受，从而

译出其中韵味与深意。汪先生所译的

《饮酒》系列的诗歌也的确译出了原文

韵味，更译出了其所蕴含的哲思。可

见，译者本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对译

文的质量有决定意义。而后，要想呈现

原作风貌，需要译者先了解原文作者

的时代背景和性格特点，在理解层面

与作者达到统一，才可译出原文效果。

汪榕培教授为了译好陶渊明的诗，不

仅熟读古诗，查阅相关译文进行比读，

还从陶渊明本人的时代背景出发，了

解其生平和为人，并研究了诗作的写

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除此之外，汪先生

还亲自去陶渊明的生活之地考察，了

解其生活环境，感受诗人所处的生活

氛围。为翻译《邯郸记》他两次到邯郸

黄粱梦考察。从他的译者行为可以看

出，翻译不仅是语句间的转换，更是译

者对原文作者思想感情的重新展现。

因此，译者不仅要准确翻译原文的字

面意思，而且要以译出原作风格和思

想为最终目的。

2. 文化方面

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品质的体

现，也是一个国家历史沉淀的整体风

貌。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

世界，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是每个国

家必然要做的事。今天的区域国别研

究如此受重视与此密切相关。由于我

国典籍英译面对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

读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两国文

化差异和读者接受程度是不可或缺的

一步。译者不仅要有能够辨别译作好

坏的判断力，还要采取适当的译法将

中国文化传递出去。长久以来，翻译界

所进行的异化和归化译法问题的讨论

一直没有定论，在进行典籍的英译时

也存在采取异化还是归化译法的问

题。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者为了传达出

中国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文化价

值，在翻译时主张以异化为主，归化为

辅的方式，即遇到中国文化术语时，用

拼音并辅以加注。这种翻译方式的运

用可以在翻译的同时传播中国文化，

还可以防止由于过度归化而造成的文

化过滤和文化流失，并让中国的文化

术语以原本的姿态呈现于译语文化

中。作为译语读者也应尽量理解、吸收

源语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3. 教学方面

目前，我国典籍英译事业已取得

了显著成果，但如何将其延续下去以

便取得更大的成就是我国典籍英译研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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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今，我国典籍

英译事业正面临译者人员结构老化的

突出问题。由于翻译一部典籍所需时

间长且要求水平高，这让许多年轻学

者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

我国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典籍英译”

课程，旨在培养从事典籍英译事业的

年轻学者。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指

出，典籍英译不仅需要熟练的翻译技

巧，还需要透彻理解原文含义。由于典

籍英译进行的是将古代汉语译为英语

的过程，因此其中不仅包括了将汉语

译为英语的语际翻译过程，还包括将

古代汉语译为现代汉语的语内翻译这

一过程。而语内翻译作为典籍英译的

第一道关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此，教师在培养学生语际翻译能力的

同时，还应注重学生母语能力的培养。

“译者只有对前人的成果泛观博览，细

心钻研，才能了解古籍的精义邃旨”。

（汪榕培教授，2009：7）因此，译者只有

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才能译出

原文的精髓。

结语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精华由我国典

籍流传至今，这其中的文学、文化价值

自然无法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

典籍英译的内容和关注领域发生了显

著变化。《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是传

播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标志着我

国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所取得的非凡成

就。此外，为了准确传达中国典籍的价

值，本文分别从译者、文化和教学方面

进行阐述，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典籍英

译所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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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技英语相异于普通类型，涉及

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领

域，客观描述现有的科技发展情况，并

不掺杂个人主观感情色彩，文章特点

突出。目前我国综合实力水平增强，在

不断强大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国外

相关技术的学习引进，因此翻译人员

对科技英语文本的了解分析，有益于

我国科研水平不断提高。译者在科技

文本翻译时需要满足读者需求，注重

实用性，向读者传达必要且有效信息。

而变译理论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

生，逐渐发展，对科技英语具有指导作

用。因此本文充分利用变译理论在短

时间内大量传递信息内容特有优势，

通过变译理论中增，减，改三大主要手

段，灵活变通原文内容以及形式，同时

在翻译过程也进一步总结适用于科技

英语汉译的技巧方法。

二、变译理论

变译理论作为新兴理论，由黄忠

廉教授于上世纪 90年代末在《变译理

论》一书中提出，在当今翻译界成为最

具有活力的理论之一，是我国理论自

强的体现。

黄忠廉教授在书中就变译理论定

义明确提出：“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

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

的科学原理，它以变译为研究对象，研

究变译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总的

适宜变译的一般原理。”（黄忠廉，

2009）所谓变译，并不是完全脱离原文

桎梏，随心所欲进行改写，而是译者根

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

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共七大变

变译理论视阈下科技英语翻译技巧研究变译理论视阈下科技英语翻译技巧研究
刘姝妍① 梁甜甜②

沈阳建筑大学 沈 阳 110168 中 国

摘 要：当今世界，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国内外交流频繁。我国在学习汲取海外科技知识
时，对科技英语重视程度也在相应提升。科技类英语文本注重客观阐述和传达信息，针对于
意义再现。而变译理论则通过适当变通，转换原作内容或者形式，在短时间内向大众传达实
用信息，刚好符合对科技英语进行有效传达的翻译需求。因此本文借以变译理论中增，减，
改三大主要手段，具体应用增补隐含语义、增补背景信息；删减次要内容、删减重复修饰；改
变词性、改变正反表达方式的形式，实现对科技英语的汉译指导。将变译理论应用于科技领
域的实践之中，能够大量且快速的展现科技英语的主要内容，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
关键词：变译理论；科技英语；翻译技巧

①刘姝妍，女，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②梁甜甜，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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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手段传达原作信息内容的翻译活

动。（黄忠廉，2012）
科技英语是科学精确阐述最新发

展成果技术的文章，以说明议论文文

体进行表达居多，篇章文体严密谨慎，

遵循实际。讲求思维逻辑清晰，客观，

并不掺杂主观意愿，因此并不具有感

性色彩，抽象思维。

由于变译理论就是在快速发展的

大时代背景下提出，应用于科技英语

的翻译实践当中也颇具可行性。理论

与实践融会贯通，译者可以借助变译

理论，对原文进行重新加工处理，在有

限时间内最大化向读者有效传递科学

技术知识，拓宽传播链，发挥其实用价

值，既节省读者研读时间，又快速展现

文章内容。

三、变译理论指导下科技英语翻

译手段

1. 变译之增的手段

变译理论的“增”，指的是在原文

基础上增补信息。本文主要借助阐释

方法，对隐含语义和背景进行增补。

(1) 增补隐含语义

结合科技类原文语境,借助变译手

段中的“增”，增加字面上并未显示,而
文章包含隐含的词句。

例 1：70% of UK electricity will be
generated from low carbon sources.

译文：英国 70%的电力供应将来

自低碳能源。

分析：通过上下文阅读分析可知，

本句讲的是英国电力由低碳能源提

供，强调的是“电力”和“供应”两方面。

(2) 增补背景信息

科技类文本有很多新型概念，对

于大众来说十分陌生。针对科技文本

中出现的生僻概念或是过于术语化词

汇，需要译者补充背景信息，进一步解

释说明，让读者抓住核心知识点，有利

于传播科技价值。

例 2：Wood Mackenzie predicts the
USA to have 3 million solar installations
by 2021 and 4 million by 2023.

译文：能源资讯机构伍德肯麦兹

（Wood Mackenzie）预测，到 2021年，美

国将有 300 万个太阳能装置，而到

2023年这一数量将达400万个。

分析：在科技题材比较新颖的情

况下，译语读者对信息中某些内容不

了解，为让读者明白，采取变译手段中

的“增”，进行解释说明。本句话中翻译

为避免读者产生疑惑，需要在前面进

行补充，明确这是一家能源资讯机构，

适时有针对性的增加翻译信息。

2. 变译之减的手段

变译理论的“减”，指的是适当发

挥译者主体性，在原文基础上删减冗

余或次要信息，对原作进行舍弃，从而

突出重点。

(1) 删减重复修饰

科技类文本客观性较强，表述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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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清晰，译者通过认真分析，在翻译

过程中进行变通，适当的去掉意义重

复的修饰成分。

例 3：Brazil was the third largest in⁃
staller of PV after China and India dur⁃
ing 2017 and 2018.

译文：2017年至 2018年间，巴西

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光伏安装大

国。

分析：有些英文句子枝叶较多，出

现重复含义时，适当进行删减。本句,巴
西排列在中国和印度之后,顾名思义是

位列第三，将重复含义进行隐藏，直接

翻译成“大国”，强调出印度在光伏安

装发展的前景优势。

(2) 删减次要内容

翻译并不是字对字，句对句的一

一对应，科技文本特点也不主张整体

内容完全直译，译者要考虑原作者想

要表达出的重要信息，从而进一步通

过删减手段来传递给大众简要实用的

知识技术。

例 4：From this figure, it is possible
to notice that similar trends in energy
needs were obtained for all orientations
and all considered window types.

译文:如图,在房屋朝向和以上三

种窗户类型方面,都具有类似的能源需

求趋势。

分析：科技英语表达中，句子有自

身特点，包含的信息量较大，而且句子

中会有主次之分，翻译时加以区分，将

原文中次要的信息忽略，用变译的方

式摘取句子主干进行翻译。本句中前

半句是次要信息，原文作者重点是想

通过图片，展示出能源需求趋势，因此

省去不译，直奔主题。

3. 变译之改的手段

变译理论的“改”指的是改变原作

的形式或者内容，以读者可以接受的

方式进行翻译。

(1) 词类转换

科技英语文章里面的词汇在翻译

时，在原有词性翻译行不通时，就可以

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变译手段，进行

词性转换，将英语中的某一词性转化

为汉语中不同的词性。

例 5：Despite UAE urban growth,
which brings more carbon emissions and
a gre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efforts to
promote a greener economy and environ⁃
mental policies have improved the situa⁃
tion.

译文:尽管阿联酋城市发展，使碳

排放量增加，生态足迹加大，但是促进

绿色经济和环境政策改善了这种情

况。

分析：中英文表达上存在区别,中
文表达要灵活变幻,借用变译理论中的

“改”的手段,改变词性，将形容词译为

动词,更富有动态化。词性进行转化之

后，更能表现文章中给阿联酋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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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影响的过程。

(2) 正反转换

变译理论中的“改”的手段，对表

达方式进行转换，以读者能够接受的

方式向读者传达信息，从而掌握科学

技术知识。

例 6：With the use of loose fill,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compaction to not allow insulation
voids inside the walls or the accumula⁃
tion of the loose- fill insulation material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walls.

译文:在使用松填料时，重要的是

要考虑到压实效果，防止墙体内部出

现保温空隙或松填料保温材料在墙体

下部堆积。

分析：在翻译实践中,为了使译文

忠实,有必要进行灵活变通,适当使用

与原文相反的表达方式。用“防止”肯

定的表达来代替“不允许”否定表达，

更符合科技信息类文本中的正式化要

求，避免过度口语化。

四、结语

科技英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在科技领域上的信息传递中发挥

着重大作用，为了更好汲取国外先进

的科学知识，了解当今时代世界技术

发展水平，我国需要从国外文章中获

取相关信息，因此在透彻了解科技英

语的显著特点之后，采用变译理论研

究指导，借助增、减、改三大主要手段，

包含增加隐含语义、背景信息；删减重

复修饰、删减次要内容；改变表达内容

和方式。通过灵活变通的方式，使读者

能对内容进行理解，在短时间内最大

程度的掌握科技知识。译者在科技英

语汉译的过程中地位举足轻重，要求

其不断总结规律，善于使用变译理论

中多种手段，从而有效传达原文作者

想突出表达的信息，促进国内外科技

交流发展。当今世界科技迅速发展，主

题新颖，采用变译理论指导科技英语

实践，极具可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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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ranslation Techniques
of Scientific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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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Nowadays,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x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frequent. In China, when learning foreign knowledge, the degree of atten-
tion paid to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EST) is also increasing ac-
cordingly. These texts focus on objective elabor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im-
ing at the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While, the variation theory conveys practical informa-
tion to the public within a short time through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
tent or form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EST. Therefore, this paper ap-
plies the three main methods of addition, subtraction and modification to the EST transla-
tion through various transl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amplification, omission, conversion
and negation. In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to EST translation
can help to achieve the accurate and fluent language transfer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Keywords】】Variation theory;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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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文化学派主要观点

1990 年，勒菲弗尔（André Lefe⁃
vere）和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合编

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出版，在

导言中他们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

“ 文 化 转 向 ”（Bassnett & Lefevere，
2001：123），由此开启了西方翻译理论

领域的新的学派——文化学派。与语

言学理论学派相反，翻译文化学派超

越到语言之外，不再局限于对字词篇

章的研究，强调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

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

（Lefevere，1992：13）。翻译不仅仅是双

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语言作

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而

翻译重点在于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

相互作用，文化影响和制约翻译的方

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方

面的问题”（Lefevere，1992：11）。在跨文

化交流方面，翻译工作者起着不可或

缺的纽带作用，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

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

用。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

问 题 在 于 权 力 关 系 和 文 本 生 产

（Bassnett & Lefevere，2001：135）。韦努

蒂（Lawrence Venuti）指出，翻译过程中

的每一个步骤——从外国文本的选择

到翻译策略的实现，到编辑、评论和译

本的阅读——都由目的语中通行的不

同文化价值观所调和产生，这些价值

观总是处于某种等级秩序当中（谢天

振，2018：251）。因此，翻译总是陷入原

文与译文语境所存在的一套权力关系

中。翻译的产生和接受离不开特定的

历史文化语境，对译者而言，存在着文

文化翻译视角下的章回小说英译研究文化翻译视角下的章回小说英译研究
—以《水浒传》第10回两个译文为例

陈振媛①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盐 城 224002 中 国

摘 要：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被介绍到英语世界。
《水浒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如何更好地将其英译持续受到
关注。章回体小说在翻译时出现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回目名和章回标记语的翻译方面。
本文选取《水浒传》第10回，通过对沙博里及登特-杨两译本进行分析，以巴斯奈特等人的文
化翻译观为切入点，以寻求对章回体小说翻译的启示。
关键词：《水浒传》；文化翻译；章回体

①陈振媛，女，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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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和文本之外的之外约束。研究文

化翻译，从微观上看，研究的是翻译过

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从宏观上看，

则是从文化层面来检视翻译。翻译文

化学派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

来，把翻译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

其社会文化功能和作用，实现了文化

研究的“翻译转向”。

二、《水浒传》翻译及研究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

门，为世界所知。中国古典名著《水浒

传》作为中华文化杰出代表之一，如何

更好地将其外译逐渐受到人们的关

注。近年来，国内对《水浒传》翻译的研

究逐渐增多，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从总体来看，目前《水浒传》翻译研究

以英译研究为主，其他语种译本的翻

译研究也有所进步。运用的理论涉及

功能对等理论、后殖民理论，关联理

论，接受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意识形

态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目的

论、语义翻译交际理论、女性主义翻译

理论等。

目前国内外《水浒传》英译本影响

力比较大的是美国学者赛珍珠（Pearl
S. Buck）的七十回译本 All Men Are

Brothers，英国学者杰克逊（J. H. Jack⁃
son）的七十回译本 Water Margin，中国

籍犹太学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

一百回译本Out Laws of the Marsh，以及

英国学者登特-杨父子（John and Alex

Dent-Young）的一百二十回译本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各英译本所据

底本较为复杂，其中沙博里的译本（以

下简称“沙译”）前七十回参照了金圣

叹的评定本，后三十回参照了容与堂

的一百回本（Shi，1993：16）。登特-杨译

本（以下简称“登译”）在原文版本上参

照了 1969年和 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一百二十回本，以及 1958年香港

Chung Hwa Book Co.出版的《水浒全

传》；在译文版本上参照了沙博里的英

译本和雅克斯·达尔斯的法译本。

三、章回体小说特征

章回体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常见

的外在结构，章回体形式产生的根本

原因在于“说话艺术的特点”（刘勇强，

2007：219）。传统说书艺术采用分回演

说的方式，原因首先在于吸引听众的

需要，通过产生悬念，让听众欲罢不

能，从而定期光顾。其次，篇幅较长的

说书讲史并非一场能够讲完，有必要

对情节进行划分。再者，说书艺人需要

休息，听众也不可能长时间听讲，否则

就违背了消遣娱乐的初衷。因此，“回”

成为了口头文学的“演说单位”，而后

又演变成为书面文学的写作单位和阅

读单位。因此，章回体这种程式化的外

在结构样式“既取法于古代典籍的分

章格式，又直接导源于说话艺术分次

（回）讲述的需要”（刘勇强，2007：
219）。

章回体小说通常全书分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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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每回以单句或双句标目，并具有明

显的文本标记，包括“话说”“却说”等

回首标记语，以及“且听下回分解”等

回末标记语。本文拟就《水浒传》第 10
回这一翻译片段，通过比较分析沙译

和登译两个译文，研究译者在处理章

回体小说特征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

方法，进而探求其策略背后的动机与

逻辑。

四、《水浒传》第 10回章回体特征

翻译

1. 回目翻译

回目即每回书的题目，既起着提

示本回故事梗概的作用，又是宋元话

本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水浒传》的

所有回目均采用对偶句，字数从七字

到九字不等，用于提示人物、地点、动

作等信息。回目的翻译，既需做到意义

的传递，又关系着对偶这一艺术形式

的体现。比较两译本，沙译大多采用直

译法，在保留原文对仗形式的同时较

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登译采用了

意译法，以英雄双行体诗歌的形式，更

加契合原文对仗的特点。在四译本相

同数量的章回比较中，沙译回目总词

数最少，显得简洁凝练（刘克强，2013：
105-106）。试比较第十回：

原文：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

料场

沙译：

Lin Chong Shelters from the Snow⁃

storm in the Mountain Spirit Temple
Captain Lu Qian Sets Fire to the

Fodder Depot
登译：

A snowstorm alleviates Lin Chong's
plight;

Lieutenant Lu sets the stores alight!
章回小说的回目往往承担着对将

要开始的故事进行预叙的作用，基本

上是客观叙述。沙译对原文的意义进

行了准确的传递，并且在叙述时严格

遵循了原文的信息揭示顺序。而登译

回目的前句与后句用词数量一致，形

式上显得极为工整，并通过 plight 对
alight，强化了原文的对仗特点。音节对

仗是登译回目的翻译特征（刘克强，

2013：105）。
值得注意的是，登译充分发挥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把形式

对应放在了比亦步亦趋地还原原文信

息更重要的位置上。为了突出林冲通

过在山神庙躲雪逃过一劫，登译省略

了“山神庙”这一信息，而突出强调了

林冲因祸得福的逆转。在故事情节的

发展中，风雪是林冲躲过一劫的因，带

来了看似死局中的一线生机，由刮风

下雪天寒地冻→林冲出门买酒取暖→
回来后发现草厅被雪压倒→无奈夜宿

山神庙→躲过草料场大火。故事情节

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原本读者读完整

回才能获知关键结果，而在登译中，回

目不再限于发挥预叙功能，而是起到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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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概括主要情节的作用。同时，与原文

的叙述性语句相比，alleviates和 plight
暗示了一种天无绝人之路的同情态

度，使得译文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译者

个人的态度，流露出了译者的主观情

感。究其原因，从登译第一卷“关于翻

译的简要说明”也许可以窥知一二。该

说明即“译者序”，其中提到“我们要译

出一个可读性强的英语读本”，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译者在“词序和句长上狠

下功夫，旨在保持英语行为规范的连

贯、重心和节奏”（Shi，2011：IX），译者

的归化策略使译文实现了一种极为

“透明”的“改写”。在原文作者和译语

读者的天平上，登译显然偏向了后者，

作出了优化译语读者阅读体验的选

择。

2. 章回标记语翻译

《水浒传》借鉴史书纲目体，融合

民间说书程式，其中“话说”“却说”“且

听下回分解”等成为典型章回标记语

（陈琳，2016：1）。
2.1回首标记语

《水浒传》中回首标记语主要有 3
种，分别是“话说”“却说”和“再说”“话

说”为主要形态。根据统计，沙译 92例

“话说”仅译出 1例，译出率 1.09%；登

译 115 例“话说”译出 74 例，译出率

64.35%（陈琳，2016：69）。以第十回为

例，

原文：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

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儿李

小二。

沙译：

Lin Chong was strolling along,
when someone behind him called his
name. He turned around and saw the tav⁃
ern waiter Li Xiao-er.

登译：

The story tells that as Lin Chong
was taking a stroll that day he suddenly
heard someone call his name. Turning to
look, he saw it was Young Li.

从文化层面探寻阐释因素，译出

率的高低表面上看取决于译者对中国

传统说书艺术的了解，而深入探究，在

于译者保留这种异质文化因素的愿

望。针对沙译本中对回首标记语“话

说”直接略去不译这一现象，虽然沙博

里在“译者说明”（Translator's Note）中

肯定了“专业说书人”对《水浒传》的成

书 过 程 所 作 出 的 贡 献（Shi，1993：
2145），译者本人却仿佛并没有将章回

体的特征作为原著叙事风格的一部分

而进行保留，这其实正体现了文学翻

译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种“不对称

状况”，与译者文化价值取向有着直接

关联（孙建成，2008：108）。译者往往会

出于迎合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文

化脚本标准的目的，将原语屈尊于译

入语文化规范的样态，由此生成的译

文自然会呈现原语文化传统的压抑和

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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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登译通过动词 tell构建言语过

程，体现出译者通过回首标记语重构

模拟书场的努力。在登译第五卷《分道

扬镳》“The Scattered Flock”“介绍”（In⁃
troduction）中可得知，这是译者的一种

有意识行为。登特-杨指出对于原著中

“连接上下文的俗套部分”，译文并未

删除，目的在于保证其可读性（Shi，
2011：XII）。当然，为了符合英文表述习

惯，登译在词序和句子长度方面采取

了变通的方法，以保证文脉的衔接和

英语的重心和节奏，这也从侧面解释

了登译在保留章回标记语这一特征的

同时，为何颇费周章地呈现出多样化

的译法。

2.2回末标记语

“（且听）下回分解”等回末标记语

是指说书人在讲述到情节关键处突然

中止的常用语，目的在于留下疑团，制

造悬念，从而达到扣人心弦的艺术效

果。我国古典章回小说这种带有“邀

请”性的特有结尾方式被称为“燕尾连

接式”结合（Knight，2012：85），既可以

提示本回的结束，又给读者以期待，提

起读者对故事走向的兴趣。看似简单

重复，其实意义重大。在典籍翻译中，

译者面对这一套语亦是煞费苦心（茹

意，2014）。
沙译本在进行回末标记语英译

时，采取了一定的“固定结构”（王丽

虹，2005），将“有分教……正是……且

听下回分解”译为 As a result…Truly

（大多省略）…Read our next chapter if
you would know。同时，给读者制造悬念

的设问句也完整译为 Would/Did? 或

How/Why/Who/Where/What? 等 句 型 ，

形式上整齐划一。《水浒传》（100回本）

99例回末标记语，沙译本全部统一以

动词 read体现物质过程，没有环境成

分（陈琳，2016：64），从阅读角度看略

为单调。而登译本译文则较为“多样

化”（刘克强，2013：110），译者根据上

下文语境，采取了相应合适的译法。同

样以第十回为例，

原文：

毕竟看林冲被庄客解投甚处来，

且听下回分解。

沙译：

Where exactly did the vassals take
Lin Chong? Read our next chapter if you
would know.

登译：

If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ose
peasants took Lin Chong read the next
chapter.

在本例中，两位译者均采用祈使

语气，将第二人称主语和限定成分省

略，这对沙译本来说是一种固定格式，

而在登译本中，这只是选择之一。除了

第十回这种口气比较强硬的 read the
next chapter之外，登译往往还会采用

you may/will/can read the next chapter等
译法，主语包括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

时态可分为现在时和将来时，情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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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高值、中值、低值三种，语气有陈述

和祈使两种（陈琳，2016:184）。这与登

译在处理回首标记语时所采用的译法

保持了风格上的一致，多样化方法的

一脉相承。

五、结语

原语和译语文化的交流过程背后

折射的是不同文化的实力对比，也暗

含着译者对不同文化交融方式的理解

和态度。《水浒传》内容博大精深，是一

部堪称北宋社会百科全书的文学作

品，其章回体特征蕴含着创作者构建

模拟书场的这一文化语境的深意。译

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关注原文的这一

文化特征，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

法使其融入译语文化，从而充分发挥

翻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不同民

族间的文化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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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The concepts of "lyrics translation"

(歌词翻译)and "song translation" (歌曲

翻 译) have not been clearly distin⁃
guish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well as
in the mass media, and sometimes they
are ambiguous. Xue Fan, a famous Chi⁃
nese song translator, published the first
monograph on song translation in China,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ong Transla-

tion (2001). The title of the book uses the
word "song translation"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lyrics translation that are not
matched with music scores and cannot

be sung." The term "song translation" is
not scientifically accurate, but until a
more appropriate term is found, let it be
used," Xue adds. Hu (2007a: 100) thinks
that "song translation" is a general term,
sometimes it means song translation to
match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some⁃
times it means lyrics translation. Howev⁃
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ology
and translation, only "lyrics translation
to match the music score" includes both
the lyrics translation and matching the
music score, which is truly exclusive.
Here in this paper, the term "song trans⁃

On Song Transl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usion

ZHANG Qiong①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Abstract】A song has two dimensions, namely lyrics and music score; song translation is an interdisci-
plinary action of literature, musicology and transl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ans to
spread national culture. Song translation includes two relatively independent behaviors, namely, lyrics
translation and matching the translated lyrics to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In the process of song trans-
lation, firstly, lyric translation is similar to poetry translation; secondly, some cultural concept words
need to be dealt with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of the recipients（includ-
ing the singers and listeners）of the translated song；third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hythm and
rhyme to avoid wrong pause and wrong homophony in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the translated lyrics to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The translation of songs calls for 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 which is kind of
art; and it has certain rules, which kind of science. It is a harmonious unite of the ar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skill of song translation.
【【KeywordsKeywords】】song translation; lyrics translation to match the music score; lyrics translation; song dub-
bing; cultural diffusion

①ZHANG Qiong,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area: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und] Zhaoqing Social Science Project: Strategy of Tourism Revitalization: How to tell Zhaoqing Story to Foreigners (No20ZC-10); Zhao⁃
qing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Project: Investig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Landscape in Zhaoqing (No. 201954)

102



lation" refers to "lyrics translation to
match the music score"( 歌 曲 译 配),
which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
erature, musicology and translation.
Songs are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po⁃
etry and music, and song translation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musicolo⁃
gy,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
cation.

Song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
tive means to spread the national culture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translated
so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ng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in the process of sing⁃
ing.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of the song, the singer can better
perform the work; Otherwise, if a singer
just imitates the sound like a parrot,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so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 will
be meaningless. Singing in an empty
beautiful voice without a soul cannot
achieve re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n a song is translated and matche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al
song, its emotional appeal, the rhyme
and rhythm of the melody are all impor⁃
tant. As Xue (2002: 221) said, when we
pick up a song to translate, we should
not consider it simpl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con⁃
sider it with the music as a whole, and re⁃
gard the song as a dynamic synthesis. If
the melody is neglected, the translation
is not song translation but lyrics transla⁃

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represen⁃

tatives of song translators in China in⁃
cluding Xue Fan, Deng Yingyi, Lu Yu⁃
an, Qin Jun, etc. As the song translation
is complicated, few relevant research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Xue (2002)
start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ng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Xiang (2017) studied song transla⁃
tion based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2019, we have searched only 31 periodi⁃
cal papers related to song translation on
CNKI, among which only 5 core periodi⁃
cal papers, Wang (2006), Hu (2007a)
(2007b), Xia (2016), Qin (2019), etc.

I. Lyrics Translation and Song MatchI. Lyrics Translation and Song Match⁃⁃
inging

There are two objects to deal with
in "song translation": lyrics and music
score; There are two behavioral process⁃
es involved in song translation: lyrics
translation and song matching. In the in⁃
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yrics translation
and song matching, the translator first
translates the original lyrics, which be⁃
longs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be more
exact, kind of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hen the translator will adjust the lyrics
to match the original tune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Strictly speak⁃
ing, only lyrics translation is translation
behavior, while song matching is not, but
it is the latter non- translation behavior
that constitu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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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translation"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translation types (Hu, 2007a:
99).

In narrow sense, song translation re⁃
fers to the translation of lyrics. Good lyr⁃
ics has beautiful rhyme and rhythm like
poetry. It is not easy to keep th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rhyme in translation. Lyr⁃
ics translation is a special task, which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not only accurately express the meaning
and maintain the rhythm, but also be
catchy and natural, in line with the origi⁃
nal melody and rhythm. The general
song rhythm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po⁃
etry rhythm and the music rhythm. Only
when the two rhythms are in harmony
can the song be perfectly coordinated, s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becomes a
word-filling puzzle.

Song matching refers to the match⁃
ing of the translated lyrics to the tune of
the original song. The original tune has
been set and cannot be changed or trans⁃
lated. Not only that, it also has the re⁃
striction to the translated lyrics, because
the lyrics are translated to sing accord⁃
ing to the tune. The lyrics are translat⁃
able, but the tune cannot be changed. In
song translation, the form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song restricts the sentence
structure of the translated lyrics. The
rhythm of the original music determines
the rhythm of the translated words and
sentences; The melody of the original

tune determines the tone and rhythm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
ing the monolingual songs, the lyricist
creates the lyrics first, and then the com⁃
poser makes the music scores according⁃
ly, adding tunes to the existing lyrics. On
the contrary, in "song translation", the
tune is set, and the translated lyrics are
supposed to match the music score.

Both poetry and lyrics have musical
rhythms. The rhythm of the translated po⁃
etry can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read⁃
ing rhythm with "caesuras", while the
rhythm of translated song needs to coor⁃
dinate with the rhythm of the original
song, the translated words or characters
with the music notes, the number of Eng⁃
lish syllables with that of Chinese char⁃
acters. The pause of translated lyrics
must match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and
the pitch of the words must match the
melody tone. The translation of a song is
first the translation of a poem, and then
adjust the translated lyrics to match the
music score. The level of "matching" is
the key to the artistic value of translated
song (Xue, 2002). The song translation is
subject to the dual attributes of "litera⁃
ture" and "music", which is to dance
with "shackles", a second creation of the
translator, and an art balancing between
"gain" and "loss".

II.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 LyrII.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in Lyr⁃⁃
ic Translationic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lyrics has two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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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firstly, a good song is of kind of a
poem, and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poetry translation; sec⁃
ondly, the audiences of Chinese and Eng⁃
lish songs ar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
grounds, and song translation servers two
kinds of receiving readership, namely
the singer and the audience of the song.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discuss the trans⁃
lation of poetry and specific culture
words.

1. Poetry Translation, Problem One
Poetry could be sung in ancient Chi⁃

na and good lyrics are of the quality of
poetry. A good lyrics translator needs to
know how to translate poetry too. In a
song Shall We Meet at Zhaoqing Star

Lake, for example, the lyrics itself is
beautiful as a poem, in which there is a
poem by Marshal Ye Jianying:“借得西

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

丝丝柳，画幅长流天地间”. Marshal
Ye's quatrain is a rhymed verse. "Yang⁃
suo" (阳朔) is part of "Guilin", a recogni⁃
tive metonymy of part to the whole, pro⁃
jecting "Guilin" in the poem. As in the
news report, we use the capital to repre⁃
sent the power center, for example, with
Beijing to refer to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with Washington to refer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ometimes we
use Zhong Nan Hai to refer to the Chi⁃
nese government, Downing Street to refer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White
House to refer to the U.S. government,

and so on. Besides this, the poet's choice
of "Yangshuo" is to consider the prob⁃
lem of "Ping Ze", the tonal coordin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the pro⁃
cess of song translation, "Yangshuo" is
better to be put into Guilin, for the beau⁃
ty of Guilin is well known home and
abroad. What's more, the cultural infor⁃
mation word "Hangzhou" is added in
front of "West Lake" so as to provide
some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Considering
the melody and rhythm of the original
song, we adopt the main melody of iam⁃
bic tetrameter to translate the poem, and
the word stresses are normally distribut⁃
ed. The English version takes on aabb
complete rhyme form, and alliteration ap⁃
pears on each line respectively /w/, /f/, /
w/ and /p/.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s fol⁃
lows:

With water from Hangzhou West
Lake,

And hills from Guilin for tourist
sake,

Plus weeping willows along the
dykes,

The Park's a painting under the
skies.

2. Cultural Factors, Problem Two
The song translation serves two re⁃

cipients, namely the singer and the tar⁃
get audience. The singing and spreading
of songs involv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audience. The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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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of a song lies in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re⁃
ceiver consciousness. The cultural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audience and
the target audience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adjustments of the culture
specific words in the songs is conducive
to the reception of the target songs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 culture.

Firstly,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
get audiences and the domestic audienc⁃
es, we did not translate the title“与你相

约七星岩”into Let's meet at Seven Star

Crag, but into Shall we meet at Zhaoq-

ing Star Lake,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Seven Star Crag" in China,
and this "Seven Star Crag" is part of Zha⁃
oqing Star Lake Scenic Area (Star Lake
National Park), the first batch of Chinese
key scenic area, a 5A national park.
When translating the song, metonymy is
used with the whole to replace the part,
namely, Star Lake National Park is used
to replace Seven Star Crag, and Zhaoq⁃
ing is added to enhance the city's publici⁃
ty. In addition, Star Lake National Park
is composed of the proper name Star
Lake and the general name National
Park, so Zhaoqing Star Lake National
Park is simply put into Zhaoqing Star
Lake to make the title brief.

Secondly, in the song Shall we meet

at Zhaoqing Star Lake, the lyrics“想抛

开一切苦闷，买一张车菲”(literal trans⁃
lation: If you want to throw away all the
anguish and then buy a ticket), "buy a
ticket" means "buy a ticket to visit Sev⁃
en Star Crag". The location of Seven
Star Crag is known to the Chinese but un⁃
clear to the foreigners. Therefore, we ap⁃
ply metonymy in the translation, "buy a
ticket" is transferred into "Welcome to
Zhaoqing", which is more intuitive and
easier to be understood, and echoes the
title of the song.

Thirdly,“紫背天葵”“鸡蛋花”are
local drinks of Zhaoqing. We attach im⁃
portanc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
n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al information.
Guo Moro, a famous Chinese writer, once
praised the special local drink in his po⁃
em“客来不用茶和酒，紫贝天葵酌满

杯”, professor Wu put it in this way "
You need no tea or wine to greet your
guest，/ Purple-back begonia will be the
best " (Wu, 2011: 62) . So“紫背天葵”

is translated as "Purple back begonia".
“鸡蛋花”is called“egg flower”in Chi⁃
nese because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the
inner part yellow, the outer part white,
just like the color of an egg, and the lo⁃
cals take the fruit as a special tea. In
western culture, it is called frangipani, a
symbol flower of love. For the purpose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we don't put“鸡

蛋花”into "egg flower"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recognition, but back- translat⁃
ed it into "frangipani"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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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ers' recognition. We don't think
adding notes is a good way in song trans⁃
lation, so we make timely adjust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pecific culture
words in cas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
comes a block of communication.

IIIIII．．Problems of "Matching" in SongProblems of "Matching" in Song
TranslationTranslation

The unique "mode of communica⁃
tion" of the translated song is limited by
the tune and rhythm of the original mu⁃
sic, which requires "dancing gracefully
with shackles ". In other words, the trans⁃
lated lyrics must not only convey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song, but also
conform to the tune and rhythm of the
original song. Four key“matching”is⁃
sues of song translation will discussed as
follows.

1. Rhyme of the Lyrics, Problem
One

Rhymes are very common in Chi⁃
nese and English songs, which is also
the charm of songs and makes the song
easy to be sung. Therefore, in transla⁃
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ho⁃
nology of the translated text, following a
principle similar to that of poetry transla⁃
tion. If the original lyric sentence pattern
is symmetrical, the rhythm distinct, the
rhyme harmonious, the original song is
of poetics of the beauty rhyme and the
image; therefore, the translated song are
supposed to reproduce the rhyme and
rhythm.

Shall we meet at Zhaoqing Star

Lake is an original Cantonese song with
end rhymes, such as“悲”and“菲”have
the same rhyme "ei",“景”and“境”have
the same rhyme "ing",“圜”“山”“间”and

“漫”have the same rhyme "an". In the
process of song translation, rhymes are
maybe different but necessary. For exam⁃
ple, "The morning sun- shine lights my
room so bright./ In my mobile, oh your
twitter catches my eyes / I find you a bit
too tired, spirits not so high /In a big
city, life may not be always so nice …Let
me be your tour guide, to a fairyland so
nigh…" bright, eyes, high, nice and nigh
have the same rhyme /aɪ/，which is good
for singing. Besides，there are in- line
rhymes, such as complete rhyme like
"light" and "bright", alliteration like
"sight- seeing" "weeping willows", and
so on.

2. Rhythm of the Song, Problem Two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translated

English o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ong
should match the rhythm of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Each song has its own
rhythm specification, the music notes
maybe strong or weak with different
length or speed, which requires transla⁃
tion of words are consistent in rhythm
with the original song, one English sylla⁃
ble for one Chinese character. We st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hat the pause for
breath in the clusters of words or sen⁃
tences must agree with the paus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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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 in the music score, the logic lan⁃
guage accent must coincide with the beat
of the music "(Xue, 2002: 108). In the
translation of Shall we meet at Zhaoqing

Star Lake, we make one Chinese charac⁃
ter correspond to one English syllable,
and the logical stress of the target lan⁃
guag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usical
beats, as in the following:

The following translated lyrics with
* are not appropriate, because the logi⁃
cal stress of the translated lyric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beat of the music.
The logical stress of the lyrics should be
mother, not my, so it needs to revise.

Sometimes, lining words (衬词) are
used in the lyrics so as to meet the need
of reproducing the emotion and rhythm
of the original song, such as "oh" used in
the following:

When a song is translated, we al⁃
ways adjust the lyrics to conform to the
melody and rhythm of the original song,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original audi⁃
ence. Shall we meet at Zhaoqing Star

Lake is a romantic love song, but the tar⁃
get audience are foreigners, so we
change "Hand in hand, let's go out ro⁃
mantically" into "in the park, let's go
lake boating" to avoid awkwardness, as
follows:

In addition to the logical stress of
the lyrics and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length
of the vowel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music, such as:

In this case, although the syllables
with * correspond to Chinese characters
one by one, it is difficult to sing, because
the /ə/ in the word China and mother is
not a good extended note, so we have ad⁃
justed it into the second translation,
which is why the song translation must
be done with the original music score
rather than just translate the lyrics.

3. Wrong Caesura, Problem Three
Different caesura tends to change

the original meaning directly. Here is a
public sign without punctuation“路不通

行不得在此小便”, which is supposed to
read in this way 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

便 ”, the original meaning is "Road
Closed, No Peeing Here"; The passer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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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ly read in this way“路不通/行
不 得/在 此 小 便 ”, meaning "Road
Closed, No thoroughfare, Pee here."
There are some more internet jokes, for
example, intentionally to read“南京市长

江大桥”(Nanjing Yangtze River Bridge)
as“南京市长/江大桥”(Nanjing mayor/ Ji⁃
ang Daqiao),“已经取得学历和尚未取得

学历的干部”(Cadres with and withou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s“已经取得学

历和尚/未取得学历的干部”(monks
with academic degree/ cadres without ac⁃
ademic degree). Another example is an
English sentence: "Wome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ing". We can read either
"Wome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ing"
or "Wome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
ing", but different caesura have different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song translation, if
the caesura of the lyrics (full stop and
comma, the length of the pause) and Qik-

ou（the breathing break in singing）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pause in the music,
or the logical stress of the target lyric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musical beats, it is
possible to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broken sentence", that is, to pause
where logically should not, becoming an
obstacle to understanding. Xue (2002:
122) refers to the dissonance between
the pause of the lyrics and the Qikou in
singing, which forms the "broken sen⁃
tence" in a song.

Marshal Ye's poem "Seven Stars
Rock" was originally translated into Eng⁃
lish poetry dominated by iambic tetrame⁃
ter. In order to make the caesura and
Qikou of the lyrics consistent with the
music rhythm and pause of the original
song, adjustments are made to avoid
"broken sentences" in the translated
song:

4. Wrong Homophony, Problem Four
In the sing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some other Chinse folk art
forms, we need to pronounce every word
clearly and correctly. If the tune and lyr⁃
ics are well matched, it is Zhengzi; if not
matched, is Daozi, which will lead to
"wrong homophony". Because Daozi is
just like the wrong tone symbol to the
tune (Xue, 2002: 137),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song to be mistaken for the word due
to the change of tune when listening to
the song, resulting in mis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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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ffecting the effect of the song.
Whether we can avoid Daoz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to judg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song translation.

The stressed syllables in the words
of foreign songs are usually arranged on
the downbeat or relative downbeat of the
tune. If the stress of the lyrics and the
downbeat of the music are not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the phenomenon of
Daozi will occu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ess of Chinese phrases is generally in
the first character, so the translator shall
also put the first character under a down⁃
beat, otherwise the song is unable to be
sung or it will lead to wrong homophony.

The problem of dissonance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he tune of music cannot
be ignored. Mandarin has four different
tones, and the melody itself also has ton⁃
al ups and downs. If the tune of the char⁃
acter and the tune of music don't match,
it will lead to wrong homophony , for ex⁃
ample,“保卫”（bǎo wèi）may sound like

“包围”(bāo wéi),“归来吧”(guī lái ba)
may sound like“鬼来吧”(gǔiláiba).

In some of the ready-made transla⁃
tion of lyrics, we can also see the transla⁃
tor's ability to prevent Daozi. For exam⁃
ple, Li Baochen's translation of the Eng⁃
lish song Long, Long Ago:

In the above example, if the word
“深信”（shēn xìn）were replaced by“相

信 ”(xiāng xìn),“ 相 信 ”(xiāng xìn)
would sound like“伤心”(shāng xīn).

Conclusion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have studied the pro⁃
cess of "song translation": "lyrics transla⁃
tion" and "song matching". In the pro⁃
cess of "lyrics translation to match music
score", firstly, the translation of lyrics is
kind of poetry translation; secondly, con⁃
sider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differ⁃
ences of the recipient (the singer and the
listener) of the target songs and some
techniques to handle cultural concept
words are necessary. In the process of
"song matching", the rhyme and rhythm
of the translated song and the original
song need to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ry t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wrong caesura and wrong homophony.
"Lyrics translation to match music score"
needs 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 but also
need to follow certain rules, so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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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is kind of both art and sci⁃
ence. It is a harmonious unite of the art
of the lyrics translation and the skill of
matching the translated lyrics to the orig⁃
inal music score. Lyrics translation and
matching is a complex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and a further study i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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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外语论坛》征稿启事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简称NALLTS），是立足于东北亚旨在促进学术交

流与合作的国际平台。该论坛主办两种刊物，NALLTS论文集和NAFLS期刊。NALLTS国

际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入选论文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NALLTS文集，进入《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数据库检索，同时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

NAFLS期刊《东北亚外语论坛》是NALLTS的会刊（季刊），为语言、文学和教育类专刊，

国际刊号：ISSN 0025-7249，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是

一份面向外语界专家、学者和大学教师的关于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理论实践、外语教

育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学术期刊。我们的办刊宗旨：站在学术的前沿，刊登高等外

语教育者的科研教学文章，提供学术交流和教学研究平台。

期刊经知网全文收录，待进CPCI-SSH(ISTP)国际检索。出刊后 15个工作日知网即可

查询，查询方法：进入知网首页，点击上边的会议，选择会议名称，然后输入东北亚外语论坛，

即可查到相关信息。

期刊征稿要求

1. 本刊3版起发，中文字符数5500字符，英文字符数10000字符数左右，以上字数均不包

括图表。每个季度25日出版，定价：15美元。

2. 稿件用中文和外文均可，但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必须有英文，即中文的稿子

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必须是中、英文双语。

3. 作者来稿要求提供作者信息，即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附在最

后。项目或者基金请放在文章的末尾处。

投稿信箱：nafls@vip.163.com 1164026978@qq.com

国内编辑部地址：沈阳市惠工街217号德郡大厦2202（东师瑞普）

联系人：郝 博 15640288991

《东北亚外语论坛》编辑部

NALLTS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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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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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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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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
2202, Dejun Mansion, No.217 Huigong Street, Shenyang
TEL:TEL: 024-31994562 156402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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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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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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年初創刊。該雜誌由商務翻譯教學與

研究國際論壇（TR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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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02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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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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CALL FOR PAPERS
Business TranslationBusiness Translation, Periodical of TRBT, Periodical of TRBT

"Business Translation"the quarterly Periodical, the first and only scholarly Periodical dedicated
to business translation studies,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ts inaugural issue at the begin of 2018.

The Periodical is organiz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 Business Translation（TRBT）, hosted by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 teaching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exchange of business translators. The Pe⁃
rio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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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l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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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0288991
Add: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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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2020 NALLTS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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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and,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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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hich includes Zhang Shaojie (the chairman), Yang Jun⁃
feng, Liu Yong bing, Li Zhengshuan, Ma Zhanxiang, Zhou Yuzhong, Dong Guangcai, Yang Yue,
Yuan Honggeng, Jiang Yufeng and Wen Xu. All are the deans of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as the standing directors.

2020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2020NALLTS) was held on November 25th, 2020. This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Organizing Com⁃
mittee of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orga⁃
nized by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Guangdong Fron⁃
tier Educatio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co-organizers were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New Vision Press. More than 400 experts,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from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142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10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b⁃
mitted papers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included in CPCI-SSH. 5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gave keynote speeches. In addition, more than 40 delegates presented the ab⁃
stracts of their academic paper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20NALLTS was presided by Dr. Ding Junhua, Secretary-General
of NALLTS.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Chairman of NALLTS, delivered the opening speech. Profes⁃
sor Yu Jianhua,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elivered the
welcoming speech. Five keynote speeches were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and more than 40
scholars presented abstract papers including literature, linguistics,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stud⁃
ies. Professor Yang Yuchen fro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Yu Jianhua from Academy
of Litera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fro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Zhengshuan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
versity and Dr. Stephen E. Ronto gave their keynote speeches and the titles of the speeches were
"On a Clause Relation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nnecting a Different Reading Pub⁃
lic: Compilation of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Grammar-Pragmatics Interface: A
Case Study of Voice Constructions", "Donne's Art of Conceit" and "EdTech in Language Teaching:
A Cup of TEA".

Dr. Ding Junhua, Secretary-General of NALLTS, made a summary speech. Dr. Ding Junhua
presided the closing ceremony, delivered a closing speech, and announced the list of awarding pa⁃
pers, Li Ye, Gao Yan, Wang Xiaomei, Lu Bin and other 11 winners were aw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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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CPCI-SSH)》论文

暨2021 NALLTS国际会议文集

征稿启事

2021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2021 NALLTS）将于 2021年 10月举行（见

2021 NALLTS二号通知），现在继续面向境内外征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录索引

(CPCI-SSH)》学术论文。论文入选作者参加2021 NALLTS，并在论坛分组会议上进行论文宣

读摘要发言和交流，入选论文将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进入美国汤森路透社主办的《社

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数据库检索，同时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

超星将全文收录。进入CPCI-SSH检索的此国际会议文集，在很多高校被视为重要科研成

果。论坛将分期组织优秀论文评奖并颁发获奖证书。2020 NALLTS共收到论文171篇论文，

经审改后入选 142篇论文编辑进国际会议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2020 Northeast Asia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本次学术论文征集活动具体事宜

如下：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视野出版社（New Version Press U.S.）
投稿要求投稿要求：：本次征稿只受理英文撰写阐述的语言学、外语教学、翻译、文学等方面的论

文，每篇论文要求A4纸（4号字）6页以内。

征稿范围征稿范围：：1.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2. 文学研究与外语教育研究；3. 跨文

化交际与翻译和教学研究；4. 外语专业的教育与教学研究；5. 特殊目的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6. 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价研究；7. 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初审：主办单位组织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初审。入选论文篇数原则上要考

虑学科领域，地域，作者单位人数配比等。论坛往年的论文退稿率30%左右，望尽早投稿。

终审：通过初审的论文作者接到交费通知交费后，再由专家组审稿，和作者互动修改、编

辑，统一体例。

出版和检索：通过终审的论文（必须英文阐述），交付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待进入CP⁃
CI-SSH国际检索和中国知网数据库。进入CPCI国际会议文集检索后，作者可以在高端学校

图书馆检索系统查到，也能开出盖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印章的《科技文献检索证明》。

审改和版面费：每篇入选论文收费为人民币4000元(含会务费 )，可自己指派或大会指派

人到分组会议宣读论文摘要交流，超出6页每页500元，用于审改编辑出版；需要秘书处帮助

提供由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的纸质《科技文献检索证明》的需另缴100元。缴费对公

账号是：盛京银行沈阳市银合支行0334310102000002032，户名：沈阳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或支付宝（沈阳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info@nallts.com）,可出具新视野出版社发

票（美元）或承办方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正规发票。

投稿和联系方式：投稿信箱：info@nallts.com 和 1034501032@qq.com
联 系 人 ：郝 博 024-31994562 1564028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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