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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SIBT在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举行

2017年12月30-31号，第四次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
l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简称SIBT）,在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举行。

该论坛由香港恒生管理学院发起，旨在促进两岸四地的商务翻译学科建设和商务外语教学的发展和交流。第一

次论坛(原名商务翻译高端论坛)在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举办，由该校常务副校长兼翻译学院院长、中华商务翻译学会名

誉会长方梓勋教授担任论坛主席。然后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第二次和第

三次论坛。第四次论坛由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组委会主办，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

学院联合承办，此论坛会刊《商务翻译》编辑部和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第四次论坛前，经协商后将论坛名称改为"商务翻译和外语教学研究国际论坛(SIBT)"，建立了第四次SIBT组委

会，方梓勋教授担任名誉主席，东北师大原副校长、中华商务翻译学会会长张绍杰教授担任主席，吉林华侨外国语学

院英语学院院长杨玉晨等16所高校教授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以方梓勋教授为主任，黄际英教授、俞利军教授、翁

凤翔教授、高巍教授为副主任

的论坛学术委员会。本次论坛

共有来自国内外的50多所高

校的79名专家学者和90多名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教师和研

究生代表参加了此论坛。

12月 30日 10:00举行开

幕式，SIBT组委会副主席、东

北师大教授、吉林华侨外国语

学院英语学院院长杨玉晨教授

主持和致开幕词。辽宁省翻译

学会会长董广才教授、辽宁省

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杨俊

峰教授、内蒙古高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会长马占祥教授、第三

次论坛举办方代表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肖辉教授分别致辞。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副校长黄际英教授代表

秦和校长致欢迎词。

全体参会代表合影后，大连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杨俊峰教授作《译事三谈》学术讲座，南京晓庄学院/南京理工大

学紫金学院外语学院院长顾维勇教授作主旨发言:《商务翻译无专不译》。来自开罗的Dr. Sayed Gouda作主旨发言:
“Business Translation in a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然后，翻译硕士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协会国

际部主任王荟作实战演讲:“How Could Translation Establish Business and Build Future?”。

12月30号下午，首先进行了两场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的Dr.Dongping Zheng和Dr.Desigh L.Hudson的主旨发

言，题目为“Translingual and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dialogical and distributed perspec⁃
tives”和“Social Constructivism, Custom Tailoring and Lesson Planning for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随后，进行分论坛讨论，由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马建华教授、大连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王维波教授和

辽东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赵丽丽教授主持，代表们分别就商务外语、商务翻译学科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专业

发展方向、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学科研究框架、人才培养标准、教材建设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研讨。

12月31日上午，吉林大学李朝教授作了《商务英语学科研究之交叉研究》的主旨发言;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

学系助理教授Birgit Bunzel作“Presenting Oneself: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的主旨

发言;天津财经大学孙建成教授作“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务翻译研究”学术报告;来自美国的中国日报专栏作家、清

华大学高级顾问Harvey Dzodin作了“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旨发言;
大连大学英语学院院长高巍教授作“工程商务文本翻译研究与教学：基于修辞功能与互文性分析”的学术报告。

（转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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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的朝贡使节团仍然

频繁入京，对两国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朝鲜使节团除完成政治任务

外，还在途中游历自然风光，与当地文人进

行诗歌酬唱活动等。朝鲜使节团的文学作品

大都遗失，而明清时期的相关作品在韩国保

存的较全面，成为宝贵的一手资料。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两国

文化交流最早、最频繁的地区之一。“青岛”

这一名称本指海湾内的小岛，后逐渐扩大至

今日的现代化城市。那么,今日在中韩交流

史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青岛，历史上朝鲜

半岛是如何评说的呢？崔致远编纂的《桂苑

笔耕》中收录的描写大珠山(今青岛市西海

岸新区)的十首诗歌和巉山(今青岛市即墨

区)的三首诗歌，是朝鲜半岛的青岛认识研

究的宝贵资料。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的文学资

料较为庞大，然而遗憾的是，青岛相关的作

品挖掘和研究工作却相对匮乏。本文将以朝

鲜使臣的纪行诗为研究对象，以青岛地区的

两个古地名-即墨故城和平度州(胶水县)为
切入点，探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青岛形

象。

一、“以一城复全齐”的即墨故城

即墨作为中国历史古地，在朝鲜半岛也

广为人知，并享有较高的评价。《括地志》云：

“即墨故城在莱州胶水县南六十里。古齐地，

本汉旧县。”胶水县位于今青岛市平度市，曾

隶属莱州府。洪镐曾对即墨作出高度评价，

“举齐七十余城，而齐之恢复，实基乎即墨之

一城。赵襄子几为智伯所取，赖晋阳而得全。

向使齐无即墨，齐不得为齐。赵无晋阳，赵不

得为赵矣。”(洪镐，2005：454)金玏对本国

“议罪之官，失于阅实。寻常讯问，竟皆原宥。

转头换面，还占仕路”的状况表达担忧，劝诫

朝廷应“将明示劝惩，以为保民之地。”并以

历史上齐国之即墨为佐证，“若如今日之为，

则阿与即墨，混为一途，而齐王之鼎镬，亦不

过枉杀之器耳”(洪镐，2005：97)，预示任其

发展的不良后果。朝鲜中期文臣全有亨曾就

国家存亡的问题与朝鲜国君进行辩论，他认

为从古至今扶颠持危者，诸葛亮天下第一，

并感慨虽然诸葛亮善于用兵，但无奈益州褊

小之地，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大一统。对此

说法，国君提出异议，“田单以一即墨，复齐

七十余城，汝谓益州小乎。”有亨答道：“即墨

虽小，齐犹在也。益州虽大，汉已亡也。复将

亡之齐易，复已亡之汉难。”(李縡，2005：
290)国君领会全有亨忧患国家存亡之深意，

采取措施稳固国之根本，改变壬辰抢攘的现

状。

朝鲜后期学者柳馨远，曾在《兵制后录》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青岛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青岛
刘霞①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590

摘要：明清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朝鲜半岛，随行官员和文人沿途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青岛

地区作为朝鲜使臣的途径地之一，经常出现在诗文中，其中描写即墨故城和平度州的作品最多。诗文中既有

对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也有对当地历史和人文的感慨，可以窥探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的青岛认识。

关键词：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纪行诗；青岛；即墨故城；平度州

①刘霞,女，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韩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QDSKL15045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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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针对“城池、兵车、牧马、邮驿”四个方面提

出政见。在“城池”篇中，他批评朝鲜半岛不

重视“筑城”和“习兵”，并称赞“即墨乃列国

属邑，而三年围窘之余犹得牛千余，则其平

时城中居民之众可知。不然，虽张巡，田单亦

无能保守矣。”(柳馨远，1783: 332) 1901年，

宋时烈提出固守的重要性，“自古成败不系

于多寡，赵之晋阳，齐之即墨是已，今不思固

守而乃出此计。殿下独不见钦宗被执之后，

徽宗亦不得免乎”(宋时烈，2005: 424)，以即

墨因固守而复全齐的史实，批评本国主攻的

官员。1917年，金齐闵曾就保邦护国提出“择

城堡、选将帅、明军政、荐贤能”等举措，其

中，在“择城堡”中，金齐闵与宋时烈政见相

同，主张既要设城堡也要守城堡，以齐国莒

与即墨为例证，“齐有莒与即墨，而能复齐

国，岂必尽守小堡而后，能御敌乎。而况尽守

小堡，则兵分而有必败之道乎。此小臣之所

以欲择城堡而守之者也。”(金齐闵，2005: 38)
在“勤攻守”一条中，金齐闵主张攻守互为表

里，不可偏废，“田单之固守即墨，而凿穴攻

燕者，用此术也。何以知其然也，齐之七十余

城，皆以降燕，惟莒即墨坚守不下。”(金齐

闵，2005: 38)
田单“以一城复全齐”的典故，不仅成为

政客探讨国事的佐证，也多出现在使臣的诗

歌中。
即墨县即墨县

眼见全齐次第降，谋臣与此虑弓藏。二城不待劳余力，

乐毅真先负惠王。(郑梦周，2005: 575)
郑梦周(1337-1392)，高丽末期的文臣兼

学者，朱子学泰斗。1372年，以正使洪师范的

书状官身份入明。郑梦周一生极力主张与明

朝修好，曾于 1376年，因公开反对“排明亲

元”的外交政策而被流放。1384年，以圣节使

身份入明，在修复与明朝外交关系方面做出

了较大贡献。1387年，郑梦周第三次入明。郑

梦周一生三次出使明朝，留下了不少描写沿

途风景、歌颂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诗歌和

文章。

“乐毅”将军曾统帅五国联军攻打齐国，

接连攻下 70余座城邑，《即墨县》的第一句

即是对这一著名战役的描写。“次第”意为

“依次”，“弓藏”典出《史记》卷四十一《越王

句践世家》，“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

藏；敌国破，谋臣亡”，后以“弓藏”指功成被

弃。眼看齐国即将举国投降，功臣谋士却开

始担忧因功高盖主会遭遇鸟尽弓藏的命运。

诗歌第二句的“二城”指莒城和即墨两座城

邑。“乐毅负惠王”出自齐国田单的反间计，

最终导致乐毅背叛惠王。郑梦周经过即墨

县时，联想到乐毅攻城的史实，而作此诗。
即墨途中即墨途中

辙环天下半，穷秋行路难。泥泞齐东远，霜高洒水寒。

蹇驴五更月，孤帆万丈澜。莫作远游客，少年双鬓斑。(赵
浚，2005: 418)

赵浚(1346-1405)，高丽末期、朝鲜王朝

初期文人。1391年 6月，随贺寿使节团出使

大明，途中写下沿途感悟。1401年，赵浚再次

以谢恩使身份入明，但因健康问题，中途折

返。

“辙环天下”指乘车环游天下，“穷秋”意

为晚秋、深秋，指农历九月。乘车已游遍天下

大半的风光，晚秋时节的路途也愈加艰难，

此处道出出使路途上的艰辛。“齐东”即山东

省齐东县，“霜高”指秋空高爽。另外，原文中

虽为“洒水”，笔者认为应指山东中部的泗

河，又名泗水。道路泥泞而齐东县还相隔甚

远，秋空高爽，泗水寒气袭人，此处对糟糕的

路况和天气的描写，预示了下文阴郁的基

调。“蹇驴”意为跛蹇驽弱的驴子、驽钝的人，

“孤帆”意为一条船。五更时分月色中缓缓行

走的跛脚驴子，万丈波澜中独自行驶的一叶

扁舟，映照了诗人忧郁、悲凉的心情。进而，

诗人告诫世人不要做远行的游子，韶华易

逝，昔日的少年已两鬓斑白。使节团一往一

返动辄大半年，车马劳顿可想而知。如遇恶

劣天气，更是苦不堪言，《即墨途中》是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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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艰辛的真实写照。
即墨歌即墨歌

崇墉屹屹地道通，火牛夜奔燕军空。概园佣来拥千官，

缀旒之危盘石安。嗟哉单单亡国言，貂勃贯珠不可諠。(许
樀，2005: 11)

许樀 (1563-1641)，朝鲜王朝中后期文

臣，无出使中国纪录。“崇墉”指高墙、高城，

“屹屹”为高大挺立貌，高城耸立，城内道路

四通八达。“火牛”是战国时期田单发明的火

牛阵 ，“缀旒”比喻君主为臣下挟持或国势

垂危，此句意为仪仗林立、仆从万千，簇拥着

上朝的官员，这番声色犬马，丝毫不顾国势

垂危，依旧安如磐石。“貂勃”是竖貂裔孙，齐

国著名的贤者、中大夫，曾经守莒城 6年而

不失于燕国大军。田单以火牛阵击溃燕国军

队后，被齐侯封为安平君。“諠”通“谖”，忘记

之意，“呜呼哀哉”只不过是一句感叹亡国的

戏言，貂勃的功绩是万万不能遗忘的。这首

诗歌高度赞扬了以火牛阵解除被困之危的

田单和坚守莒城不失燕军的貂勃，体现了即

墨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二、状元乡宰相里—平度州

平度曾用名胶水县、平度州，县内设置

丘西、灰埠、新河等驿站，主要负责往来使节

团的接待工作。《朝天录》中有载，“发灰埠渡

浊河，名曰独埠，水不甚广而洼深。方物包子

著筏而涉，轿夫高抬，水几没肩，仅免沾湿。”

(李民宬，2005: 89)“独埠”这一地名至今仍

保留，属平度市灰埠镇，引文描述了灰埠浊

河的状况。除此之外，还有对平度新河的描

述，“历掖县度沙河，夕抵灰埠驿，是日行七

十里。初十日丁酉晴，早发渡新河，河水浑

浊，不见其底。”(申悦道，2005: 46)“掖县”是

今莱州市的旧称，“沙河”在今莱州市沙河

镇，“河水浑浊，不见其底。”与上述浊河的描

述相似，均突出了河水的浑浊。

使节团随行人员进入驿站，不仅可以在

接待官员的安排下四处游历，还可与当地的

文人儒士进行文化交流，朝鲜使臣在平度境

内留下了不少描写当地风光、歌颂名人雅士

的诗篇。
宿丘西驿宿丘西驿

憩宿丘西客，将归海北人。一心唯报主，万里更思亲。

驿路加餐久，乡关入梦频。悠悠游宦里，奔走马蹄尘。(权
近，2005: 70)

权近(1352-1409)，高丽末朝鲜初的文臣

兼学者。1368年以密直司佥书事身份出使明

朝，1375年，与朴尚衷、郑道传、郑梦周共同

主张亲明政策，反对接待元朝使节团。1389
年，再次以尹承顺副使身份出使明朝。1396
年，因表笺问题引起外交矛盾，自请出使明

朝修复关系。

朝鲜使团一般采用先海路后陆路的方

式，从登州(今蓬莱)口岸登陆。明朝时期定都

南京，使节团于登州登陆后，经过莱州(朱桥

驿)、平度(丘西驿)等地进入江苏，返程亦如

此。朝鲜使团少则200-300人，多至400-500
人，除了正使、副使、书状官等主要职位外，

还包括译官、医官、使臣的亲属子弟、文人名

士等(刘为，2005: 42)。据《明史·外国列传一·

朝鲜列传》记载，由于使团往复动辄大半年，

又多有海难发生，故朱元璋对朝鲜朝贡谕

旨，“宜遵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贡物惟所

产，毋过侈。其明谕朕意。”从诗歌第一句“将

归海北人”来看，此诗应作于返程之时。权近

一生出使明朝三次，《宿丘西驿》主要表达了

出使的舟车劳顿。“丘西客”一词流露出客居

异国的流浪感，“思亲”、“乡关入梦”则表达

了思乡之情。纵使一心报主，但想到悠长的

为官之路和奔波之苦，不免怅然若失，朝贡

使臣光环背后的心酸和苦楚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来。
客夜在丘西驿客夜在丘西驿

客夜人谁问，沉吟欲二更。诗从枕上得，灯在壁间明。

默默思前事，遥遥计去程。俄然睡一觉，童仆报鸡鸣。

(郑梦周，2005: 575)
郑梦周与权近在明朝建国初期，都极力

主张与元政权断交，与明建立稳定的外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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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驿馆中谁人问时辰，有人答快二更天了。

而此时诗人还没有入睡，正借着隔壁微弱的

灯光，伏在枕上作诗。默默地思量着出使途

中发生的事，计算着归程。不知何时入睡的，

鸡鸣之时在童仆的呼唤中醒来。与权近相

比，郑梦周的这首诗并没有惆怅之意，而更

注重叙事。同在丘西驿馆留宿，权近感受到

的是心酸和惆怅，郑梦周则用轻松的笔调描

述丘西驿馆中的人物活动。
胶水县别徐教谕宣胶水县别徐教谕宣

万邦同轨日，圣主右文时。邂逅逢佳士，欢忻似旧知。

风仪倾后辈，经书即吾师。远大宜相勉，何须惜别离。

(郑梦周,2005: 575)
胶水县即今山东省平度市，宋、金、元时

古县名，此诗为郑梦周离别教谕(教谕为学

官名)徐宣之时所作。从诗歌内容来看，郑梦

周与徐宣虽偶然邂逅，但志趣相投。“同轨”

有一统之意，“右文”指崇尚文治，明朝统一

边邦各部，圣明的君主崇尚文治之时，诗人

与徐宣邂逅，一见如故。徐宣之仪态令后辈

倾倒，学问方面更是满腹经纶，为人师表。最

后一句，诗人强调不需“惜别离”，反而衬托

了不舍之意。
平度州途中平度州途中

春寒特地逼征衣，千山万水行度归。下马焚香龙女庙，

摩挲古碣字稀微。(李詹,2005: 330)
李詹(1345-1405)，高丽末期朝鲜初期文

臣。1400年以传位使身份出使明朝，1402年
以登极使副使身份再次出使明朝。从诗文内

容来看，李詹此次出使明朝路经平度州是早

春时节。“征衣”意为旅人之衣或出征将士之

衣，“行度”为执法，这里指出使任务。寒气逼

入单薄的衣服，踏上万水千山的归程。所谓

春寒料峭，一个“逼”字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刺

骨的寒气，浩浩荡荡的使节团历经千山万

水，长途跋涉，早已是车马劳顿，疲惫不堪。

返途时到达平度州，已离登州口岸不远，马

上要转入海路了，故而，到当地龙女庙焚香

祈祷。轻轻抚摸古碑，发现字迹依稀，可见年

代久远。李詹的《平度州途中》与权近的《宿

丘西驿》相似，主要表达了出使的艰辛。
过宰相里过宰相里

宋龙图阁太学士蔡齐故里也。在平度州灰埠里

盛宋兴文运，名符帝梦奇。首登龙虎榜，身到凤凰池。

地属东莱郡，坊传宰相基。风声今不泯，乡社有遗祠。

(李民宬,2005: 327)
李民宬 (1570-1629)，朝鲜王朝中期文

臣，1602年和 1623年两次以书状官身份出

使明朝。这首诗歌创作于李民宬结束出使任

务归程途中，《敬亭先生文集续集卷三》中记

载了李民宬在平度州的行迹，“过新河入平

度州西界至灰埠驿，州西八十里地，乃宋龙

图阁太学士蔡齐故里也，表曰壮元宰相里。”

(李民宬,2005: 490) 蔡齐为北宋官吏，莱州胶

水人(今平度市)，曾被宋真宗赞其有“宰相

器”。诗中所称龙图阁太学士是宋仁宗时期

被擢升的官职，李民宬出使途中路过蔡齐故

里，有感而发。

《过宰相里》这首诗歌高度赞扬了蔡齐

的学问和影响力。诗歌前两句道出了蔡齐脱

颖而出的过程，宋朝鼎盛时期，朝廷重视科

考选拔人才，蔡齐的学问被宋真宗所认可。

科考登榜首，从此成为人中龙凤。明洪武二

年(1369)，于胶水县置平度州，属莱州府。东

莱郡为汉景帝时而置，历史上所辖领地多有

变动，大致包括今烟台(莱州、龙口、牟平等

地)、威海(文登等地)和青岛(平度、即墨等地)
的一部分。故而，李民宬称蔡齐之故里“地属

东莱郡”。诗歌的最后一句感叹蔡齐的声名

至今流传，抒发自己的敬仰之情。
灰埠驿灰埠驿，，次书状韵次书状韵

不愁羁旅鬓浑霜，鲁圣遗风夏禹疆。岱岳蟠空寰宇小，

黄河横派海门长。

清朝冠冕登多士，终古铜盐辏远商。诗为采谣非漫兴，

襜帷时复驻周行。(吴䎘,2005: 47)
吴䎘(1592-1634)，朝鲜王朝中期文臣。

1625年，以谢恩兼奏请副使身份出使明朝。

1634年，担任明朝使臣黄孙武的接待使。

灰埠驿(今平度市灰埠镇)是明清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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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莱通衢”要地，也是接待使臣的重要驿

站。“羁旅”为寄居他乡之意，双鬓霜白却不

抱怨长居他乡之苦，因为自己身在齐鲁大

地，此处表达了诗人对齐鲁文明的敬仰之

情。“夏禹疆”指夏禹治水时曾到过的地方，

后泛指中国疆域，即鲁圣遗风传遍大江南

北。“岱岳”指五岳之首的泰山，“蟠空”为延

伸至云端之意，“岱岳蟠空寰宇小”与“一览

众山小”，“黄河横派海门长”与“黄河入海

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的前两句展现了

齐鲁大地的风采。1636年金改国号为清，晚

吴䎘出使十年之久，因而“清朝”并非指大清

王朝，其与后半句的“终古”相呼应，应为历

朝历代之意，“冠冕”指仕官，这句诗歌指出

历史上多位清廉之士登第。“辏”意为聚集，

即自古以来各地商人聚集。诗歌的第三句体

现了其历史、政治、经济地位，最后一句的陈

述回到自己身上。“采谣”一般指民间采风，

“漫兴”指即兴，所谓诗，是采风时的所感所

想，并非随手之作。“襜帷”为车帷子、车架之

意，“时复”为时常，“周行”为大路、大道。即

为了采风，诗人的车架时走时停。这首诗歌

应在灰埠驿稍事休整期间所作，诗人的思绪

驰骋在广阔的齐鲁大地上。
新河途中新河途中

宋蔡齐旧里，有明状元牌榜

草树浮天气，云山衬水光。当时学士里，今日状元乡。

筐果堪留客，尊醪报涤场。悠然得句处，落雁带清霜。

(吴䎘,2005: 47)
这首诗同为吴䎘所创作。新河在今平度

市新河镇，紧邻灰埠镇，吴䎘诗中说宋宰相

蔡齐故里在新河，李民宬诗中又言在灰埠。

这应该跟前面吴䎘的《灰埠驿》属同一情况，

来到平度州想到的是“鲁圣遗风”、“岱岳”和

“黄河”。可见，相较于地理位置，朝鲜文人更

注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社会影响。诗歌第一

句是对新河自然环境的描写，青草、绿树、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是状元的故乡。“筐

果”、“尊醪”体现了接待官的盛情款待，但诗

人之意不在觥筹交错之间，“落雁”和“清霜”

则衬托出诗人的高洁和清雅。
新河驿新河驿

费尽黄金剑独俱，不堪迢递向燕途。秋晴古驿踈槐柳，

雨过新河长鳜鲈。

半夜几怜长作客，十年空恨误为儒。男儿四海平生志，

快意明朝跨的卢。(韩应寅，2005: 500)
韩应寅 (1554-1614)，朝鲜王朝文臣。

1584年以宗系辨诬奏请使书状官身份出使

明朝，1591年，再次以陈奏使身份出使明朝。

之后，韩应寅又分别以奏请使和谢恩使身份

两次出使，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出使次数最

多的文臣之一。

《新河驿》这首诗多有抱怨之意，盖与其

数次出使明朝有很大关系。朝鲜使节团动辄

几百人，还要带上大量的朝贡礼品，说“费尽

黄金”并不为过。诗歌的第一句对此表达了

不满和讽刺之意，而第二句笔锋一转，描写

了秋季雨后的新河。“踈”同“疏”，表示空隙

大，晴空下的驿站，稀疏的长着几棵槐树、柳

树。雨后，新河的鳜鱼和鲈鱼又将快速成长，

这与诗人此时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更突出

了诗人的失落感。第三、四句诗歌回到内心

描写，半夜几次三番的叹息长期客居异国的

境遇。四次出使明朝，期间卑躬屈膝，让他对

自己文人儒士的身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

怀疑。而第四句体现了诗人的男儿本色，“的

卢”曾是刘备的坐骑，因背负刘备跳过数丈

宽的檀溪，摆脱追兵而声名显赫，此处引申

为快马。最后一句表达了自己的期望，男儿

当志在四方，策马奔腾在辽阔的疆域。

由于朝鲜使团大多从登州（今蓬莱市）

口岸登陆，在登州地区逗留时间较长，故而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纪行诗的中国形象研究

主要集中在烟台地区的登州和莱州等地。而

青岛地区的即墨古城和平度州只是途中经

过，没有足够的逗留时间，留下的相关作品

也相对较少。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青

岛地区的研究，不管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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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不足。

本文通过整理明清时期朝鲜使臣描写

即墨故城和平度州的纪行诗，探讨了这一时

期朝鲜半岛的青岛形象。“以一城复全齐”的

即墨故城是朝鲜使臣推崇、歌颂的历史名

城，也是政治抱负的代名词。而作为宰相里

的平度州拥有静谧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文

化气息，反衬了出使的艰辛和无奈。朝鲜使

臣的纪行诗，从自然风光、历史和人文等方

面，反映了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的青岛认识。

除了纪行诗，明清时期朝鲜使臣还留下了一

些与青岛相关的书、表、状、策、日记等，期望

日后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

注释注释：：

①乐毅统帅的五国联军，势如破竹，而

对于莒城和即墨，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

城而不能服其心，所以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

针，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而田单利用此时

机，对燕国施行反间计，造谣说之所以拿不

下仅剩的两座城邑，是因为乐毅与燕国新即

位的国君有怨仇，故意拖延时间，准备在齐

国称王。燕惠王(燕昭王之子)本就对乐毅存

疑，受其挑拨，立即召回乐毅。乐毅惧怕被

杀，故而“负惠王”，向西投降赵国。

② 燕昭王时，燕将乐毅破齐，田单坚守

即墨(今山东平度)。前 279年，燕惠王即位。

田单向燕军诈降，使之麻痹，又于夜间用牛

千余头，牛角上缚上兵刃，尾上缚苇灌油，以

火点燃，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勇士随后冲杀，

大败燕军。田单乘胜连克七十余城。

③ 1015年蔡齐以莱州贡士身份赴汴京

参加中央礼部试，其命题之《置器赋》被从一

万分答卷中选中呈于真宗亲阅。阅罢，真宗

赞其有“宰相器”，当即钦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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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erella is“the most recognized fairy
tale character”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
variants of Cinderella tale (Heiner,2012:1).
These tal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ATU 510A“Cinderella,”ATU 510B“The
Dress of Gold, of Silver, and of Stars”or“Cap
o’Rushes, ”and ATU 511“One Eye, Two-
Eyes, and Three-Eyes”. Of these three types

“Cinderella”is the most famous and has at⁃
tracted substantial attention from both writers
and schol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late 1960s
when anti- culture movement gave rise to a
number of feminist fairy- tale writers who ex⁃
press a non- sexist view of the world through
fairy tales or through criticism about fairy
tales. (Zipes 2000). Anne Sexton, Olga Brou⁃
mas, Roald Rahl, Tanith Lee, Angela Carter
and many other writers all rewrote the Cinder⁃

ella tale. Apart from retelling such classic
fairy tales as“Bluebeard,”“Beauty and the
Beast,”“Snow White,”“Sleeping Beauty”
and“The Red Riding Hood,”all of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well- acclaimed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1979), Carter re⁃
wrote three versions of Cinderella tale entitled

“Ashputtle or The Mother’s Ghost: Three ver⁃
sions of one story”and published them first in
1987. In 1993, this Cinderella trilogy was in⁃
cluded in her post- humorous story collection
American Ghosts and Old World Wonders.

Carter’s idiosyncratic rewrites of the clas⁃
sic Cinderella tale create distinct images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and direct our atten⁃
tion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n most versions. More importantly, by
giving a detailed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ta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 Figure in
Angela Carter's Cinderella Trilogy

QIU Xiaoqing①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510000

【【AbstractAbstract】】Angela Carter's idiosyncratic rewrites of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create distinct images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and thus direct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n most versions. Drawing on Lisa Zunshine's insights into meta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 figure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Cinderella

tale and compares the effects achieved by thes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giving a detailed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imm Brothers' version and by filling in

the gaps that Carter believes exist in the well- known variants, Cater foregrounds the similarities be-

tween Cinderella's mother and her stepmother as a mother figure an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t implica-

tions of marriage for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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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imm Brothers’version, and by filling in
the gaps that Carter believes exist in the well-
known variants, Carter invites the reader to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canonical version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ltimate source of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
ther, as well as the stepfamily. As Carter offers
rewrites of the classic tale, she becomes anoth⁃
er source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draws on Lisa Zunshine’
s insights into metarepresentation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
tation of the same characters. This paper ar⁃
gues that Carter's Cinderella trilogy fore⁃
ground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mother as a mother figure, an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mar⁃
riage for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pectively.

Metarepresentation and fairy tale rewritesMetarepresentation and fairy tale rewrites
Jack Zipes points out that“For years the

classical literary tales were mainly articula⁃
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 male view⁃
point,”and most of the feminist fairy-tale re⁃
tellings are symbol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uthors’critique of the patriarchal status quo
and of their desire to change the current social⁃
ization process”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 Carter is a well-acclaimed feminist
writer and critic (Bacchilega,1997:126;Zipes,
1987:163;de la Rochere,2013:67;Gruss,2009:
186; Jordan,1992:119; Tiffin,2009:79; Lau,
2015:2）. She is best known for her rewrites of
fairy tales. Throughout her life she wrote, re⁃
wrote, translated, and edited fairy tales. She
believes that Fairy tales are about people deal⁃
ing with what happens in their daily life, so
she places fairy tales firmly in reality. As she
remarked:“ A fairy tale is a story where one
king goes to another king to borrow a cup of

sugar”(Warner xi). Here Carter employs the
word“king”in its original meaning, which re⁃
fers to the oldest of the clan in the ancient folk
tales (Zipes,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6).
What’s more, Cart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narrative strategies. She said:“Even a change
of narrator can effect a transformation of mean⁃
ing”(Carter, Introduction xiv). She also notes
that a change of context may result in a total
change of a story:“...context changes every⁃
thing”(Carter, Introduction xv). In fact, in her
Cinderella trilogy Carter revises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in several ways. In“The Muti⁃
lated Girls”she changes the third-person om⁃
niscient narration in the classic tale into 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 In this way the narrator

“I”directly talks to the reader about her un⁃
derstanding of the Grimm Brothers’tale. In
addition, Carter adds some details in each of
her rewrites, and this immediately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the classic tale and the re⁃
vised tale were written.

Since Carter’s fairy tales are“solidly an⁃
chored in history and in folk literature”
(Gruss, 2009:198), and since Carter’s rewrite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consistently reveal and
criticiz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ale view⁃
point, it is helpful to draw on Zunshine’s work
on metarepresentation to compare Carter’s
representation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versions and to look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these representations. Metarepresentation
is“a representation of a representation”and
denotes our cognitive ability to keep track of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 metarepresenta⁃
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concerned with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one con⁃
cern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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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nshine,2006:47). Carter’s three variant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give representations of Cin⁃
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ther, and her step⁃
family. In addition, as these variants make ex⁃
plicit references to the classic versions by the
Grimm Brothers and Charles Perrault, the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s include the Grimm
brothers, Charles Perrault, and Carter. And as
these variants are rewrite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other writers’retellings of the tale also
deserve our attention.

Carter’s three versions center on the
ghost of Cinderella’s mother, and recurrently
talk about the mother and Cinderella’s mar⁃
riage. How is Cinderella’s mother depicted in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and Carter's re⁃
writes respectively? How significant was mar⁃
riage for Cinderell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
teenth centuries? And how significant is mar⁃
riage for girls today?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answer these questions.

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 Mothers Mother
and Stepmotherand Stepmother

Carter’s first rewrite“Mother’s Ghost”
is a response to the Grimm Brothers’“Aschen⁃
puttel”. By doing a“close up”of the Grimms’
tale almost scene by scene, Carter alert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and
that of her stepm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raises the reader’s awareness of the small but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she makes of the
Grimms’tale.

In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Grimm Broth⁃
ers’tale, Cinderella’s mother is at her death⁃
bed and says her final words to Cinderella.
Carter repeats part of the mother’s final words
in“The Mutilated Girls”:“I shall always look
after you and always be with you” (Carter,

1990:111). Both Alan Dundes and Maria Tatar
adopt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which have the same rendition of these final
words:“I shall look down on you from heave
and always be with you”(Dundes,1982:22; Ta⁃
tar,1999:117). By using the expression“look
after”instead of“look down from heaven”and
repeating it once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tale

“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ling!”
(Carter,1990:116), Carter emphasizes the re⁃
sponsibilities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takes
upon her shoulders for Cinderella. In fact, this
corresponds to Carol Gilligan’s finding that
men are reared to cultivate an ethic of justice
and women are reared to value an ethic of care
based on nurturing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
ties (qtd. In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i).

A look at the complete words of Cinderel⁃
la’s mother at her deathbed reveals that the
mother totally assimilates the Christian doc⁃
trine that the ruling class promotes. As her
words are rendered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
the versions adopted by Dundes and Tatar, one
of the versions will be cited here:“Dear child,
if you are good and say your prayers, our dear
Lord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and I shall look
down on you from heaven and always be with
you”(Tatar,1999:117). These words have two-
fold implications. First, Cinderella’s mother is
a good person throughout her life. Second, as
long as Cinderella behaves herself like her
mother, she will be blessed. Cinderella totally
accepts her mother’s advice, as the tale says:

“Every day the girl went to the grave of her
mother and wept. She was always good and
said her prayers”(Tatar,1999:117). Cinderel⁃
la’s happy life depicte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estifies to her mother’s words which have
served as advise for young girls to lead a vi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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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 life for centuries.
In fact, the use of third- person omni⁃

scient narration in the Grimms’version shows
the Grimm Brothers’endorsement of Cinderel⁃
la's mother’s view. The two stepsisters are de⁃
scribed as“beautiful and white, but whose
hearts were foul and black”. Derogatory words
and expressions are ascribed to the two stepsis⁃
ters and the stepmother. For instance,“They
[the two stepsisters] took away her [Cinderella’
s] beautiful clothes”;“They ridiculed her”.
Cinderella is described as“the poor step⁃
child” (Tatar,1999:117), and“the beautiful
girl”(Tatar,1999:121). In addition, by making
Cinderella the protagonist of the tale and re⁃
warding her with a happy ending, the omni⁃
scient narrator obviously takes sides with Cin⁃
derella and her mother. The use of the omni⁃
scient narrator results in the general reader’s
inter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s final
words and belief in her mother’s ability to pro⁃
tect her from getting hurt by others. It also rein⁃
force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goodness of
the natural mother and the malice of the step⁃
mother. However, Carter’s rewrite brings to
the fore the question of the source of our repre⁃
sent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t is true that
it is Cinderella’s mother who advises her to be
a good girl. But another truth that deserves our
due attention is that it is the Brothers Grimm
who create the image of Cinderella’s mother.
Nance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
note that the ruling class possesses the key cul⁃
tural terms determining what ar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be a human being (qtd. in Zipes,
Fairy Tale as Myth 13). The classic tale is one
of these key cultural terms. Therefore, the ulti⁃
mate source of the Grimms’tale is the ruling
class. The Brothers Grimm act as the spokes⁃
person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Cinderella’s

mother plays the function of the Grimms’
spokesperson, so the truth that it is the ruling
class that gives advice to girls remains hidden
in the story.

Carter’s rewrite fully demonstrates read⁃
ers’metarepresentation ability. By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seems to play
an i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rimms’tale, Cart⁃
er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source of the repre⁃
sentations of Cinderella and other characters’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 classic tale. It is
true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takes up a dispro⁃
portionately small space in the whole narra⁃
tive, saying only a few words and given no
thought presentation. He merely serves a pass⁃
ing reference in the tale. But Carter believes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le because he is a rich man and
the tale is“economic”(Carter,1990:111). In
fact, Zipes points out that“the household is a
type of reinforcement of the capitalist socio-
economic system”(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3). What’s more, Carter believes that
“he is the invisible link that binds both set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their violent equa⁃
tion.”And he is a“God-like”person“to in⁃
troduce the essential plot device”(Carter,1990:
112). In other words, the absence of Cinderel⁃
la’s father in the classic tale reveals a lot
about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that the tale car⁃
ries and has been disseminating. The creation
of an almost absent and silent father figure con⁃
sequently foregrounds the conflict between
Cinderella and her stepfamily, especially her
stepmother, and resolves the conflict by re⁃
warding Cinderella and punishing her stepfam⁃
ily. This happily-ever-after ending emphasiz⁃
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 obedient and vir⁃
tuous girl and teaches a good lesson to girls
and women who are bad and attempt to chea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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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way the father does not need to shoul⁃
der any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women who are
believed to cause all the drama. Carter’s ver⁃
sion alerts the reader to recognize the hidden
fact that the ruling class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ather and other
characters. This recognition corresponds to
Carol Gilligan’s finding that men are reared to
cultivate an ethic of justice whereas women are
reared to value an ethic of care based on nur⁃
turing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qtd. in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i).

Furthermore, Carter finds it strange that
as a household head, Cinderella’s father cares
little about her well-being and pays no atten⁃
tion to the obvious conflicts between her and
her stepfamily. She also expresses doubts
about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nderella’
s father and the stepfamily. She finds it highly
possible that his stepdaughters are actually his
biological daughters whose legitimacy he can⁃
not admit since he has already got a wife and a
daughter. Carter points out that this possibility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his readi⁃
ness to accept the stepdaughters. However,
this fact has to be concealed, as the real pur⁃
pose of the classic tale is to warn young read⁃
ers, especially young girls, of the importance of
behaving themselves.

If Cinderella’s mother in the classic tale
serves as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patriarchal
power, Carter’s three rewrites highlight the en⁃
deavors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
mother have made to find a rich man for their
own daughters respectively and the prices that
these women and girls have to pay in order to
secure such a man for husband.

In“The Mutilated Girls,”Carter makes it
explicit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
mother are actually more or less the same as a

mother figure. For one thing, they both try ev⁃
ery means to make their own daughters desir⁃
abl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Both mothers see
to it that their own daughters look the most
lovely in front of the prince. For another, both
mothers are ready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Cinderella’s step⁃
mother does not hesitate for any second to cut
off any part of her daughters’foot to ensure
that her daughters’foot can fit the glass shoes.

“she [Cinderella’s stepmother] is prepared to
cripple her daughters”(Carter,1990:115). Cin⁃
derella's foot is“the size of the bound foot of a
Chinese woman, a stump. Almost an amputee
already” (Carter,1990:116). The Brothers
Grimm say nothing of the looks of Cinderella’s
foot, but here, Cart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
tion of her foot, revealing that they are extreme⁃
ly small. She even compares Cinderella’s foot
to“an amputee,”implying that Cinderella’s
foot is abnormally and morbidly small. There⁃
fore, what Carter tries to convey to the reader
is that it is exceptional that Cinderella has
such small feet. Thus it is exceptional that Cin⁃
derella marries the prince. To put it another
way, it is extremely lucky for a girl of ordinary
family background to marry a prince. In this
way Carter discloses the illusion that the
Grimm Brothers’tale promises, that is, if a
girl behaves herself, she will be rewarded with
what she expects. Although Cinderella finally
gets what she has expected, she has paid a
dear price for it. Her stump-like foot indicates
the sacrifices she has made in order to get
what she ultimately wants. Therefore,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Carter regards the prince’s
search for the foot as“ritual humiliation”
(Carter,1990:115). It really is humiliating for
Cinderella and all the other girls to show their
naked foot in front of strange men. By desc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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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t as a ritual, Carter implies that shoe seek⁃
ing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ways that girls en⁃
counter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is“ritual
humiliation”also exposes the harsh conditions
that girls fac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where they are treated
as inferior to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and are
actually objectified. So the fact that Cinderella
puts her tiny foot into the glass slipper in front
of the prince is not a glamorous thing that is
worth a detailed depiction and praise, but in
fact a humiliation for her. So Carter compares
the glass slipper to“open wound” (Carter,
1990:116).

As the narrator“I”of“The Mutilated
Girls”shows a detailed revelation of what con⁃
stitutes the Grimm’s version of the Cinderella
tale, the rewrite reads like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ic tale. As Martine Hennard Dutheil de la
Rochere remarks,“‘The Mutilated Girls’
reads like preparatory notes, or even course
notes on the tale”(de la Rochere 290). In the
course of analyzing the tale, Carter pays spe⁃
cial atten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tale and situ⁃
ates the tale in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when
the Grimm Brothers wrote their version. She
raises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Grimms’ver⁃
sion. One question concerns Cinderella’s
mother’s reaction to Cinderella’s father’s re⁃
marriage:“And what can the real mother/wife
do about it?”(Carter,1990:112). Another ques⁃
tion concerns Cinderella’s father’s absence
in the tale:“Is he [Cinderella’s father] so be⁃
sotted with his new wife that he cannot see
how his daughter is soiled with kitchen refuse
and filthy from her ashy bed and always hard
at work?”(Carter,1990:112). She also finds it
illogical for Cinderella to ask her father to
bring her the first branch that knocks against
his hat on his way home and believes that it

must be her dead mother who“came into the
girl’s [Cinderella’s] mouth and spoke the re⁃
quest for her”(Carter,1990:114). By raising
these questions Carter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predominant role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plays in the whole story.

Significance of CinderellaSignificance of Cinderella’’s Marriages Marriage
On the whole“The Mutilated Girls”dem⁃

onstrates the working mechanics of the
Grimms’tale by foregrounding the absence of
the father and the active role of the mother.
Furthermore, it also makes two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classic tale. The first change
concerns the beautiful dress that Cinderella
needs for the ball. In the Grimms’tale, it is
the turtle dove up in the hazel tree on Cinderel⁃
la’s mother’s grave that offers her the beauti⁃
ful dress and jewelry. The turtle dove has long
been understood as the incarnation of Cinderel⁃
la’s mother. But Carter slightly revises this
scene and lets the mother’s ghost steal the
stepsisters' beautiful dress and jewelry so that

“the stepsisters had to stay home and sulk be⁃
cause they had nothing to wear”(Carter,1990:
114-115). This seemingly small change of the
classic tale actually is very telling: it is indeed
a very challenging job for Cinderella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Her stepsisters are not the
only rivals that she has. Therefore, Carter
makes another change to the classic tale by let⁃
ting the turtle dove accompany Cinderella to
the ball and“make her dance vivaciously, so
that the prince would see her, so that the
prince would love her, so that he would follow
her and find the clue of the fallen slipper...”
(Carter,1990:115). By making such a change
of the dance scene Carter emphasizes the
fierceness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Having a charming appearance is far
from enough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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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Cinderella must also have a strong
physical body and a clever mind. All these im⁃
ply that Cinderella’s successful marriage to
the prince involves her mother’s strenuous ef⁃
forts. The Grimms’stress on the role of Cin⁃
derella’s extreme beauty in winning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is simply an illusion.

Furthermore, Carter also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necessity of marriage for Cinderella and
other girls: “You[the reader] might have
thought her [Cinderella’s mother] own experi⁃
ence of marriage might have taught her to be
wary, but no, needs must, what else is a girl to
do?”(Carter,1990:114). The classic tale does
not tell us what exactly causes the death of Cin⁃
derella’s mother. Here Carter indicates that
the mother’s deat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marriage. In other words, the mother proba⁃
bly does not have a happy marriage. However,
as a girl, Cinderella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get married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Only by
marriage can she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sus⁃
taining her life, and if she is lucky enough, she
might lead a wealthy life. Therefore, although
the mother knows marriage cannot guarantee a
girl’s happiness, she has to try her utmost to
secure a husband for Cinderella. And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the stepmother, who is also des⁃
perate to find a husband for her own daugh⁃
ters. If a gir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no
choice but to try every means to marry herself
off, what is the social condition for girl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rter’s question

“what else is a girl to do?”invites us readers
to think about a girl’s choices today. The fact
that girls today have relatively many more
choic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nine⁃
teenth century characterizes Carter’s tale as a
cautionary tale for girls. Even though Cinderel⁃
la marries the princ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he can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Abundant re⁃
telling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made this
point explicitly. Anne Sexton mocks the dull
life that Cinderella and the prince lead after
their marriage:“Cinderella and the prince/
Live, they say, happily ever after,/Like two
dolls in a museum case/Never bothered by dia⁃
pers or dust,/Never arguing over the timing of
an egg,/Never telling the same story twice/Nev⁃
er getting a middle-aged spread/Their darling
smiles pasted on for eternity/Regular Bobbsey
Twins/That story”. It is obvious that such a
kind of life is not a worthwhile one, let alone a
happy one. Likewise, both Tanith Lee and
Roald Dahl also question the illusory nature of
the Grimms’tale and Perrault’s tale. There⁃
fore, by revealing the grim reality of marriage,
Carter aims to tell her readers that marriage is
not the only choice that a girl may have today.

While“The Mutilated Girls”is mainly a
rewrite of the Grimm Brothers’version of the
Cinderella tale, Carter’s second rewrite“The
Burned Child”shows its adaptation from sever⁃
al versions, such as an Indian version“The
Story of the Black Cow,”a Chinese version

“Pock Face,”all of which tell of the transfor⁃
mation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into a cow
that nourishes Cinderella. But unlike these oth⁃
er variants,“The Burned Child”tells of Cin⁃
derella’s relations with her mother. Michelle
Ryan- Sautour appropriately says it is a self-
conscious reflection on the theme of“motherly
identity and love”(Ryan-Sautour 35). In fact,
this maternal love is stressed repeatedly in all
the three variants. In“The Mutilated Girls”
the dead mother is described to“Burn as she
might with love...”(Carter,1990:112), while in

“The Burned Child” the dead mother feels
“perfect exquisite pain of love”(Cart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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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Although Carter’s third variant“Travel⁃
ling Clothes”does not explicitly use the word

“love”to describe the dead mother’s affection
for Cinderella, her act of kissing Cinderella
clearly shows her maternal love.

The last line of each of Carter’s rewrites
apparently expresses Cinderella’s mother’s
satisfaction with what she has done for Cinder⁃
ella——“‘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ling!’”(Carter,1990:116),“‘Now every⁃
thing is all right’”(Carter,1990:119), and“

‘Go and seek your fortune, darling’”(Carter,
1990:120). The same position of these three
lines in each variant creates the effect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has done whatever she
can for Cinderella. However, if we locate the
mother’s words in the ultimate state that Cin⁃
derella is in, we may find that these words
have ironic connot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rewrite, Carter makes a twist of the turtle dove’
s words in the Grimms’versio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the Grimms’
tale and then in the Carter’s tale.

This is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the
Grimms’tale:

“Look, look!
No blood in the shoe!
The shoe’s not too small.
He’s bringing the right bride home.”

(Carter,1982:29)
Below is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Cart⁃

er’s“The Mutilated Girls”:
‘Her foot fits the shoe like a corpse fits

the coffin!
‘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

ling!”(Carter,1990:116)
The Grimms’tale emphasizes the right⁃

ful identity of Cinderella as the bride of the
prince. However, Carter’s tale foregrounds
horrible images. The comparison of Cinderella’

s foot to corpse and the comparison of her shoe
to coffin conveys disturbing messages. It di⁃
rect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dear prices
that Cinderella has paid in exchange for her
marriage to the prince. In such circumstances,
we cannot help but rethink about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Is such marriage worth promoting?

Carter’s second rewrite ends with the
mother’s words“Now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It is true that Cinderella owns a house and
money by marrying the man she wants, and the
tale says“She did all right” (Carter,1990:
119). It seems as if marriage means possessing
a house and money. Back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a married
woman owning a house and money did mean a
lot, as she belong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only
and could not make a living on her own. How⁃
ever, in the late twentieth and early twenty-
first centuries, when marriage is equivalent
with a woman owning a house and money, such
a marriage does not mean much for her, as she
may have other choices apart from marriage
and marriage cannot guarantee a happy life.
The last rewrite“Travelling Clothes” ends
with the mother saying to Cinderella:“Go and
seek your fortune”. Can Cinderella find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It remains a big ques⁃
tion, because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ale re⁃
veals the discouraging fact that Cinderella is
simply repeating her mother’s life, and her
mother is repeating her mother’s life:“I [Cin⁃
derella’s mother] stepped into my mother’s
coffin when I was your age”(Carter,1990:119;
italics in original). For one thing, both the
grave and the coffin a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death. Although the coffin, to the great
surprise of Cinderella and the reader alike,
turns into a coach and horses, its new associa⁃
tion with hope delivers the message that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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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easily attained. For another, since Cin⁃
derella’s mother dies young,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that Cinderella will repeat her moth⁃
er’s story. Furthermore, the open ending
makes uncertain Cinderella’s fate.

ConclusionConclusion
Carter wrote three versions of Cinderella

tale. These rewrites reveal the socializing func⁃
tion of the classic tal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se rewrites demonstrate both
the passivity and activity of Cinderella, thus in⁃
dica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Cinderella tale. By
rewriting the classic Cinderella story, Carter
draw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her representa⁃
tion of the Grimm Brothers and Perrault’s rep⁃
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
ther, and her stepfamily. A comparison of the
representations yields several findings. The
classic tale conceals its sexist stance and patri⁃
archal norm by using Cinderella’s mother as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mainstream culture
that promotes the superiority of males to fe⁃
males, and this partly accounts for the popular⁃
ity of the tale, as back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fairy tale became in⁃
stitutionalized and served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especially
girls. What's more, Carter’s retellings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In doing so Carter re⁃
veals the limited choices that girls had in the
past So that their mothers had to resort to ev⁃
ery means to help them to secure a wealthy
husband. In the meanwhile, Carter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le and implies tha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
tury marriage for the sake of material comforts
is not necessarily desirable for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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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e intensive fusion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ot only high-

lights the ecological imbalanc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lso provides the basis for practice trans-

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regards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teaching ecology, advocates relying on various kinds of teach-

ing resources to build the“1 + 1 + X”teaching mode, namely“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 au-

tonomous center self- learning + social practice environment”mo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ecological teaching principle, selecting a local univers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as sample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it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and explores and confirms the actuali-

ty, feasibility, and practice operation mode of the local universities’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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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比较修辞学关注二语或外语写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试图用作者母语及母语文化的

影响来解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Connor
1996)。Kaplan（1966）发现学术论文写作与作

者母语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因此，研究某种

文化所特有的修辞方式越来越吸引语言研究

者。

近年来对比修辞研究十分关注作者的

文化背景对其学术论文写作的影响(Connor，
1996)：例如，Mauranen (1993) 比较了芬兰和

英美经济学家论文中元文本的使用，发现与

英美经济学家相比，芬兰人使用较少元文本。

在英美文化中，为方便读者更好地解读并认

同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作者需要借助一些修

辞中的原文本来帮助和引导读者(Hyland，
2005)。他们有义务借用修辞手段阐述句子之

间、段落之间的衔接以及观点之间的逻辑，以

避免误解。

应用语言学家如Kaplan（1972）认为受

八股文的影响，汉语文本具有非线性特征,
即：委婉含蓄，点到为止，忌直奔主题。然而，

西方学者的表达方式非常直接：语言简洁、直

白。无论演绎或推理都与论证有直接的关联。

目前国内外已有相当数量的语言学家

研究了中国文化对英文写作的影响，但仍鲜

有研究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一学科。与此同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社会已经认识

到中国经济不可小觑，他们急于了解中国经

济的发展进程；国家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市场

的运作和杠杆作用等。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

学者前往英语国家攻读经济学学位并在国际

期刊上用英语发表学术论文。虽然很多中国

经济学家具有英语国家留学经历，但受母语

影响，他们的论文仍有可能展现出一些中国

式的修辞方式。鉴于此，对比研究中国和英美

经济学学术论文中的修辞模式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

经济学家更好地撰写他们的学术论文，对其

他领域的学者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首先我们介绍了以往研究从广义和狭

义的角度对元文本的界定；回顾了 Kaplan
(1966) 关于文化和修辞策略关系的研究，在

分析了中国文化对汉语修辞策略影响的基础

上，我们重点介绍了Mauranen (1993) 对芬兰

和英美经济学家发表论文中元文本的比较研

究。她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她揭示了即

学术英语比较修辞研究学术英语比较修辞研究
——元文本在中国和英美经济文本中的使用

吕中舌① 李忆时②

清华大学外文系 北京 100000
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 东京 日本

摘要：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使用英语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经

济学论文。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在修辞策略和修辞方式的选择上可能与英美经济学

家有所差异。本文利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比较元文本metatext 发现中国经济学家较多使用连接词、较高频率

使用起因果作用的连接词、较多使用复数，并建议中国经济学家适当减少起转折作用的连接词，从而增强论

文的可读性。

关键词：元文本；比较修辞; 学术英语写作; 连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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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规范的学术论文中，文化也有可能对修

辞模式产生影响。当然，中国与英美经济文本

的不同之处，同芬兰与英美文本的不同之间

也存在差异。

2.1元文本的定义

元文本意为关于文本的文本。Crismore
和Farnsworth (1990)认为：元文本可以使读者

更好地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视角。Mau⁃
ranen (1993) 认为元文本可以使读者认识到

作者的存在。对于元文本，目前并没有统一的

定义。

学者们通常从狭义和广义的视角定义

元文本。狭义元文本指：起到组织文本功能的

文本(Enkvist，1975)。Vande Copple (1985) 和
Hyland (2014)则赞成广义元文本，即：元文

本不只局限在组织文本的功能上；同时还可

展示作者对其文章内容的态度、表达确定性/
不确定性、起到和读者交互的作用。从广义视

角Vande Copple (1985)将元文本分成七类：

text connectives, code glosses, illocution mark⁃
ers, narrators, validity markers, attitude mark⁃
ers 和 commentaries. Hyland（2005）对元文本

的区分更加细化。他先把元文本分成两个大

类，两个大类下又各有五个小类。第一大类的

元文本起到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文本的作用，

具体包括：transitions，frame markers，endo⁃
phoric markers，evidentials，和 Code glosses。
另一大类叫做“交互资源”，帮助读者参与到

论证的过程中，具体包括：hedges，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self-mentions和 engagement
markers。

鉴于文本高度依赖语境，也就是说很多

文本只有在具体语境下才能判断出是否为元

文本。而且，在某个语境下可以被判断为元文

本的文本或许在其他语境下可能就不再是元

文本。受篇幅限制，本研究拟使用Antconc软
件将统计限制在对语境依赖度较低的两种元

文本上，即：连接词和“作者存在词”这两种元

文本上。第四部分将比较这两种元文本在中

国学者组和英美学者组中的使用情况。

2.2 Kaplan的文化独有修辞策略研究和

其它比较修辞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英语写

作，Kaplan (1966) 发现在这些文章中存在着

不同的修辞模式。比如：英语母语学习者的写

作在结构上或者是演绎或者是推理，这种模

式被称为线性模式。相反，在东方文化中，写

作倾向于非线性。作者通常在他们的文章中

加入很多不直接相关的内容。

Cai (1993)认为，八股文依然影响着今天

的中国学生。在八股文中的“起承转合”结构

中，“起”引出话题，“承”承接论点，“转”添加

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内容，“合”总结整个文章。

这种结构极大地影响中国学者的表达习惯和

修辞模式。

Ron Scollon (1991) 认为中文文章的含蓄

来自于东方文化中同西方文化不同的对“自

我”这一概念的认知。他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

人主义影响着西方学者，因为对个人的强调

自然引出对个人的观点和情感的重视，这体

现在修辞模式和策略上就是直接性。然而，在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中，

个人是通过“孝悌忠信”来进行自我实现的。

个人是在父母与子女、兄弟、君臣和朋友这四

种核心关系中才得以存在。在这种文化下，如

果一个人过于强调自己、会被认为是以自我

为中心的。因此，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中

国人会倾向于避免直接而选择含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影响

中国学者修辞模式的选择。Cai (1993)认为学

术文章的修辞策略有可能受教育背景影响。

在英美文化中，学术文章更加侧重于逻辑和

推理，而在中国文化中，好文章应该引经据

典。在古代中国，孔子的话被视为真理，因此

古代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子曰”。我们可以

假设：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能已经完全掌

握了英文，但他们的文章中依然会体现出某

些中国独有的修辞策略。

2.3 Mauranen对芬兰和英美经济文本的

研究

Mauranen (1993) 对英美经济学家和芬

兰经济学家发表的经济学论文的修辞方式做

Linguistics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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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比较研究。在比较元文本在英美和芬兰经济

学家论文中的比例时，她只比较了四种元文

本，分别是连接词，回顾，展望和动作标识。这

是因为，她采取的是狭义的元文本的概念，即：

起到更好地组织文本作用的文本。

Mauranen（1993）研究中的连接词在不同

的语境下可以是Hyland（2005）的广义元文本

中的 transitions, frame markers和 code gloss⁃
es。“回顾”和“展望”可以被看作“内部标记”；

“动作标记”可以被看作“模式索引”。Mauranen
没有把“外部证据”和“交互文本”算作元文本。

她发现：芬兰学者很少使用元文本。她认为，这

是因为在芬兰文化中，学者和知识分子倾向于

尊重读者并且把他们视为具有较高智力水平

的人，因此文章作者没有必要使用元文本来引

导具有足够相关背景知识和理解能力的读者。

Mauranen（1993）只选取了两篇论文作为

语料，分别来自芬兰经济学家和美国经济学

家。她在选取论文的过程中，把研究领域限定

在税收方面，把研究方法限定在理论建模。这

一控制变量的思想对本研究启发很大。本研究

在构建语料库的过程中，也限定了语料的研究

领域和研究方法。然而，本研究不能和Mau⁃
ranen一样计算回顾，展望和动作标识的比重，

因为这些元文本的判别高度依赖语境。本研究

所建语料库小有规模，只能限制在两种元文

本：连接词和“作者存在词”。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比较两组经济学家的学术论文：中

国经济学家和英美经济学家。我们先把这些论

文转换为可以分析的 txt格式，又构建次级语

料库加以验证。

3.1主语料库的构建

为了确保语料选择的科学性，两组论文选

自于同一本期刊：《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
nomics）；选取的文章全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的方法来构建理论，而非经验研究。这是为了

确保元文本的差异不是由于论文研究方法的

不同而造成的。经过仔细检查，在1985年到

2010年期间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
retical Economics中共有八篇中国经济学家发

表的论文符合本研究的取样标准。本研究采取

以下步骤来判断论文作者是否系中国大陆学

者：首先，通过作者名字的英文拼写来猜测其

是否来自中国大陆。其次，通过在GOOGLE中

检索他/她的简历来判断其是否在攻读博士之

前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接受过教育。为对比

研究，我们也选取了八篇英美经济学家的论

文。判断他/她是否来自英美与判断他/她是否

来自中国大陆的步骤是一致的。

每篇文章都被编码。在中国经济学家组，

使用数字1-8编码。在英美组，使用字母A到H
编码。每篇文章都分为三个部分，即介绍部分，

主体部分和结尾部分。为了方便，介绍部分被

赋值数字1，主体部分被赋值数字2，结尾部分

被赋值数字3。中国经济学家组的代码是L2,
英美组的代码是L1。之后，我们采用Antconc
软件来统计两个语料库中元文本在使用上的

差异并解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下面两张图

表描述了主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介绍部分

主体部分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L1A
88

2346
26.66
207
5004
24.17

L1B
38

1108
29.16
253
5466
21.60

L1C
13
309

23.77
305
6922
22.70

L1D
18
580

32.22
262
8004
30.55

L1E
47

1317
28.02
129
4083
31.65

L1F
25
558

22.32
153
3773
24.66

L1G
62

1564
25.23
157
2750
17.52

L1H
41
946

23.07
218
4791
21.98

总计

332
8728
26.29
1684
40793
24.22

表 3. 1 英美经济学家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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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部分

总计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L1A
31
925

29.84
326
8275
25.38

L1B
17
365

21.47
308
6939
22.53

L1C
63

1291
20.49
381
8522
22.37

L1D
16
640

40.00
296
9224
31.16

L1E
11
285

25.91
187
5685
30.40

L1F
6

161
26.83
184
4492
24.41

L1G
17
403

23.71
236
4717
19.99

L1H
16
364

22.75
275
6101
22.19

总计

177
4434
25.05
2193
53955
24.60

表 3. 2 中国经济学家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介绍部分

主体部分

结尾部分

总计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句数

词数

句子长度

L21
45
998

22.18
193
4077
21.12
58

1268
21.86
296
6343
21.43

L22
72

1619
22.49
260
5546
21.33
25
748

29.92
357
7913
22.17

L23
61

1762
28.89
138
3790
27.46
13
402

30.92
212
5954
28.08

L24
26
518

19.92
296
5895
19.92
17
406

23.88
339
6819
20.12

L25
34
960

28.24
143
3406
23.82

9
317

35.22
186
4683
25.18

L26
89

2419
27.18
213
5330
25.02
66

1668
25.27
368
9417
25.59

L27
31
749

24.16
269
5422
20.16
25
455

18.20
325
6626
20.39

L28
39
866

22.21
267
7010
26.25

4
121

30.25
310
7997
25.80

总计

397
9891
24.91
1779
40476
22.75
217
5385
24.82
2393
55752
23.30

3.2 次级语料库的构建

在中国经济学家语料库中，有2393个句

子。在英美经济学家语料库中，有2193个句

子。因为判别一个词，一个词组，一个分句甚

至一个句子是否为元文本没有一个单一明

确的标准而且有时候元文本的判别高度依

赖语境，所以如果逐个审阅每个句子将是一

项非常耗时的工作。

Hyland (2014)在计算大语料库中元文本

的比例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选择了随机

抽样的方法，从每一学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

论文语料库中各抽取了五十个句子作为语

料库。

受到Hyland的启发，本研究通过随机抽

样建立次级语料库。在英美经济学家语料库

中选取100个句子。为了使两个库中每个句

子被选中的概率一致，中国经济学家语料库

中选取了109个句子。

四、数据结果和分析

此部分第一节和第二节将分别呈现主

语料库中连接词和“作者存在”的不同使用情

况并试图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第三节

将介绍次级语料库中元文本的不同使用情

况。

4.1“连接词”的比较研究

对于连接词，并没有一个单一明确的判

断标准。根据Sales和Feak (2009: 27)的定义，

连接词和词组可以归划为三类：分别是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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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tors, sentence connectors 和 phrase link⁃
ers。按照不同的作用划分，可以归划为七种，

分别是 addition, adversativity, cause and ef⁃

fect, clarification, contrast, illustration and in⁃
tensification。下表展示了使用频率高的连接

词和词组。

表 4. 1 连接词（Swales and Feak，2009: 27)

addition

adversativity

Cause & effect

clarification

contrast

illustration

intensification

subordinators
(introducing a

dependent clause that
must be joined to a
complete sentence)

Although
Even though
Because
since

While
whereas

sentence connectors
(introduce a complete

sentence)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moreover
However

nevertheless
Therefore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Hence
thus

In other words
That is (i.e.)
In contrast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conversely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On the contrary
As a matter of fact

In fact

phrase linkers
(introduce a noun

phrase)

In addition to

Despite
In spite of
Because of

due to
As a result

unlike

上表虽然并不包括所有的连接词，但总

体来说还是比较全面，因为上表中的连接词

的使用总计在所有连接词中已经占据了一个

相当大的比重。Lei (2012:272) 统计的英文学

术论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十个连接词如下：

Also, However, Thus, For example, i.e., There⁃
fore, In addition (to), That is, Again and So。这
十个连接词的使用频率占所有连接词使用的

大约百分之六十。在同一篇论文中，Lei(2012:
272)还指出中国应用语言学博士论文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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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最高的十个连接词是：Also, However,
Thus, Therefore, For example, i.e., So, Then,
In addition (to), That is。占了所有连接词使用

的59%。我们可以看出，Lei的两组语料中高

频连接词的使用情况只有微小的差异。

我们使用Antconc计算了中国经济学家

组和英美经济学家组中上面提到的所有连接

词的使用频率。接着我们计算了每一万字中

这些连接词的使用频率。结果如下表所示。

addition

adversativity

Cause & effect

Clarifica-
tion

Connectors
also

Furthermore
moreover
in addition

then
again
总计

Although
however
Despite

Nevertheless
Even though

总计

Because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thus
Hence
so

therefore
since
总计

That is
i.e.

In other words
总计

L1

frequency
104
8
11
11
151
13
298
19
85
4
3
1

112
23
3
3
65
12
98
55
52
311
13
31
3
47

per 10000 words
19.28
1.48
2.04
4.08
27.99
2.41
57.27
3.52
15.75
0.74
0.56
0.37
20.94
4.26
1.67
0.56
12.05
2.22
18.16
10.19
9.64
58.75
4.82
5.75
1.67
12.23

L2

frequency
116
12
14
18
129
10
299
18
79
0
5
1

103
17
13
16
82
10
96
50
85
369
29
41
8
78

per 10000
words
20.81
2.15
2.51
6.46
23.14
1.79
56.86
3.23
14.17
0.00
0.90
0.36
18.65
3.05
7.00
2.87
14.71
1.79
17.22
8.97
15.25
70.85
10.40
7.35
4.30
22.06

Table 4. 2 英美经济学家语料库和中国经济学家语料库中连接词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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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illustration

intensification

总计

Connectors
While
whereas

In contrast
On the other hand

unlike
conversely

总计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总计

On the contrary
In fact
总计

L1
frequency

7
4
8
5
6
0
30
47
9
56
4
12
16
870

per 10000 words
1.30
0.74
2.97
3.71
1.11
0.00
9.82
17.42
3.34
20.76
2.22
4.45
6.67

161.25

L2
frequency

12
20
20
15
4
1
72
33
11
44
3
2
5

970

per 10000
words
2.15
3.59
7.17
10.76
0.72
0.18
24.57
11.84
3.95
15.78
1.61
0.72
2.33

173.98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学家倾向

于使用很多“因果、明确和转折”关系的连接

词（因 果 ：70.85 vs. 58.75; 明 确 ：22.06
vs.12.23；转折：24.57 vs.9.82）；而英美经济学

家更倾向于使用“说明和强化”关系的连接词

（说明：20.76 vs.15.08；强化：6.67 vs.2.33）；在
“附加和相反”关系的连接词上，两组的使用

情况只有微小的差异（附加：57.27 vs. 56.86；
相反：20.94 vs.18.65）。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学家比英美经济学

家使用更多的连接词。我们的这一发现进一

步证明了Lei (2012)的研究结果。她在论文中

指出，中国的博士在其英文论文中比英语母

语者使用更多的连接词。她认为这其中包括

连接词的错误使用。

判断语料库中连接词是否存在滥用或者

误用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非常耗时。而我们

的语料库小有规模，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但是

我们还是发现了非常有意义的现象：中国组

比英美组的经济学家使用频率高的连接词的

前四位分别是“Consequently, whereas, as a re⁃

sult and on the other hand”。由此可见：中国组

经济学家更频繁使用的是起因果作用和转折

作用的连接词。

我们还发现中国组经济学家只是比英美

经济学家更频繁地使用某几个起因果关系的

连接词。而有些起因果关系的连接词，中国经

济学家几乎不用,使用频率极低，如: Hence,
so, therefore 和 because。中国经济学家倾向于

更多地使用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和 since。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家在因果关系

连接词的选择上由于非母语而缺少多样性。

关于起转折关系的连接词的使用情况，

我们的发现和Kaplan (1966)对于东方修辞策

略的解读是一致的。东方模式倾向于非线性

和不直接。下面两幅图展现了Kaplan(1966)所
描述的修辞模式。

在这种修辞模式下，对中国经济学家来

说，自然存在着更多转折的文本，当然也需要

更多起转折作用的连接词。

这一结果也同 Cai 的发现一致。Cai
(1993)认为八股文中的“转”可能影响中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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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者的写作模式。“转”是八股文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中国学

者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转”。对于英语水平

相对较低，未受过学术英语写作训练的学者

来说，他们可能忘记在这些“转”的文本前添

加连接词。但是中国的这些经济学家或许因

为他们的英语水平很高，或许因为他们的这

些文章经过了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或者机构

的修改，这些论文中使用了比较多的起转折

作用的连接词，以使文章前后主题连贯、富

有逻辑性。

我们还发现：英美经济学家倾向于在他

们的论文中使用比较多的 for example，这和

Mauranen(1993)在研究中发现英美经济学家

对读者更加友好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

学家并非不尊重读者，而是认为他们的读者

应该具有相当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当

高程度的智商，举出众多例子无意义。

“强化”连接词，如：“in fact”,“as a mat⁃
ter of fact”, 和“on the contrary”中国经济学

家用得寥寥。这或许是因为这些连接词本身

使用频率就小，加之抽样的偏差。这种差异

有待进一步研究。

4.2“作者存在”比较研究

Mauranen(1993)发现，与英美经济学家

相比，芬兰经济学家倾向于较少地展现他们

的存在。广义上来讲，作者存在也是一种元

文本。它使得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存在，

并进一步加深和作者的交流 (Mauranen，
1993)。如下图显示的那样，与芬兰经济学家

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倾向于更多地

显示他们的存在。

图 4. 2 中国和英美组显示作者存在的频率

图 4. 1 东方和西方的修辞模式

我们使用Antconc来统计六种第一人称

代词显示作者存在的频率，分别是“us”,
“we”,“our”,“me”,“I”和“my”。总体来看，中

国经济学家组比较多地使用显示作者存在的

代词。中国经济学家组显示作者存在第一人

称代词使用的频率总计是 420（75.33每万

字）。英美组的频率是348（64.50每万字）。然

而有趣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对“us”,“we”和

“our”有着强烈的偏好，而鲜使用“me”,“I”
和“my”。尽管在总量上，中国经济学家组作

者的存在感更强，但是他们似乎在避免展示

个人的存在，而是选择使用集体的存在来替

换。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推测，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担心如

果他们的文章中有太多的“我”，他们的文章

有可能被批评为过于主观。因此，他们试图通

过使用“we”,“us”和“our”来缓冲这种影响。

然而，这样做忽略了一个事实：西方读者看到

“we”会感觉不舒服。他们会认为：既然文章的

署名是一个人，就不应该用“我们”来代替

“我”。这种虚假的客观可能使得读者反感或

不悦，他们有可能觉得自己被强迫接受作者

的理论和观点。

4.3次级语料库中广义元文本的比较研

究

因为计算主语料库中所有广义元文本的

数量是一项艰巨和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英美经济学

家组里抽取了 100个句子，从中国经济学家

组中抽取了109个句子。之后，我们通过逐句

判定认真计算了元文本的数量。之后计算了

每万字中元文本的数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025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表 4. 3 次级语料库中元文本的比较

互动性元文本

交互性元文本

总计

transitions
frame markers

endophoric markers
evidentials
code glosses

总计

hedges
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
engagement markers

self-mentions
总计

Chinese
269.81
21.08
236.09
210.79
134.91
872.68
46.37
59.02
4.22
92.75
67.45
269.81
1142.50

Anglo-American
214.75
89.14
109.40
259.32
121.56
794.17
40.52
44.57
4.05
20.26
101.30
210.70
1004.86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经济

学家使用比较多的元文本。无论是互动还是

交互功能的元文本，中国经济学家都用得比

较多。但英美经济学家却比较多地使用了

frame marker (89.14 vs. 21.08), evidential
(259.32 vs.210.79) 和 self-mention (101.30 vs.
67.45).

Frame marker用来表明顺序或者展示文

本的不同阶段。代表性的 frame marker 有
“first, second, finally, as follows”。我们的这一

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吕中舌（2016）的研究结

果，即：在中国仍然有学者没有意识到利用

Frame marker这样的修辞手段来建立文章中

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同时，尽管有相当数量的

中国学者对此修辞手段有一定的认识，但因

为自身英语水平有限，词汇量匮乏，在使用英

文修辞手段时常常会出现错误；加之文化背

景的不同，中国学者为体现自己的文采和水

平常常有意含蓄、点到为止，至于读者是否理

解完全是读者自己的职责了。

英美经济学家倾向于较多使用 eviden⁃
tial。这说明他们在文章中较多地引用其它作

者来支持、证实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这是他们

母语带来的优势；对于英美经济学家来说，阅

读大量的英文文献和期刊比较容易。对于中

国经济学家来说，尽管他们已经学习英语多

年，但是在阅读英文文献时的速度常常不能

与母语者相媲美。

在次级语料库中，英美经济学家语料库

中的“自我提及”更多。这看起来与主语料库

的结论是相悖的。这或许是随机抽样带来的

偏差。然而，次级语料库显示的“作者存在”的

偏好与之前的发现是一致的，即：英美经济学

家组的自我提及中绝大部分都是“I”, 而中国

经济学家组的自我提及绝大部分都是“we”.
Transitions和模式索引都属于连接词。

因此次级语料库的结果与主语料库的结果保

持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 endophoric markers, hedges, boost⁃
ers, attitude markers的比较差异，现阶段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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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这种差异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偏差，以及

如果真实存在，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由于时间

和篇章的限制，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还倾向于使用更多的 en⁃
gagement. 这和对we的偏好有很大相关性。

比如，如果语料库中出现“we hypothesis”,
“we”即被计入自我提及，而hypothesis则被计

入“engagement”。“we”之后总是有“engage⁃
ment”相伴。因此，中国经济学家组中存在比

较多的“engagement”就可以解释了。

五、结论

通过回顾元文本，比较修辞学和专注于

某一特定学术领域的元文本研究以及构建并

分析我们的语料库，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学家

比英美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元文本。虽然对

中国经济学家和芬兰经济学家来说，英语都

并非母语，但是他们对元文本的使用与英美

经济学家的差异是不同的。这也从另一方面

进一步证明：这些修辞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

由不同文化造成的而并非完全取决于学者的

英语水平。具体来看，由于词汇量相对匮乏，

中国经济学家比较多地使用有限的几个因果

关系连接词，缺乏变化和多样性。由于受“起

承转合”的八股文传统写作模式的影响，中国

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起转折作用的连接词。

我们还发现，当展现作者自身的存在时，中国

经济学家更倾向于使用“我们”，而非“我”。这

同中国文化中对自我概念的认知有关；在次

级语料库中，中国经济学家较少使用外部引

用，这同英语并非中国人的母语有关联，同时

也同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尽管对于判别高度依赖语境的元文本，

本研究 16篇学术论文的语料库可以说小有

规模，但如果有更多的论文、随机抽样能选取

更多的样本，我们的结果将会更加准确、更加

具有说服力。

此外，对于造成中国经济学家和英美经

济学家对元文本使用频率差异的解释或许并

不全面。比如：中国传统的八股文对过多使用

转折连接词影响的程度如何。中国经济学家

语料库中作者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多大程

度上是为了避免主观性，多大程度上是对自

我的不同认知造成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

的探讨和研究。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应该注意

到自己文章中过多使用连接词，尤其是过多

使用转折关系连接词的现象。如果他们的文

章结构能够更加简洁明了，时刻围绕主题，少

些含蓄和兜圈子，可读性将会更高。同时，他

们也应该注意避免重复使用有限的某几种起

因果作用的连接词，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多样、

丰富的连接词。另外，使用第一人称“我”可能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主观。如果理论和观点

是准确客观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故意减少第

一人称单数“我”的使用，完全可以大胆体现

作者自我的存在。

以上研究发现的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论文

中存在的修辞问题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

济学学术论文，其他领域的英文学术论文也

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希望该

研究能引起国内不同专业学者的重视，在英

文发表论文时注意中西方文化在学术写作中

的差异，尽量使自己的文章结构、修辞手段以

及论证更符合西方学术期刊的要求，毕竟目

前“多数主要和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都由西方

国家掌控着”(Hyland. 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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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社交媒体、

网络游戏平台和视频网站不断发展成熟并且

拥有基数庞大的用户，在此基础上，网络语言

暴力现象日趋严重。网络语言暴力是指使用

谩骂、歧视、诋毁、藐视、嘲笑、骚扰、攻击、侮

辱、欺压、色情、性歧视等语言，以网络为媒介

对他人或群体进行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伤

害。网络语言暴力产生于信息时代，作为一种

新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日

渐成为研究热点。

隐喻是一种隐含的比喻，它不仅仅是日

常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更是一种人

类的认知现象。隐喻被认为是一种感知和认

识世界的思维方式，通过映射机制构建相似

性,隐喻有助于人们利用已知事物理解抽象、

复杂的未知事物。同样，隐喻也存在于网络语

言暴力中。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
sis,简称CDA)分析作为新兴的语篇分析研究

方法，主要的内容包括与语篇和语篇生成有

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

关系，涉及年龄、种族、性别、阶级和态度等社

会因素，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

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

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

杂关系。为了更为有效深入揭示网络语言暴

力产生作用过程及影响，本研究拟采用批评

性话语分析方法探究网络语言暴力中隐喻的

使用，具体方法为批评隐喻分析（Charteris-
Black,2004：22）。

二、研究概述

网络语言具有低语境、口语化、侵害性、

隐匿性的特征，在互联网上的发生率很高。

（丁磊,黄哲程,2016：65）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以及网络普及率的提高，网络语言暴力现象

愈发普遍。近年来，对网络暴力语言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伦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法律等

方面，鲜有从语言学角度对网络暴力问题的

进行解读和研究的例子。

隐喻是一种修饰话语的语言现象，以隐

含比喻为表达形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隐喻更是一种认知现象，参与人类的

认知过程，通过映射机制构建本体和喻体之

网络语言暴力中隐喻的批评认知分析网络语言暴力中隐喻的批评认知分析
朱淳熙① 刘文宇②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4

摘要：本文借助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具体事件的微博评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网络语言暴力中隐喻评价功

能的主要实现方式及影响，研究了网络语言暴力中语言、权势（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价值信念等的冲突）之

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民通常叠加使用隐喻表达更为强烈的负面情绪；在分析时，应对照语境背景挖掘隐

喻的内涵意义；涉及一些历史、政治、文化的隐喻内容，对研究者文化素养有着一定的要求。借助批评隐喻分

析方法，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网民主要由未完全形成价值观的青少年构成，容易以发表网络暴力语言的方式

宣泄情绪；草根群体的话语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受社会所支配，因此选择在网络上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我国

网民的整体素质水平并不是很高，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语言，经常通过隐喻来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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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似性。隐喻有助于人们利用已知事物

理解抽象、复杂的未知事物。Lakoff和Turner
(Lakoff,Turner,1989: 65)强调了隐喻中最重要

的力量来源之一是其“评价的力量”。认知语

言学的兴起给隐喻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隐喻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

Charteris-Black认为，隐喻是批判性话语分

析的核心(Charteris-Black,2004：28)。概念隐

喻理论以及概念合成理论为从认知角度理解

隐喻提供了理论框架。目前，对隐喻的研究涉

及到各个领域，林书武（林书武,2002：38）将

其总结为理论探讨、空间隐喻研究、对具体问

题的研究、涉及其他修辞格的研究、结合脑科

学进行的研究、隐喻和文化模型的关系研究、

隐喻研究与语言教学等七个主题。此外，不少

学者已经开始关注隐喻传递的消极意义。但

是他们大多数都讨论了借用源喻评价事物的

方法来评价目标域的事物。有的从“疾病隐

喻”的角度出发，探讨网络暴力语言中隐喻映

射的消极意义。（马梦琳,吴建伟.2017:81）鲜

有深入研究隐喻评价功能对网络暴力语言实

现方式的影响。本文尝试对网络暴力语言中

存在的隐喻，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隐喻

评价功能在网络语言暴力中的实现方式进行

进一步的分析。

网络暴力多以暴力语言为载体实现，因

此从语言角度分析网络暴力行为是一种可行

的研究方式，而批评性话语分析恰好能为其

提供有力支撑。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分析权

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

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在现代

社会中更加有效的权力经常来自对人们认知

的影响与控制,具体表现为通过说服、掩饰或

操纵等策略来改变他人的思想以符合自己的

利益（辛斌，2012:1）。
三、研究方法

批评性话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分析作为新兴的语篇分析研究方

法，主要的内容包括与语篇和语篇生成有关

的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

系，涉及年龄、种族、性别、阶级和态度等社会

因素，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

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

关系。

van Dijk (van Dijk,1993：280) 认为，解释

话语的作用需要将话语结构与社会认知联系

起来，将社会认知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Christopher Hart（Christopher Hart,2008：92）
将这种模型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双向箭

头表示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阴

影部分表示批评话语分析的微观焦点。本文

将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通过对网络暴力

语言的研究，呈现语言、权势（话语权力）和意

识形态（价值信念等的冲突）之间的关系。

针对网络语言暴力话语，本文自建小型

网络暴力语料库，主要以微博评论作为研究

对象。借助Pragglejaz Group的隐喻识别程序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简称MIP)
确定了 456条含有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语

料。

隐喻识别程序由Pragglejaz Group开发，

在话语中侧重于隐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着重于元语用词或词汇单元的语言分析。它

旨在提供一种工具，用于捕捉隐喻的大部分

语言表达。首先找到与隐喻相关的词汇，当一

个词从这个词的一个更基本的意思被跨域映

射解释），标记这个词为隐喻用法(MRW)。当
一个词被直接使用时，将这个词标记为直接

隐喻(MRW，direct)。当一个词通过替换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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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传达意义，将它标记为一个暗含隐喻

(MRW,implicit)。

四、分析与讨论

1. 隐喻评价功能在网络语言暴力中的

实现方式

在概念隐喻理论文献中，人们普遍认为

隐喻是可评价的、具有说服力的，具有潜在的

意识形态。在对事件进行网络评论时，网民经

常借助隐喻来表达暴力语言，其产生的侮辱

和冒犯效果展现了隐喻的评价功能。Deignan
提出了以下四种评价方式，包括挑选合适源

喻、创造评价蕴含、挖掘隐喻脚本，以及映射

字面意义后的深层内涵，并且认为这四种评

价方式能够间接、隐性地实现评价功能并塑

造出网民的意识形态(Deignan,2010)。
（1）挑选源喻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些作家或演讲者

选择特定的源喻作为一种策略，以便与认同

这种源喻重要性的人们保持一致。每个隐喻

都有它的源隐喻，通过它我们可以通过源隐

喻来评价目标隐喻。当使用隐喻时，读者将抽

象的内容转移到具体的对象上。然后结合源

隐喻的分析和我们对历史背景和常识的认

识，在一定程度上综合评价目标隐喻。本文根

据自建小型网络暴力语料库，大致整理出在

网络暴力语料中经常出现的六种源喻类型，

经整合归结为：人体，动物，社会刻板印象，亲

属，无用的事物和建筑，并依据上述六种类型

对语料进行分类和分析。

分析显示，使用频率最高的源喻为“动

物”，常见的有“狗”“猪”“牛（犊子）”“驴”“鸡”

“鸟”“草泥马”“（禽）兽”等地位低下的家禽家

畜以及不友善的动物。这些动物本身具有的

低等、恶劣的特征，通过映射投影到被评论的

人或事物上，以实现侮辱的消极意义，产生网

络暴力效果。大量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显示，

这一类源喻通常指向本身具有低下、消极的

社会地位的群体。

使用频率较为高的还有“人体”类隐喻，

以“逼”“屌”“蛋”等性器官为代表，以及“操”

“日”等与人体性器官相关联的动作和代表个

人面子的“脸”“脑”等。此外，“亲属”类源喻，

通常和“动物”以及“人体”搭配使用，以实现

更为强烈的暴力效果。

另一个数量较多的源喻类型为“社会刻

板印象”。“贱”“婊”“渣”等负面印象已经被大

众广泛接受，表达了厌恶、鄙视的情感态度，

因此常用于攻击，实施网络暴力。还有诸如

“河南人”“北京人”等，揭示了人们对不同地

域人的刻板印象，在使用它们实施网络暴力

时产生了讥讽效果。

源喻类型“无用的事物”主要涉及排泄

物“屁”“屎”，以及废物“垃圾”“渣”等，源喻类

型“建筑”的例子较为少见以“砖”“水泥”等建

筑常用材料为代表。网民把这些事物无用的

性质投射到评价的人或事物上，产生其无用

的判断，侮辱攻击对象。

适当的来源隐喻在有效的话语表达中

起着关键作用。话语生产者用特殊的源隐喻

隐喻作为传播策略和手段，展示读者与相关

读者之间的共享价值，以获得读者的认同感。

适当的来源隐喻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观

点。

（2）创造蕴含

Schön (1979) 认为，隐喻可以利用故事,
连同他们的悖论,提出特定的情况和事件的

解释。他研究了语言隐喻的使用和概念隐喻

的实现，例如，他认为“疾病”是所有发言者

都熟知的一个故事或模式。即使人们在日常

阅读中没有注意到隐喻的存在，他们也会潜

意识地感觉到隐喻的意义，如果同样的“故

事”一遍又一遍出现，那么隐喻的评价和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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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就会增强。

与“疾病”相关的隐喻在网络语言暴力

中也十分常见，“精神病”“神经病”等隐喻用

来表达对攻击对象的不认同。除此之外，一

些人名蕴含的故事如“潘金莲”也经常被网

民套用，表达自己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同或

相似的内涵，对两者有相同的评价。

（3）挖掘脚本

Musolff(2006)论证了脚本是“整个概念

域及其元素的中间分析范畴”。也就是说，整

个“故事”可以由无数不同的剧本组成。此外，

每个脚本都有不同的评估偏差。隐喻的使用

使得整个比喻“故事”的评价更为普遍和广

泛,。仔细研究每一个脚本可以帮助读者理

解、评价隐喻的内容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网络语言暴力语料中，较为常见的是

直接以“演”“戏”“剧情”“影帝（影后）”等为代

表的与故事脚本相关的隐喻，对此类隐喻的

分析及对“故事”的理解，传达了网民对攻击

对象行为的不信任以及负面评价。此外，网

民还用“变质”“烂”等隐喻映射攻击对象消极

的发展趋势。

（4）映射内涵

隐喻揭示了源与目标隐喻之间的映射

关系。隐喻的内涵是实现隐喻评价功能的主

要途径。Deignan(2010)运用隐喻性词语的研

究来观察字面意思是否与隐喻的内涵相一

致。隐喻的深层含义难以从字面意义上被判

断。

该类隐喻经常根据情景衍生不同的内涵

意义。色彩具有的丰富内涵意义使得它们经

常在网络暴力语言隐喻中的被运用。从收集

的语料来看，“黑”“白”的出现频率较高。黑色

原指庄重、神秘、高贵、正直，然而在网络暴力

语言中，常常用来表达“邪恶”“隐蔽”“反对”

等强烈的攻击含义。与之对应的白色原指公

正、纯洁、端庄、正直，但网民经常将其与“洗”

搭配使用，指开脱罪名，洗清污点。内涵意义

的发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和字面

意义的感情态度相反的情况，如“圣母”原指

女神，现在在网络语言的攻击中常指牺牲与

自己不相干的人的利益来拯救别人的人。

2.隐喻评价功能所产生的暴力效果

通过上述四种隐喻评价方式对隐喻进

行分析之后，研究发现源喻方式表达攻击更

为直接和强烈。“狗”“猪”等“动物”类源喻，

“逼”“屌”等性器官和“操”“日”等与人体性器

官相关联的动作的隐喻，“屁”“屎”“垃圾”等

有关废物的隐喻，把低等的地位映射投影到

被评论的人或事物上，有着强烈的直接的侮

辱意义，产生暴力效果。社会刻板印象贱”

“婊”“渣”等以及地域歧视如“河南人”“北京

人”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在表达暴力情

绪的时候也有直接的效果。

隐喻评

价方式

源喻

网络暴力语料

1.你屌的跟狗一样。

2.我河南人偷你家井盖了？

3.放你娘的狗臭屁！

4.渣男也会开交流会互相取经验

吗？

其次，套用“故事”创造蕴含的隐喻具有

较强的评价和诱导效果。与“疾病”相关的隐

喻如“精神病”“神经病”等用来表达对攻击对

象的较强不认同，并且有致使更多网民产生

这种评价的趋向。套用人们熟知人名蕴含的

故事如“潘金莲”等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表

达较强的暴力情绪。

隐喻评

价方式

创造

蕴含

网络暴力语料

1.官宣了吗？ 一个个就这么急着

跳脚，神经病！

2.西门庆进去了，什么时候轮到

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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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每个脚本的不同的评价意义，

揭示了隐喻使用者的意图。以“演”“戏”“影

帝（影后）”等为代表的直接与故事脚本相关

的隐喻，表达了网民对攻击对象行为的否定

以及不信任，而“变质”“烂”等内涵程度的隐

喻则映射攻击对象消极和堕落的发展趋势。

隐喻评

价方式

挖掘

脚本

网络暴力语料

1.乖乖，满大街都是奥斯卡影后

影帝。

2.这个城市烂透了！

3.生活靠演技，神一般的台词。

而映射内涵的隐喻实现暴力效果的方式

则较为委婉和隐晦，字面意义和深层内涵之

间的映射关系联系通常要根据社会背景来识

别。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色彩如“黑”“白”，在网

络暴力语言的使用中常常隐身出本来并不具

有的意义。除此之外，一些词语在社会发展中

会被赋予新的内涵意义，这些新的内涵意义

甚至可能和字面意义完全相反。读者在解读

这些隐喻的时候，要注意联系社会背景，找出

真正的内涵意义。

隐喻评

价方式

映射

内涵

网络暴力语料

1.层主挺住，圣母要来了。

2.恶心！能不能别再洗白营销了！

3.热评水军职业黑真是吓死人了。

Charteris-Black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

法，将认知语言学中有关隐喻的研究运用于

对有权势人物语言运用的批评性分析，来解

释影响他们选用表达感情词语的因素。同样，

批评隐喻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对网络暴力语言

的分析，有助于呈现语言、权势（话语权力）和

意识形态（价值信念等的冲突）之间的关系。

网络暴力语言的运用，显示了说话人对

攻击对象的诋毁、侮辱，在负面、消极的情绪

背后，体现了权势（话语权力）在网络中的影

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1月
公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10］，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亿，以 10-39岁群体为主，整体占比为

73.0%，其中 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

高，达 30.0%。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网民主要

由青少年构成。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为网

络暴力的实施提供了条件，青少年处于仍未

完全形成价值观的混乱阶段，容易以发表网

络暴力语言的方式宣泄情绪。其次，网民中学

生群体规模最大，占比为25.4%，其次为个体

户／自由职业者，比例为21.3%，企业／公司

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占比合计达到

14.6%。上述群体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特殊

性，其话语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由

社会所支配，难以充分实现。而网络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评论平台，当社会热点

事件发生时，他们通过对社会事件进行评价，

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为了表达负面、消极的

情绪，他们利用隐喻委婉的特性和较强的劝

诱效果实施网络暴力。

此外，我国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水平的

群体规模最大。截至 2017年 12月，初中、高

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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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可以看到，网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并

不是很高。在网络发表评论的门槛相对较

低，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使其容易情绪化，

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语言攻击社会事件

或社会事件的主人公而不是理性分析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隐喻作为有力的话语表达手

段被频繁使用。

五、结语

隐喻因其较为委婉的特性和较强的劝

诱效果而广泛被网民所接受，网络语言暴力

中的使用频率相当高。通过对收集到的网络

语言暴力语料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发现，

隐喻评价功能的实现方式有以下特点：

（1）在发表网络语言暴力言论时，网民

通常连续使用两个或多个隐喻。隐喻的叠加

使用，有助于网民表达自己的情绪，对攻击

对象产生更为强烈的侮辱效果。

（2）对隐喻的分析要结合社会背景。随

着社会的发展，隐喻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深

层内涵。在分析网民使用隐喻的意图时，应

对照语境背景，挖掘真正的内涵意义而不是

仅凭字面意义来判断。

（3）与外国语言比如英语相比，中国网

民使用了大量的谐音作为隐喻，如“狗带”

“TM”“麻痹”等，其原型为外语、汉语或是方

言。要理解这些隐喻，需要对中国和外国的

语音意义的对应方式有一定的了解。

（4）网络暴力语言隐喻中源喻中社会刻

板印象类，蕴含的“故事”，映射的内涵等类型

涉及汉语中的一些历史、政治、文化内容，对

研究者文化素养有着一定的要求。

借助批评隐喻分析方法，研究对网络暴

力语言中的隐喻进行分析，呈现语言、权势

（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价值信念等的冲突）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发生在我国的网络

暴力语言中的隐喻和权势（话语权力）、意识

形态（价值信念等的冲突）之间有以下关系：

（1）当前我国网民主要由青少年构成，由

于处于仍未完全形成价值观的混乱阶段，他们

容易以发表网络暴力语言的方式宣泄情绪。

（2）网民中学生群体、个体户／自由职

业者、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占

比较大，上述群体的话语权力在现实生活中

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所支配，难以充分实现。

因此，他们在网络上对社会事件进行评价，

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

（3）此外，我国网民的整体素质水平并

不是很高。在网络发表评论的门槛相对较

低，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使其容易情绪化，

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语言攻击社会事件

或社会事件的主人公，在这个过程中，隐喻

作为有力的话语表达手段被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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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ower (discourse power) and ideology in cyber lan-

guage viole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Weibo netizens prefer to superimpose metap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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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语附带词汇习得简述

词汇是语言学习和运用的基础，二语学

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词汇习得。

二语词汇知识的获得方式可分有意词汇学

习和附带词汇习得（incidental vocabulary ac⁃
quisition,以下简称为 IVA）。对于 IVA 的定

义，二语研究者们众说纷纭，如：Huckin和

Coady（1999）认为 IVA是一种在表达意识时

的交际行为，而Hulstijin和 Laufer（2001）则

认为附带习得是“在无意学习时习得某种知

识”。虽然广大二语研究者的说辞不同，但是

一致认可的是：IVA是在学习者进行其他任

务时，在无意识中习得新词，即附带习得词

汇知识。在英语作为二语或外语（即ESL或

EFL）的学习中，最常见的输入形式是阅读和

听力。迄今国内外对于ESL/ESL中的 IVA研

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阅读条件下（如：Parib⁃
akht 和 Wesche,1999；Pulido,2003 等），且已

广泛证实阅读是 IVA的重要来源；相对而

言，关于听力过程中的 IVA研究却为数不多

（如：Vidal，2003，2011；Ellis和 Chang，2016
等），其原因可能在于听力中的 IVA所涉及

的影响因素更多、更复杂，且至今还没有一

个公认的框架系统可供研究参考。

二、Ellis的二语听力词汇附带习得影响

因素框架

Ellis在 1994年首次提出了影响二语听

力中 IVA的因素框架，并指出由于听力输入

下的 IVA研究太少，只能不可避免的参考阅

读下的 IVA研究（1994,p.7）。他将影响二语

听力词汇附带习得的因素划分为：词汇内在

属性、输入、交际以及学习者等四类因素，其

中关于输入因素的具体描述如表1。
从表 1中不难看出，影响听力中 IVA的

输入因素涉及了很多变量，且变量之间存在

一定的相互作用。这些变量比影响阅读中

IVA的变量更为复杂，几乎每一个变量都可

以作为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重点回

顾输入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词汇出现频

率对二语听力中 IVA影响的国内有关研究。

三、词汇频率对二语听力中词汇附带习

得的影响研究回顾

频率，即语言项目在听、说、读、写中的

出现次数，是二语词汇习得的一个重要因

素。文本中出现的单词越频繁，它就越有可

能被学会。Schmitt（2008）认为在听力 IVA过

程中，首先是对形式的习得，目标词复现多

次后，学习者在习得形式的基础上会开始逐

二语听力附带词汇习得中词汇频率研究回顾二语听力附带词汇习得中词汇频率研究回顾
常乐① 马军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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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介绍附带词汇习得（IVA）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Ellis提出的影响二语听力中 IVA的因素框架，

并回顾了该框架中输入因素里的词汇频率对听力 IVA影响作用的有关实证研究，探索了词汇频率对听力中

词汇形式和意义（尤其是词形方面）习得的积极促进作用，最后为二语听力教学提出了窄听与泛听相结合、

针对目标词设计听力任务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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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形式-意义链接（form-meaning link）。
实证研究已逐步证实频率在二语听力

IVA中的作用。Vidal（2003）开辟了这一领域

的研究先河，她探讨了 36个目标词（被归类

为专业词汇，学术词汇和低频词汇，出现频

率分别为 1,2,3,4,5和 6次）在EFL学术讲座

中的 IVA情况，发现频率对听力中的 IVA有

一定的积极影响，IVA的效果随着词语重复

次数的增加而增加。Brown等（2008）将28个
目标词分为四个频率组（2-3,7-9,10-13,15-
20次），运用两个意义识别测试（多项选择识

别测试和逐个翻译测试）对阅读和听力中

IVA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其研究结果显示，

两种输入模式中都发现频率对 IVA的影响；

相比于阅读，为了达到听力中更好的 IVA效

果，需要更多的词汇重复次数。Van Zeeland
和Schmitt（2013）研究了听力中不同频率（3，
7，11和15次）对形式、语法和意义三个维度

词汇知识的影响，通过即测和后测（两周后）

检验习得效果；虽然该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出

频率对词汇意义的显著作用，但还是发现了

频率在听力过程中对词汇形式和语法两个

知识方面习得的显著影响。

在国内，常乐等（2013）选择了 30名大

学英语专业新生，对听力和阅读两种输入模

态下的 IVA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将20个目

标词分别编入四篇听力材料，每个目标词复

现两次，每篇材料放音三遍；在对目标词的

词形、词义、应用等三方面知识进行了前后

测试后，研究结果表明：阅读比听力更有益

于 IVA，同时也证明了重复次数对听力过程

中 IVA在词形和词义方面习得的积极影响。

Ellis和Chang（2016）研究了文本重复对中国

大学新生听力任务中 IVA的作用，研究中的

10个目标生词被嵌入两篇听力文本中（每个

词复现两次）；受试中第一组只听一遍文本,
第二组听三遍；在比较了词形、词义和应用

三个维度的 IVA效果后，研究发现，收听三

遍的学生在词形和词义方面所获得的词汇

知识明显优于只听一遍的学生。Chen 和

Teng（2017）研究了词汇出现频率对 60名不

同专业的大学生在阅读与听力过程中 IVA
的影响；研究将 15个目标词分为三个频率

组（1，5和 10次）；测试材料选择了 160个单

独的句子（目标句与干扰句各 80个），对受

试在阅读和听力过程中对目标词形式回忆，

形式识别，意义回忆和意义识别四个知识维

度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下都存在

表1. Ellis的影响二语听力中附带词汇习得的因素框架（节选）

输入因素

1. 出现频率/次数

2. 突显度

3. 语境因素（可用的上下文线索）

4. 输入复杂度

描述

1.常见词比不常见词更容易被学会；频繁的接触会促进

“深度”学习。然而，出现频率和词汇学习之间的关系并

没得到一致认可。

2.通过某种焦点（例如，指令）来突出的单词更容易被记

住。

3.同没有上下文线索或只是较远线索的单词相比，在当

前语境中有线索的单词更容易被学会。

4.在简化输入中出现的单词（例如：低词汇密度和低生词

密度的输入）可能比在复杂输入中出现的单词更容易被

学会。

Linguistics 语言学

选自：Ellis（1994，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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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而且词汇复现频率对 IVA的效果显著；

需要听到 10次以上才能习得新词，如能增

加频率，则习得效果会更好。

不难看出，此领域的研究方法正日趋成

熟。如：最初在Vidal（2003）的研究中，由于

目标词重复频率过于密集，学生在一定时间

内习得词汇的声音形式，而其研究数据还不

足以证实学习者为了建立形式-意义链接而

需要重复遇到一个词的确切次数。此后，随

着研究方法的日渐完善，一些关于频率在阅

读和听力 IVA中的对比研究（如：Brown等，

2008；常乐等，2013）表明，频率因素在阅读

中更能促进 IVA,但是在听力中则需要更多

次数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其原因可能在于，

听力比阅读过程更复杂，且影响听力中 IVA
的因素之间还存在相互联系。继 Nation
（2001）提出了建立词汇形式-意义链接的复

杂性之后，二语研究者（如：van Zeeland和

Schmitt，2013；Ellis 和 Chang，2016；Chen 和

Teng，2017等）开始逐渐尝试维度法，从不同

词汇知识维度（如：形式识别，形式回忆，意

义识别和意义回忆等）更全面地检测频率因

素对学习者听力中 IVA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频

率是听力 IVA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对

词汇形式和意义（尤其是词形方面）习得的

促进作用。然而，为了达到最优化的 IVA效

果所需要一个词在文本中的重复次数迄今

尚未取得研究一致。其原因在于，影响听力

过程中 IVA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而有可能

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在一篇

有丰富语境提示的听力材料中，尽管目标词

复现频率不高，但学习者仍旧可能较好地习

得目标词；在主题相同或相近的听力任务

中，由于学习者在不同语境听到同一个词，

也能发生更深层次的 IVA。

四、结论及启示

在Ellis提出了影响二语听力中 IVA的

因素框架二十余年之后，其中的词汇复现频

率因素的促进作用已基本得到证实，其在教

学方面带来的启示可归纳为：

11.. 窄听与泛听相结合窄听与泛听相结合。。当学生掌握了基

本听力词汇量时，即 6000-7000基础词汇或

者 98%的已知词汇覆盖率（Nation,2006），教

师应鼓励学生窄听（narrow listening）与泛听

（extensive listening）相结合。Krashen（1981）
早就指出: 如果学生从范围比较集中（窄）的

主题材料中获得大量的语言输入并逐步扩

大主题范围，语言习得会进展得更快。窄式

听力给学生在理解所输入的材料时提供了

便利，其优势在于:在主题相对固定的听力

学习中，一个词的多次复现会刺激大脑对该

词发音和意义的习得。Dupuy（1999）证实了

窄式听力对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听力流畅

性以及听力词汇习得都大有裨益。因此，教

师在选取听力材料时应首先考虑选取背景

知识相似度高、主题近似的文本，其中频繁

出现的与主题相关的词汇能增加可理解性

语言的输入，有利于学生习得相关主题词

汇。然后，再让学生从窄听慢慢过渡到泛听，

使他们通过听力训练学到更多的词汇。

22．．针对目标词设计听力任务针对目标词设计听力任务，，将附带词汇将附带词汇

习得与刻意词汇练习相结合习得与刻意词汇练习相结合。。考虑到听力中的

IVA只意味着学生在词汇形式和意义维度上

习得了片面的、浅层的知识，连形式-意义链接

都尚未达到，就更不必说应用这一词汇习得的

最终目标，在学生完成听力学习后，为了巩固

附带习得到的词汇知识，教师应“趁热打铁”，

通过设计不同题型的练习任务，有针对性地对

目标词进行反复练习，继续发挥词汇复现频率

对词汇知识习得的促进作用，以此来强化学生

在听后的词汇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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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起因

（一）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与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大学英语课程是一门大学生必修的公共
基础课程。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
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同时
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2007年7月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明确要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以及各高校情况
差异较大，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
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的实际需
要。（教育部高教司，2007：1）

（二）大学英语教学困境
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本科院校较多，在高

等教育中竞争力相对薄弱。而西部地方本科
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和现状往往不能与
东中部院校同日而语。而样本院校是较为典
型的西部地方本科院校。自2007年8月以来，
样本院校开始实行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
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局面大为改观、教
学质量不断攀升。然而，分级教学实施过程
中，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也出现了一些
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譬如，不同级别的学生

“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又如，A级、B级教学对
象使用不同教材和教学大纲开展教学但使用

同一试卷进行考核的问题；再如，B级班学生
挂课率明显居高的问题；还有，A级、B级、C级
教学班教学绩效考核办法不尽合理问题。总
之，不同教学对象和群体的大学英语教学发
展呈现明显不平衡状态。

（三）大学英语教学新形势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大学英语教学

面临着新形势和更高的要求。首先，大学英语
教育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并促进其个性化整
体发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其次，大学英语
教学要积极适应网络环境下的教育变革，合
理利用教学资源，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
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第三，21世纪以来，信息
技术不断与教学融合，催生了新的教育变革，
多样化、数字化、网络化教学资源迅速发展，
为基于资源的学习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奠定
了基础。张富民指出：

基于资源的学习，是一种学习者通过对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来完成课程目标和信息文化目标的学习，也
就是一种自我更新知识和拓展知识的学习。
（张富民，2009:173）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教学
资源，教学生态主体就会失去赖以生存与发
展的教学生态基础，就不能有效自主建构其
教学生态环境和良性发展；教学生态系统就

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
反思性研究反思性研究

张富民①

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张掖 734000

摘要：信息、网络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既凸显了大学英语教学生态失衡问题，也为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的

实践转化提供了基础。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视学生为教学生态主体，倡导依托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构建

“1+1+X”的教学模式，即“教师课堂面授+自主中心自主学习+社会实践环境”模式。本文按照生态化教学相

关原理，以西部地区某地方本科院校为样本，反思该院校近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探索和印证了地方本

科院校施行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式的现实性、可行性和实践操作模式。

关键词：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学生主体；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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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失衡。而大学英语学习是一种典型的基于
资源的学习。

基于此，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需要立足现
实基础，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构建地方院
校个性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大学英语生态
化教学应运而生。

二、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综述

（一）主要内容
生态化教学模式即是在特定时间和空

间内，师生、生生以及师生与教学环境之间
的相互依存的特殊系统，一方的发展以另一
方的发展为前提。在生态哲学的视角下，把
课堂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多种机制相互影
响和制约而构成的复杂多维网络。（孙志楠，
2001:109-110）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是继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分
级教学”之后，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员倡导的
一种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大学英语生态
化教学既是一种教学模式, 又是一种教学理
念。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式是运用教育生
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基本原理构建的一种稳
定的教学活动结构和活动程序。该教学模式
将大学英语作为教学生态系统，“视学生为
生态主体，教师、（课程）教学目标、课程体
系、教学设置、教学资源和监控体系等为环
境因子。强调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与周边环
境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突出学生语言能
力、文化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联系、动
态、平衡是生态化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
(徐银坤,2014:109-111)关于大学英语生态化
教学模式，哈尔滨学院李厚业等人指出:

它是以教育生态学、人本主义、社会建
构主义为理论依据,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
依托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遵循多元互动式
教学原则、主导式自主学习原则、多元式教
学评价原则, 构建一个多元、动态、系统的大
学英语教学模式, 全面整合、协调多媒体网
络与大学英语教学各个要素的生态平衡,全
面推进大学英语教学, 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效
能的最大化。(李厚业、李浩宇, 2014:109-
111)

实践操作层面上，生态化教学模式是一

种“1+1+X”的教学模式，即采用一种“教师
课堂面授+自主中心自主学习+社会实践环
境”模式；该模式主张教师实时关注学生的
互动，课堂面授要注意保持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和教材之间的平衡，组织和指导学生依
托网络和互联网开展学习，及时为学生提供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方案，并且为学
生创造各种延伸性场景促成课堂所学知识
的实践转化与灵活运用。(王妍,2015:20-23)

（二）意义与价值
显而易见，生态化教学模式的理念与人

本主义教学观、教学设计系统观和社会建构
主义有共通之处。人本主义教学观倡导以人
为本，从学生实际出发设计和开展教学。教
学设计系统观认为，“教学过程本身是一个
系统，其各个环节、要素彼此紧密联系，针对
一个特定的共同目标发挥各自的作用，组成
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教学过程的设计既
要服从自身的需要，又要符合自己所隶属的
那个更大系统的要求”。(伍新春,2002:370)建
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
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
教学和教师应当为学习者构建有利认知环
境。社会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发
展。冯忠良等人指出：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虽然知识是个体主
动建构的，而且只是个人经验的合理化，但
这种建构也不是随意的任意建构，而是需要
与他人磋商并达成一致来不断地加以调整
和修正，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文
化因素的影响。（冯忠良、伍新春、姚新梅,王
健敏,2010:208-209）

生态化教学模式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有
较强的实践参考意义。首先，大学英语教学
本身是一种集多种要素、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其次，现实当中
大学英语教学存在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手
段、内容、场合、教学评价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问题。而从生态哲学的视角考察，良性的、可
持续发展的教学模式应当统筹、协调教学生
态系统中师生、生生、生态主体与生态载体
（教学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就大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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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言，生态化教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学校
按照社会需求及学校办学定位为学习者提
供资源、建构教学环境，教师指导学生个体
学会并能自觉学习，构建和谐教学关系，促
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出发点
本研究立足样本院校实际，旨在科学、合

理统筹安排样本院校大学英语教学，面向全
体学生的协同成长与发展，进一步提高样本
院校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本研究主要解决大学英语教学生态失衡
问题，具体包括这样几个问题：⑴如何贯彻

“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原则；⑵如何认知和利
用教学资源；⑶如何组织和开展大学英语教
学；⑷如何衡量与评价大学英语教学绩效；⑸
如何构建和谐大学英语教学课堂。

（二）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①认知生态

化教学理论，②回顾、反思样本院校大学英语
教学，③发现并提出问题，④探究解决问题的
方法，⑤实施新的教学方案，⑥总结、凝炼教
学实践成果。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是：⑴遵循教育

部《教学要求》等文件，从院校和学生实际，
“以人为本”制定和执行个性化教学大纲；⑵
开展基于学生主体的差异性教学，促进全体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⑶动态、开放、平衡而全
面的建设与利用教学资源；⑷促成学生英语
语言能力的自主生成与转化，促使大学英语
教学的可持续良性发展；⑸将大学英语教学
作为教学生态系统，按照国家和学校要求，结
合社会需求，为学生提供教学资源和指导，引
导学生认知和利用教学资源，自主建构有利
教学环境，实现自我个性化发展目标。

四、教学实践个案

（一）校情分析
样本院校地处我国西部地区，是地方本

科院校之一。多年来，样本院校多种大学英语
学习群体并存，譬如艺体三校生、民族预科
生、高考英语高分学生、高考英语低分学生，

这四个群体的大学英语教学并不是整齐划一
的。近年来，样本院校的办学定位日益明晰，
即“地方性、教学型、应用性”高校。2012年以
来，样本院校在实施“转型、提升、发展”战略；
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也面临着进一步发
展的挑战和新形势。因而，样本院校需要立足
现实、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构建大学英语
教学新模式。

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式是先进、科学
的教育理念，也是切实有效的大学英语教学
组织与管理形式。2012年9月以来，样本院校
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当
中，并不断探索、完善。样本院校为学生提供
了比较丰富的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包括语言
实验室、网络自主学习中心、多媒体教室、校
园调频台、网络教学系统等。此外，2014年9
月，引进使用了互联网教学平台——批改网。
引进批改网不但减轻了教师批阅作文的负
担，而且拓宽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写作能力培
养途径，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互联网
教学资源。

下面以样本院校2014-2015学年第二学
期2013级B4班大学英语教学为例，具体阐释
该教学模式的实践操控及效果。

（二）学情分析
2013级B4班共计69名学生，男生39人，

女生 30人；该班级是样本院校 2013级 22个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B级班之一，由教师教育
学院、经管学院、信息与技术学院和农业与生
物技术学院的8个教学班组成，其中经管学
院2个专业的4个班级共63名学生，其他学
院6名学生。

本学期2013级B级班的教学任务是学习
《大学英语Ⅳ》并通过课程考核，同时参加
CET-4考试，以便检验教学效果和进一步提
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三）教学方案
《大学英语 IV》共计教学16周，每周4学

时，包括读写、听说和自主学习三种课型。其
中，读写课每周1次，每次2学时，安排在普通
教室九教 111；听说课逢双周 1次，每次 2学
时，安排在语言实验室；自主学习课逢单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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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2学时，安排在图书馆自主学习中心，
由教师指导和监控学生开展基于网络教学平
台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

《大学英语 IV》主要使用外教社《第三版
大学英语精读 第四册》和《第三版 大学英语
听说第四册》两本教材，同时利用该教材网络
教学系统中的资源；此外，教师视教学情况需
要，随机补充其他材料。除此之外，学校继续
引进批改网供大学英语教学使用。

能力培养是本学期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
重点。能力培养包括英语语言运用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三个方面。能力培
养的主要范式是基于教学资源的任务驱动模
式。即，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资源实际情
况设置任务，要求学生自觉主动完成，教师跟
进并反馈学生完成任务情况。任务的设置与
完成主要依赖三类教学资源——教学大纲和
教材、自主中心局域网网络教学系统、互联网
批改网教学平台。

依据本学期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任
务、考核重点和CET-4考试情况，翻译、写作、
阅读和听力技能培养是重点。为此，读写课教
学注重学生主体型教学和运用语篇分析教学
法，目的是为了以读促写、以写促学；听说课
教学则以精听为主，同时贯穿听力基本功和
听力技巧训练；网络自主中心主要以学生自
主学习为主，学习内容包括四级模拟测试题、

课程阶段性测试题、音视频资料、教材课后练
习电子文本等，但教师始终不离不弃、宏观掌
控、及时指导并反馈。从平时的观察来看，绝
大部分学生均能自觉、主动学习，视自身情况
及需要并结合教师的指导与要求认真开展并
完成学习任务。本学期，教师在自主中心网络
教学系统中共计设置教学任务8次，并补充、
下发教学材料5份。批改网主要以学生自主使
用为主，主要是培养写作能力和语言基本功。

本学期课程考核采用综合评价办法。其
中，平时成绩20%，考核要素包括考勤、课堂
表现、平时作业、网络自测和批改网写作成
绩。期中成绩20%，期中考核采用随堂考查的
方式，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安排在图书馆自主
学习中心进行；考试题型包括词汇与结构选
择题、完形填空题、段落翻译、写作，共五道大
题；除第一大题的20分以精读教材课后练习
为主外，其他四道大题均来自课本之外。期末
考试为全校统一考试，使用B级班考试试卷；
试卷题型包括听力（短、长对话和听写）10分、
词汇与结构选择题20分、完型填空题10分、
阅读理解20分、段落翻译20分、写作20分，其
中教材之外的内容占60分。

（四）总结与反思
2014年12月，2013级B4班57名学生参

加了CET-4考试。考试主要统计数据如下：

表1 2014年下半年2013及B4班CET-4成绩统计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注：参加考试57人，有效成绩53人

总分

346
444
282

听力

111
159
87

阅读

122
170
83

写作

144
149
73

作文号

未交作文数

提交作文最高分

433341
35
92

433326
19
91

433318
22
89

419358
4
84

419354
17
86

419346
14
87.5

419336
1

84.5

本学期教师在批改网上布置了 7篇作
文，大部分学习都能按时完成。完成情况

如下：

表2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2013级B4班批改网写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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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号

提交作文最低分

提交作文平均分

参与学生57人，总计应交399篇，未交117篇，未交率29.32%；7篇全交者19人。

注：提交作文平均分计算以7篇全交者19名同学的分数为参照数据。

433341
51

80.34

433326
5

80.15

433318
68.5
78.97

419358
54.5
74.76

419354
58.5
76.6

419346
58.5
79.78

419336
45

70.39

批改网7篇作文中419358号作文是“百

万同题”Shopping on the Net，批改网反馈信

息如下：

本学期 69名学生均参加课程考核，但

期末考试有效成绩 67人。考核主要统计数

据如下：

1. 平时成绩共 3次，其中一次为 7篇批

改网作文成绩中的最高成绩；全班平时成绩

平均分85.65分，最低分55分，最高分93分。

2. 期中考试五大题平均成绩依次是：词

汇与结构选择题16.9分、完形填空题13.753
分、段落翻译（英译汉）13.1096分、段落翻译

（汉译英）12.7945分、写作21.52分。

3. 期末考试平均成绩 65.20分，写作平

均成绩 16.35分，翻译平均成绩 13.1446分，

阅读、听力级其他题平均成绩38.2分。

综合分析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样本院校

的大学英语教学有如下特点：

1. 无论是从平时，还是从期中和期末成

绩来看，写作和阅读成绩均较高，听力和翻

译成绩比以往考试有所提高。

2. 样本院校非常注重教学资源建设，为

大学英语教学建构了优质教学生态环境，使

得英语教学和学习朝个性化方向和主动式

学习方向发展，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

批改网和自主学习中心等网络教学资源将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落

到了实处，使得教师和学生能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资源，共享资源，节约各种能源。

3. 样本院校教学绩效评价较为客观、科

学，并不围绕四级考试，而是看学子是否开

卷有益、学有所获，看学生能否积极参与课

内外大学英语教学活动。全面、客观、科学、

准确的评估体系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

要。它既是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

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是学

生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

效率的重要手段。

4. 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以学

生为中心，基于网络资源和信息技术，并整

合和混合了各种教学要素，具备生态化教学

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

式。

五、结语

本研究立足一线教学实践，着眼于解决

教学当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教学实践实现

了大学英语生态化教学模式从理论到实践

的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生态化教

学理论的新的认识。自该教学模式施行以

来，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师与学生一同成

长与发展，不但推进了样本院校的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教学质量。样

本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教”与“学”相互协调的师生互动、生气勃

勃、教学相长的局面。此外，学生的语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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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也有了不

同程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研究给予大学英语教学以

下几点启示：

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换言

之，大学英语教师要想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实现其教学目标，就必须提升其教学技能。

教学技能不止是教师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

还包括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资源认知、调控

和应用能力。

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大学英语

而言，如果没有教学资源，那么水平再高的

教师也只能唱“独角戏”。因而，教学资源建

设不只是学校和部门的事情，大学英语教师

也要重视教学资源建设。

⑶ 功到自然成。平时不努力，考试徒

伤悲！平时扎实学习，才能顺利通过考试、

考核；而教师在平时勤督促、多引导，潜心治

学，才能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⑷ 从大处着眼但从小处着手，既高屋

建瓴又脚踏实地，大学英语教学方能成就大

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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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教学方法及

现状

大学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综

合素质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英语

作为大学外语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是大多数

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

共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7）中
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

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

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

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

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

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2017）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以采用任务式、合

作式、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体现以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使教

学活动实现由“教”向“学”的转变。同时，教

学方法的运用应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引导和帮助他们掌握学习策略，学会

学习。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为学

生提供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自

主学习路径和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促使学

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虽然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得以明确，但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老师满堂讲、学生被动

听的现象仍然很普遍。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和语言交际能力很难实

现。学生连最基本的日常会话都不能进行，更

谈不上用英语撰写常见的应用文和阅读自己

所学专业相关资料。（彭珊珊，2008:145-146）
外语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学生外语语言能力的

训练与培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是否得当，

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二、Jigsaw教学模式的理念

Jigsaw 教学模式，又称拼图式教学法

(Jigsaw approach)，是由阿伦逊（Elliot Aron⁃
son）及其同事在 1978年设计的一种合作学

习模式。具体的做法是将一项学习任务分割

成几个部分或片段。“基本组”(home group)的
每个成员阅读各自所分到的材料。接下来各

基本组负责同一部分材料的成员组成“专家

组”( experts group)，共同研究该学习材料直

至掌握。然后各专家返回到其所在的基本

组，轮流将自己所负责的那部分内容教给他

们的组员。

Slavin教授于 1986年将拼图法改进并

加以完善形成 jigsawⅡ，即拼图法第二代。与

第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全体组员首先了解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JigsawJigsaw在大学英语阅读中在大学英语阅读中
的教学设计的教学设计

班炜①

四川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745

摘要：传统讲授型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尽理想。通过 Jigsaw教学模式在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运用实践，发现该模式能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态度、方式及结果的良性转变，是一种

有效可行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Jigsaw教学模式；大学英语；阅读

①班炜，女，讲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和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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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任务，这样有利于 JigsawⅠ中的成员对总

任务的理解，既观整体，又精局部，其后形成

的专家组分别对学习材料中的各个话题进

行深入地探讨研究，各专家在回到基本组进

行知识的轮流传授后，教师对全班进行测

验，考查每位同学对全部学习材料的掌握程

度，并用小组成绩分工法的记分方法来计算

小组得分。（尹刚、陈静波，2013）
三、教学案例设计

本文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

三版）第四册 Units 3 Section A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vis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为例，将线上课程和面授课程两者相结合，

进一步说明 Jigsaw的教学方法。

使用 Jigsaw 理念，对课文内容设计了以

下任务和练习开展教学。

1. 课前预习（Pre-class Activities）：教师

将生词（New words）和语言要点（Language
Focus）的讲解录制成音频和视频，上传至蓝

墨云班课，要求学生预习并做好笔记，并根

据线上学习内容在课前进行测试。

2. 课堂活动（In-class Activities）：
Text
Task A：老师先把课文剪成四个部分，

要求学生根据各自的阅读内容将四部分文

章按正确的顺序排序。

Task B：要求学生根据文章内容确定段

落主题。

Part 1(C) A. Smith’s friendly and
agreeable personality and his P-S-P philoso⁃
phy.

Part 2 (D) B. Smith’s business ex⁃
perience.

Part 3 (B) C. Basic introduction to
Smith and his FedEx company.

Part 4 (A) D. Smith’s early life Ex⁃
periences.

Task C：选择文章标题并给出简要理由。

A.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successful
flying club

B. Fred Smith and FedEx: Affluent sec⁃
ond generation

C.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vis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

Task D：各小组所有阅读任务完成之

后，在蓝墨云班课上独立完成阅读理解。

⑴ What is NOT the typical scene at
Memphis Airport every night? (C)

A. The packages and letters are quickly
rearranged and sorted

B. Crews unload the plane’s cargo
C. The packages ar e dispersed by hand
D. The parcels go to their destination ad⁃

dress by air transport
⑵ What did Smith do in his term paper

for his economics class? (A)
A. He designed a plan for a transportation

company that would guarantee express deliv⁃
ery service

B. He sent small and time- sensitive
goods to major US regions overnight The pack⁃
ages are dispersed by hand

C. He drafted a prototype for a transporta⁃
tion company that would send small delivery
service

D. None of the above
⑶ How was the paper evaluated by his

professor? (B)
A. It was feasible
B. It wasn't workable
C. It wasn't impressed
D. It was difficult
⑷ What does Smith consider as the key

elements for a successful business? (D)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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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 appealing product or service
B. An 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C. Good leadership
D. Above all
⑸ What does Smith’s great concern for

his employees illustrate? (B)
A. Employees' physical health
B. People put at an equally important

place as service and profit of the company
C. Workers' psychological health
D. The benefits of the company
Vocabulary Work
Task A：Find words or phrases in the pas⁃

sage which mean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⑴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do, invent or

use sth. (para.10) pioneer
⑵ improve a business by making it more

simple (para.8) streamline
⑶ become or make sth. successful or pop⁃

ular again (para.4) revive
⑷ join together or make things join to⁃

gether to become a single thing (para.7)
fuse

⑸ admire or respect sb. / sth. very much
(para.2) hold sb. in high regard

⑹ move parts of a government, organiza⁃
tion, etc. from a central place to several differ⁃
ent smaller ones (para.8) decentralize

⑺ try to do sth. that you have never done
before (para.8) take a stab at sth.

⑻ manage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un⁃
ning of a business, organization, etc. (para.4)
administrate

⑼ have discovered or produced sth. new
(para.6) be onto sth.

Task B：Fill in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etters.

⑴ The new cancer treatment was
_______ in the early eighties by Dr. Sylvia
Bannerjee. (F)

⑵ The economy is beginning to
_______. (A)

⑶ It’s no use to _________ the govern⁃
ment workforce only by cutting its number of
employees. (D)

⑷ We intend to the companies into
a single organization. (C)

⑸ The big company _________ their op⁃
erations last year and opened several regional
offices in the coun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B)

⑹ He is suitable for the position as he is
young enough to understand what the teenag⁃
ers think but old enough to _______their pro⁃
grams. (E)

A. revive B. decentralize
C. fuse D. streamline
E. administrate F. pioneered
3. 课后活动（After-class Activities）：
Task A：根据本文内容，结合所学词汇、

结构，画出文章的思维导图，并根据思维导

图，复述课文。

Task B：在批改网上写一篇 120-150字

左右的短文。Write a biographical narrative
on the following topic: One entrepreneur that
you admire most

四、小结

Jigsaw应用于阅读教学，虽然充满挑战

性，但其教学形式不拘一格，引人入胜，对于

激发学生学习愿望，提高学习效果有着独特

的作用，具有以下优点：

1. 培养合作意识，优化教学时间，提高

教学效率。

2. 合作与竞争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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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of Jigsaw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der

Blended Teaching Pattern
BA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1745

【Abstract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era; the results

of students’study are not very well. Applying Jigsaw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aching, it is found that jigsaw model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a positive change in study atti-

tudes, methods and results for language learners.

【KeywordsKeywords】jigsaw teaching model;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欲望。

3. 在阅读和讲解中进一步训练学生的

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

4. 活学活用，在交流中训练培养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

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创建

多元的教学与学习环境。教师应积极建设和

使用微课、慕课，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

造和拓展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和在线网

上课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

生朝着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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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教学模式的兴起

和更迭。在国外，E- learning 教学模式随

Web1.0时代的落幕而无人问津，其后混合式

学习、移动学习与近年大热的“翻转课堂”轮

番登场，在此过程中可汗学院（Coursera），推

特(tweet)等平台陆续上场。与此同时，国内通

过借鉴海外经验，借力互联网经济发展东风，

英语教学模式和平台的更新也亦步亦趋。然

而由于互联网承载的信息量过于庞大，加之

多数大学生缺少信息筛选的能力和相应训

练，导致其面对海量信息往往也只是“望洋兴

叹”。而在市场上涌现沉浮的各种英语学习线

上课程或公众号主要是针对考级考证的报班

营销，而非注重学生语言习得和运用能力的

提高。“并且这些公众号无法做到有效针对某

一个地区、某一个学校、某一个班级的学生开

展课内、课外教学活动，无法有效针地对大学

生的差异化学习诉求。”（Xu，2017）再者，大部

分高校英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方式——

线上和面对面交谈，呈碎片化，花费了教师大

量的时间用于重复性问题的解答讨论，不能

帮助师生有效地分享和整合学习资源。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高校师生共建英语学习公众

号，便具有了一定革故鼎新的效用和意义。

作为一款时兴社交软件的附加功能，微

信公众号不仅继承了新媒体原有的“数字化、

互动性、超文本、网络化”（Martin，2009）的特

点，其简单易学的界面操作和花样百出的编

辑效果更是深受教师和学生的喜爱，加上微

信平台自带的编辑功能，以及秀米等众多免

费公号编辑软件强大的技术支持，建立、运营

和宣传公众号的成本都非常低廉。通过运营

英语学习公众号，师生得以在线上线下针对

特定问题进行有效讨论和互相纠错监督，这

样的学习模式符合建构主义学派皮亚杰（J.
Piaget）的理念：“学习是基于个人过去的学习

经验从而构建起自己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学

习是学习者自己对知识的建构，而非通过教

学活动得到的。”

高校师生共建英语学习类公众号可行性

不言自明，但如何做得更好、做出特色则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对我校外国语

学院公众号“撷英园地”独特的运营模式和建

号一年多以来的成效进行分析，以期对此问

题做出有益解答。

二、微信公众号的教学应用实例分析

公众号“撷英园地”原名“译术论坛”，是

2015年4月26日由笔者创建的英语资源发布

公众号。该公众号依托“译术论坛”（国内第一

新媒体平台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新媒体平台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以微信公众号“撷英园地”为例

颜海峰① 覃璐②

山东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作为国内首创的新兴新媒体平台，被广泛应用于市场甚至高校的

英语教学过程中，因此，微信公众号教学模式也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山东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习开源公众号“撷英园地”为研究范本，从实际应用和价值前景两个层面分析微信公众号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并且结合笔者自身编辑经验和英语学习体会，指出微信公号平台在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应

用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新媒体；微信公众号；“撷英园地”

①颜海峰，男，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诗歌翻译和典籍英译

②覃璐，女，2015级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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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源网站）的各类英语学术资料，经过运

营者加工整合，按服务类公众号推送官方设

定，每天推送群发一条消息，内容涵盖英语学

习的方方面面。运营初期只有笔者一人运营，

时间有限，且资源发布有害版权，笔者转变思

路，于 2017年 2月 18日更改公号名称为“撷

英园地”，并添加了笔者执教的 2015级英语

本科班级的13名学生参运营，尝试师生共建，

并向全国开放运营资格，旨在建立一个“开

源”公众号。这里的“开源”其实质是对任何想

加入运营参与建设的英语学习者不设准入机

制，随进随出，没有责任义务，公号只是作为

一个锻炼其编辑能力的新媒体平台。初期绑

定运营的13位同学以宿舍为单位，负责登陆，

辐射2015级英语本科1、2班51位同学，以轮

流值日的形式按改版后的二级菜单方向发布

相关英语学习内容。因为发帖规律且原创度

高，公号在密集运营16天即2017年3月7日
即接到公号平台发送的开通原创保护功能邀

请，3月24日收到赞赏功能邀请。这个速度使

“撷英园地”成为同时期公号运营制度下各类

公号中实现全功能开通的最快公众号。至成

文日该公号已经运营正好一年，先后绑定了

非本校的、来自其他5个高校的8位学生参与

运营，并保有稳定订阅户 3000人，吸引了国

内更多高校师生咨询学习并改良自己的公号

团队，比如河南城建学院李攀登老师负责的

“攀登英语”、山东大学林殿芳博士的“小芳老

师”等。在没有任何商业化推广运作（包括转

发微信群）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运营操作活

跃时间掌握在一个高校的 51位同学手中的

情况下“撷英园地”总发文量 625条，日均 2
条，这样的飞跃式成长，是任何同类公众号平

台都没有实现过的先例。

（一）“撷英园地”教学互动模式及学科结

构分析

通过阅读文献，笔者发现当下国内众多

高校师生共建的英语学习类公众号大多遵循

着“课本带动平台”的教学模式。比如郑红红

“浅谈教师公众微信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Zheng, 2017）文章中提到的公众号教

学模式是：根据课本内容——教师制作“微

课”——上传公众号平台——师生互动。笔者

认为这样的模式其实只是让学生换了一个平

台上“微课”和进行“学习打卡”监督，并没有

发挥出公众号平台的特色。而“撷英园地”的

模式是：学生自主选题——小组/个人编辑

——老师校对——每节课留出 10分钟讨论

——期末评比奖励。这样的模式是现今国内

外多种先进教学理念的“合成物”，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调动其积极性，老师成为指导

者，提升效率。

再者，通过笔者对微信平台上英语类学

习公众号的长期关注，发现国内市场类英语

学习公众号在教学内容上有两个极端：一是

过于庞杂、没有纲目，二是过于单一、广度不

足。这就迫使英语学习者同时关注多个公众

号，每天都在海量的碎片信息中疲于浏览和

记忆，事倍而功半。而“撷英园地”不同，在运

营初期我院师生便共同设计了以“教学园”、

“撷英园”、“博雅园”组成的三大内容板块，完

美涵盖了教材、热点、学考、人文四项英语学

习内容，使英语学习不再只走“前苏联”时期

的“听说读写”模式，而是更多地去关注学生

英语人文素养和综合技能的提升。“撷英园

地”板块内容的构建也与微信的设计理念不

谋而合，有效地避免学习者进行分散、低效率

的浏览和机械性学习。下图是“撷英园地”公

众号运营结构与主题分类：

“教学园”由教师负责，依托大学英语各

门课程，以教为主。下设5个二级菜单，其中

“英语专业”对应的页面模板包含《现代大学

英语》、《高级英语》、《商务英语》及“教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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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四大类5个三级条目；“大学英语”页面模

板对应《全新版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

语》和“教辅资源”三大类5个三级条目；“语言

资讯”包含“考试”、“考研”和“资讯”三大类信

息栏目；“资料干货”提供“杂志”和“图书”两

大类电子图书资源；“历史精华”则显示公号

历史群发信息。“撷英园”和“博雅园”分别侧

重英汉双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和英语语言

基础知识的学习，各下设5个二级栏目，9个专

题栏目由9位对相应栏目感兴趣的同学负责，

一周至少发帖一次，不设上限，另外一个“缤

纷”栏目为51位同学的值日栏目。

这种运营结构搭建了一个合理的学科结

构和教学相长模型。按照结构主义教育家布

鲁纳的观点，“无论教什么课，务必要使学生

理解这些科目的基本结构，这是使用知识、运

用知识处理课外问题和事件或者处理日后课

堂训练中遇到的问题的最起码要求”（Bruner,
1977:11），撷英园地公号的这种运营结构暗合

了布鲁纳的这种教育理念，以教养学、以趣引

学、以值督学，并可以将这种“技能迁移到以

后无论在校内或校外遇到的问题上”（Bruner,
1977:17），实现了良好的教学效益，受到了广

大同学的一致好评。这种模式在目前已知的

同类公号中，尚属首创。

（二）项目教学视角下的“撷英园地”以编

促学效益分析

项目教学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一

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学生自己处理，信息

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

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自主掌控该项

目的进行，了解并把握项目过程每一个环节

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项目教学法”最显著

的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

为主体”，这是一种师生共同完成项目、共同

取得进步的教学方法。“撷英园地”公众号的

菜单设置暗合了英语学科的结构，其每个结

构组成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子项

目，通过上图可以看出，该公号上共设置了10
个二级菜单，除了“缤纷”属于轮值项目，由一

个同学负责验收其他同学每天值日发布的帖

子，其他9个二级菜单对应的方向其实质是构

建英语学科综合能力的软能力（文学文化百

科等背景信息）和硬能力（听说读写译直观表

现语言能力），每个二级菜单都是可以单独部

署的子项目，交托给9个自愿负责、学习欲望

较强烈的同学，由他们全权统筹、采编，教师

只进行总体的审核，确定不存在错误的政治

舆论导向或错误的价值观输送。

经过一学期的运营，项目教学法得到了

最大化的收益。在轮值项目中，每天值日发帖

的同学都先进行选材，进行信息筛选，以自己

兴趣为切入点，兼顾内容普适性。然后，由值

日生所在宿舍的运营人授权该生登陆公号后

台，进行编辑。这个过程涉及到新媒体平台的

编辑技能，将在下面小节具体论述。整个编辑

过程，从录入（复制粘贴）到排版（对比核实）

再到保存，学生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要比单纯

的 PPT设计还要丰富多彩且更具有实用价

值。通过课上和课下反馈，学生对这种值日形

式响应度和热情度较高，知识掌握度高，同时

对英文写作格式规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课

堂上随机调查，参与值日的所有51位同学赞

成第二学期继续值日的有49位，自愿负责子

项目运营的同学有17位，表示通过5次（两个

班级各不到30人，同时值日，每月平均一次，

一学期5次值日）公号编辑熟悉了英文书写规

范的从学期初调查的0人提高到29人。负责

轮值项目验收的同学除了在编辑过程中的直

观认识较少，同样也需要对已经编辑好的帖

子内容和格式规范进行审核，与其他9位负责

其他9个子项目的同学的反馈并无二致，都表

示收获良多，既在微观上增加了所负责项目

展示的内容知识，又在宏观上获得了对该项

目的整体认识，尤其是对已发内容的搜索去

重，防止重发，再进行整合提炼、细分主题。

（三）“撷英园地”英语类公众号编辑技能

的市场需求分析

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微信公

众号编辑和职业前景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互

动关系。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自媒体平台，其运

作仍然和劳动力密不可分，其盈利也自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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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操作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依存。在这种

背景下，笔者以为“编而优则业”是顺应时代

潮流，从而增加毕业后就业择业砝码的正确

职业观，应该加以引导。

“自媒体”是近年和公众号平台同步时兴

的概念，指的是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编辑通过

优质内容和强大影响力成为互联网上的“个

人 IP”，自带流量和用户粘性，这是将个人微

信编辑能力发挥到理想状态所取得成绩，是

“特殊性”范例。然而，从自媒体户的成功突围

可以看出微信平台的一个优势——针对性，

每一个公众号都有特定的用户范围，这一点

对于依赖专业技能实现个人发展的大学生而

言，有极大利好。例如高校英语学习类公众号

的订阅用户大多是高校师生和同类市场观察

员，通过平台浏览编辑者的作品和后台互相

交流，大学生编辑能获得许多职场征聘信息

以及行业风向动态，而编辑技能突出者很有

可能一出校门便可直接通过“内推”获得工作

或者实习岗位，是学生走出“象牙塔”后成为

职场达人前的一段时期内，一项刚需性和表

现力都比较强的技能，有利于其在职场中脱

颖而出。再者，笔者有了解到许多大学生毕业

后会找一份副业来补贴生活，而微信公众号

编辑岗位是很多人的选择，一是因为其不受

办公地点的限制，而是因为编辑容易上手，熟

练度提升后工作时长可极大缩短。

仅以“百度百聘”招聘平台发布的以“济

南”为工作地点的查询数据为参照，检索“公

众号”后返回的结果达到4171个 ，以月薪为

指标，制作如下表格：

笔者撰写这一小节前后进行了两次检

索，时隔一个小时，检索结果就从 4123变为

4171，读者点击参考链接再次查阅，结果可能

与检索日期所得的结果有所差异，但不会有

巨大悬殊。这也说明了市场对于公众号编辑

的需求量之大之迫切。而从上表的数据可直

观得出结论：公众号编辑的市场潜力巨大，岗

位收益不比传统产业职业低。通过再次设定

条件为不同学历，这4171个公号编辑岗位中

有1836个职位要求最低学历为大专，782个
职位要求最低学历为本科。其他学历对应的

岗位都呈直线下滑态势，可见具备全日制高

等教育水平是公众号对编辑人员的最理想和

最基本要求。而直接检索“英语公众号”，居然

也返回了8条结果，月薪跨幅3000-12000。因
此，本科生学习公众号编辑对于其毕业就业

有定向储备作用和重要的加分作用。“撷英园

地”通过让学生值日运营英语语言媒体平台，

学习编辑，首先可以直接习得公众号运营的

基本操作技能，其次，对于其直接从事英语公

众号的编辑全兼职工作，也有直接的影响。

三、“数字鸿沟”与微信公众号教学面临

的挑战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原指“不同社

会经济层面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在

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机会方面的差异，以及

使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差

异。”（OECD，2001:5）互联网未普及时，人与

人之间因信息设备拥有量的不对等而形成了

一定的认知差距，就是这里所谓的“数字鸿

沟”。现在的“数字鸿沟”已经升级，过多的碎

片化信息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娱乐化信息的

植入消磨了大量时间而形成学习和认知能力

上的差距。对于高校师生共建英语学习类平

台而言，这种新时代下的“数字鸿沟”不仅会

影响公众号受众，还会反过来影响运营者。

首先，从运营角度来看，因为学生编辑的

选题五花八门、老师审核精力有限，在没有进

行严格的文献来源记录和溯源核实情况下，

极易在浏览和查找海量信息后，仍会出现编

辑内容侵权的情况，而后期修改又会花费大

量时间，如此便存在海量信息与大学生编辑

之间的“数据鸿沟”。

其次，从公众号平台受众角度来看，同一

个公众号的编辑内容和风格往往会出现同质

化。为了保持平台的新鲜感，多数市场英语营

销号会通过插入大量娱乐性内容、赠送福利

和举办线上线下的活动来维持用户粘性。因

为考虑到高校平台的规范性、成本和线下组

织的问题，高校英语类学习公众号平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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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采取这样的运营策略。这就势必形成由

大量同质化信息导致的运营者和学习者之间

的“数字鸿沟”。

再次，从高校教学的本质来看，英语公号

仍然是为教学而存在，不应急于开通“广告

主”、“流量主”等利益化功能，以防远离英语

学习和教学的初衷。此外，为避免商业引流带

给师生运营者的压力，高校英语学习类公众

号也基本不做商业推广，这就形成了高校英

语教学资源和市场海量信息资源之间的“数

字鸿沟”。

最后，传统课堂教学现今仍在高校的大

学英语中占主导地位，加上各类英语考证考

学的应试压力的影响，如何保持运营者的积

极性也是个需要面对的挑战。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微信公众号成长为一种亲

民的新媒体平台，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动，

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利用这种新媒

体平台，实现英语课堂的翻转教学成为一种

新式的教学模式，能否利用这个翻转形式促

进传统课堂的效率提升，取决于英语公号创

建运营者的宏观视野和教育教学知识，在这

方面，“撷英园地”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值

得向全国推广。同时，面对上述挑战，笔者认

为保持高校英语学习类公众号平台内容的专

业性和权威性是其脱颖而出的策略，唯有精

专，才能始终独特，最终由同质化转变为经典

特例。而对于维持用户粘性问题，可以尝试从

线上突破，链接优质活动或者社群。“撷英园

地”平台就一直进行着假期名著共读建语料

库项目，第一期项目于 2017年暑假结束，成

功收回61本中英双语名著句对文件，并为鼓

励积极性而面向语料市场进行了短期出售，

收益充作参与者所在的班级的班费，受到我

系师生的一致欢迎。尽管如此，面对高校英语

教学大环境的压力，无论是公众号运营者还

是各院校教学和学习者，我们都有很长的路

要走。在web3.0时代初始阶段，新媒体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独特优势互相

作用，给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

机遇，高校英语教学人员应该具备高瞻远瞩

的能力，联系国情，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探

索多种教学方式以培养具备高水平外事技能

的外语类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积极利用有发

展潜力的新媒体平台微信公号，将本土互联

网新兴技术应用于教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

势和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对传统大学

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和传统英语教材资源的

补充，能够优化教师课程设置，因此应当鼓励

发展和深入研究。

注释注释

①译术论坛，http://www.all- terms.com/
bbs/forum.php。

② http://zhaopin.baidu.com/quanzhi?tid=
4139&ie=utf8&oe=utf8&query=% E5% 85%
AC%E4%BC%97%E5%8F%B7&city_sug=%
E6%B5%8E%E5%8D%97, retrieved on May,
14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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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he era of web 3.0 witnesses not only the emergence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WOA), a

newly-initiated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but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in the market. Correspondingly, WOA-assisted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XYEngarden, an open-

source English learning WOA operated by members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SDUPS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WOA with regard to its practical appliance and promising pros-

pect in the light of the operating and studying experience, pointing out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

measures in WOA oper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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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an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The‘Anglo-Americanization’cul⁃
ture has been caus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English has become an undoubted
world language. However, the Anglo- Ameri⁃
canization trend on global culture does not
mea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identi⁃
ty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ever. The differ⁃
ences and antagonism between civilizations
will continue to exist, even with the hidden
possibility of violence（Zhao, 2004：39-43）.

However, in China's College English edu⁃
cation, Chinese culture is generally miss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knowl⁃
edge is mainly composed of linguistics, litera⁃
ture and culture which is according to‘the
English Syllabus of English Majors in higher
schools’ issued in March 2000. Although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the
course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great Chinese language",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se courses. In addition, even when talking
to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in the professional English education,
we have to face the outdated content, the ste⁃
reotyped formation and the single angle of
view. Th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a kind of ir⁃
rational and emotional resistance, which total⁃
ly affect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e
choose the work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writ⁃
ers for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aspects of
the Anglo American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a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no strict division of professional direction

Chinese into English Education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ZHANG Yunlong REN Quanq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Lvliang College，Shanxi, Lvliang, 033000

【AbstractAbstract】】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symbiotic. Language can carry or transmit information and con-

struct the texture of culture，thu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cking in the Anglo-American trend of the global culture,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figure out it will

undermin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outlook on life, world outlook and values owing to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

ern cultures will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ore objectively, rational-

ly and profoundly. Therefore, it can make an improvement o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utu-

al recogni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KeywordsKeywords】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function of languag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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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tage of bachelo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courses offered by English majors system⁃
atically introduce the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economy, politics,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An⁃
glo American countries. After class, students'
self-learning is still dominated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while Chinese culture is
more difficult to take up enough space. In or⁃
der to enlarge vocabulary, learn native English
and increase the common sens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teachers ask students to
read enough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y and
practice oral English, the students need to
study much more BBC, VOA, and great
speech by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resident
or other politicians.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Language carries, disseminates and
constructs culture. English learning is the
learning and edification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culture.

22. Theoretical framework: languag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What is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view
angles, language has different definitions. The
structuralist linguists, represented by Sau⁃
ssure,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 symbolic
structure system consisting of a stable, ab⁃
stract language knowledge system known as

‘langue’and a specific, individualized one
named‘parole’.It is not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itself. The people who study instru⁃
mental linguists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the immedi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Their interest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exture of language
when language acts as a strong tool. The func⁃
tional linguists believe that language and cul⁃
ture are symbiotic and language has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s. It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Thus it has the function of carrying, inheriting
and constructing culture. Language is the link
to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people or
the country.

Identity include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fication, self- identifica⁃
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so on. But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of great essence. On the
one hand, it is because of the content of cultur⁃
al identity is prevailing in the national identi⁃
ty,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 identity. On the oth⁃
er hand, culture identity contains self-identity
or role legitimacy, which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culture. Self-identity and role legitimacy
can only be meaningful in a certain culture
（Cui, 2004，102-105）. To own same culture,
that is, using the same cultural symbols, fol⁃
lowing common cultural ideas, adhering to
common thinking patterns and behavior
norms, is often the ba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roughout history, the
weapons used to eliminate or exterminate a
race include language. The choice of the lan⁃
guage actively or passively is because the cul⁃
tural bearing,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anguage.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dentification mark of people belonging to a
group. It plays a role of difference between in⁃
dividuals and groups（Lier, 2004）.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inva⁃
sion of China, the strategy of "dying its coun⁃
try and dying its soul first" was adopted to en⁃
slaving education in the occupied area of He⁃
bei. By strengthening Japanese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way,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Japanese curriculum in
daily teaching, assigning Japane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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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ing textbooks, strengthening the atmo⁃
sphere of Japanese teaching and so on. By this
way to weak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oycotted. The teachers
used automatic filtering and no teaching meth⁃
ods to teach language（Wu& Qian, 2004，55-
59） in the contents of enslavement in text⁃
books. These events are enough to show that
language lear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achieved to
some extent through linguistic coherence. Eng⁃
lish Majors' student actively learn language.
However, the initiative and passive language
learning will not affect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language. English learning is sti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peace age, the lan⁃
guage learners' cultural awareness may be
much weaker.

33.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Chinese.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English Majorsculture to English Majors

(1) The need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Chi⁃
nese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majors will help students accept the
excelle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ritically and take the essence to their
dross. It helps students to look at Chinese cul⁃
ture objectively, cultivate national emotions,
establish national self- esteem, and cultivate
their national self-este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foster and recognize the national cul⁃
ture. Deng Xiaoping once stressed that‘the de⁃
veloping countries like us, in the third world, if
we have no national pride and do not cheris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own nation, China
cannot stand up’（Deng，1993）. Students of
English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culture of Eng⁃

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Anglo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ustoms, reli⁃
gious beliefs and values.

The western values permeate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major courses, which imperceptibly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students' ideology. The lack of Chi⁃
nese culture will affect the identity of the edu⁃
cated people. Here, we take Chinese and West⁃
ern moral values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reference in foreign lan⁃
guage education.

In terms of moral values, Chinese culture
holds that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
sy, wisdom and fait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ile western ethical values trust "wisdom,
courage, restraint and justice". Chinese cul⁃
ture holds that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enevolence reacts on
people and aims for love. Love also enriches
humanity as a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family
to everyone in society. We know that China
has been a farming socie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has led to such situation that the
neighborhoods are similar to our family mem⁃
bers thus we need to treat them as family. Wis⁃
dom is a very important value. But wisdom is
worthy to pursue only when being under good
will. Brave is a most precious quality in the
western culture. Because the ba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akes a nation have to go far
away to find habitat to survive, fight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allenge the environ⁃
ment. Thus the features of the western people
are forbearance and cruelty. Bravery is not the
most praising for the Chinese. In the Daoism
doctrine, the quality of bravery is even reject⁃
ed. Laozi thought to be brave is easy to kill,
which may led to bad result. Of cour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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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values doesn't exclude courage. The
Confucian advocates fidelity, piety, honest,
shame and courage. But courage is affirmed on⁃
ly for justice while meaningless brute courage
is condemned.

Through the abo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 foundation of a civilization
system cannot be easily abandoned and re⁃
placed. The materials and regulation can easily
imitate and set as models, but the mutual inte⁃
gration of the culture 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
ed. The core ethical valu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their own growing soil and all exist
for centuries. The blind accepta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the denial
of our own culture will lead to the terrible "cul⁃
tural hemolysi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will enhance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deology.

(2)The need for mutual recognition be⁃
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a relationship, identity inevitably in⁃
cludes the identifier and things be identified.
This process is a two- sides and interactive,
equal procedure. Those unidirectional and
one- side identity cannot be truly established
between people or even in society. Fei Xiao⁃
tong called the "self- knowledge" as "self-
awareness" of the main body of his own cul⁃
tur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cultural con⁃
sciousness" is a difficult process to aware.
First, we must understand our own culture and
various cultures. In the culture world, we
should gain our own position and adapt our⁃
selves to other cultures. Without enough com⁃
munication on both sides, it is impossible to es⁃
tablish the culture identity（Fei, 2007）.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English majors are fo⁃
cused on the systematic and original introduc⁃
tion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n⁃
cluding economy, politics, religion, culture, val⁃
ues,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so on. If Chinese
culture is not the base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s even not critically
accepted in contrast, students who study Eng⁃
lish majors are likely to have a failure of cultur⁃
al identity and become a preacher of western
culture rather than propagandist of Chinese
culture anymore. Meanwhile, with the back⁃
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we can look at Chi⁃
nese culture more objectively and take its es⁃
sence to its dross. Retrospect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we once thought that our culture was a
universal culture and an excellent one. Howev⁃
er, 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the door of Chi⁃
na, we had to examine our own culture. We
changed the altitude from technology leaning
to overwhelming western ideology learning
which is overcorrected. Then we varied view
from whole Soviet Union style learning to anti-
imperialist and reversion. It is clear that we
make mistakes not only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they’, but also of‘we’. In fact, the intro⁃
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s also the needs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They profoundly are to
ask, "who am I?", "Who is the Chinese?" and
"Where will China go?". In November 2013, a
survey of 523 English Majors in a university in
Shanxi showed that 89% of the students be⁃
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Chi⁃
nese culture to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Thus, students have an internal needs of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They want to find the
position of‘us’in a grand cultural coordinate
and find position of‘they’. It also refl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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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l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
tween each other, can we more rational absorb
the essence of both our and their cultures.

(3)The need for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
tion

I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a
necessary to take an objective view of the simi⁃
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nd
thus identify each culture. However, in fact,
Chinese culture of English content is almost
blank. Many young Chinese scholars with flu⁃
ent English capability still cannot show the
profound cultural quality and independent cul⁃
tural personality which they did master when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people. The
phenomenon of lack of culture accumulation is
popular among Chinese scholars [7]. This may
cause one side obedi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
duce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students have a pro⁃
found national culture and ensure the equal
statu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ans absorption and broadcasting. Because
communication itself is bilateral rather than
unidirectional. "Every culture is self- depen⁃
dent against others. It should be resisted in
communication. If it does not, there is no lon⁃
ger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it." Strauss said.
Your own things can communicate" （He,
2004）. I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r.
Chen Yinque once said "on the one hand, to
absorb the input of foreign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forget the status of the origi⁃
n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
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akes the College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shoulder bo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
ternal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space expans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this way, English majors’students can
have a sense and ability to bridge the commu⁃
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
tures.

Finally, we want to emphasize that intro⁃
ducing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majors and
taking Chinese culture as the essential compo⁃
nent of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not to
weaken the status of English culture in Eng⁃
lish majors. On the contrary, with Chinese cul⁃
ture as a reference, students will be more ob⁃
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in understanding
the Western Culture,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nglish majors.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
cation, through inter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external cultural tolerance, is also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English teaching.

44. Conclusion. Conclusion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bearing,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Lan⁃
guage learning is also the learning of its cul⁃
tur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
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
cation will greatly mislead students'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world and values. The introduc⁃
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versus Western culture contrast are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t will enhance
students’national pride and cultivate their am⁃
bitious national spirit. Students will spontane⁃

（To be continued on Page 055, 转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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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提高现职干部外语交流能力的情境教学法提高现职干部外语交流能力的
实践与研究实践与研究

——以赴孟加拉培训教学为例

赵宝荣 ①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 辽宁大连 116021

摘要：随着海军官兵承担的外事任务越来越多，对其外语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笔者在孟加拉执行任

务期间却发现，有些官兵不但缺乏相关的英语知识，而且缺少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改变这一现

状，本文将以赴孟加拉培训时使用的情境教学为例，探讨在为部队官兵进行英语培训的过程中使用情境教学

法提高其外语交流能力的可行性，从而证实情境教学法是提高现职干部外语交流能力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

关键词：任职干部；情境教学法；外语交流能力；实战化教学

①赵宝荣，男，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学

一、引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

要全面推进国防、军队和军事人员现代化，

军事人员现代化必定要求官兵出色的外语

交际能力。然而在孟加拉执行军贸任务期间

却发现，有些官兵不但缺乏相关的职业英语

知识，而且缺少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一直以来，部队在不断的摸索为官兵提

供高效的英语培训模式。但结果证明，培训

的效果并不尽人意。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急

需改革。本文以赴孟培训教学为例，探讨在

为部队官兵进行英语培训的过程中使用情

境教学法提高官兵的外语交流能力的可行

性，同时也是进一步落实实战化教学改革需

求、深入开展实战化教学改革活动的有益探

索。

二、情境教学法介绍

（一）情境教学的定义

情境教学法（Situation Approach）是指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生动

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

制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的核

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百科）。这正好验证

了苏联著名教育家赞可夫的一句话：要让学

生把“学习当作自己切身的事情，而不是强

加给他们的任务”（赞科夫，1980：46）。因此，

情境教学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实战化教学

模式。

（二）国外情境教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989年，布朗（J.S.Brown）等提出了“情

境性学习”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情境通过活

动来合成知识”，即知识是情境化的，并且在

一定程度上是它应用于其中的活动、背景和

文化的产物（陈琦，1998：49）。1996年,《情境

学习的观点》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情境认知

与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情境学

习与计算机教育、以及一些案例研究与开发

等等（王文静，2002：52）。国外对情境教学

法研究的比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三）国内情境教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现当代，情境教学的研究起源于中国著

名的儿童教育家李吉林，她从 1978年，开始

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索与研究，并将情境教学

运用到小学语文课堂上（田慧生，彭小明，

2006：45）。迄今，情境教学研究已经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主要研究如佘玉春的《新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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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情境教学》（《上海教育科研》2004
年第7期）中分为启动思维式情境教学、主题

式情境教学、“助兴”式情境教学等等（黄艳，

2016）。但不可否认，情景教学研究也出现了

“高原现象”，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为推动情

境教学进一步深入发展，情境教学的发展有

待于改进研究现状，拓宽研究的范围，深化

研究的内容。

三、潜艇部队官兵英语现状、培养方式

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调整和改进基层部队官兵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训模式，笔者通过观

察、反思和访谈的形式调查潜艇部队官兵的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目前所使用的英语培

训模式，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一）潜艇部队官兵缺乏学习英语的兴

趣和积极性

部队官兵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长时间不

接触英语，学习英语的兴趣也逐渐降低。在

孟加拉培训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官兵上培训

课时缺乏自信心，课上出现了跟不上听不懂

的现象，久而久之学习英语的兴趣就越来越

少，于是便放弃了英语学习。通过了解得知，

一些官兵因为自己的英语发音不标准，所以

不愿发言，长此以往，也渐渐的失去了学习

外语的兴趣。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学生英语

学不好，学习兴趣不高。众所周知，外语交流

能力提高的快与慢和学习兴趣有很大的关

联。所以，提高官兵学习外语的兴趣和积极

性对提高官兵的外语交流能力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二）潜艇部队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的创新性不够

潜艇部队官兵的培训基本上采取不分

层次的合班式教学，而且培训时间相对较

短，由于合班上课班级人数较多，学生英语

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通常在为部队官兵培训

时运用讲授法取代任务驱动法、产出导向法

和情境教学等能更加引起学生兴趣和积极

性的更加高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基层部队

培养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创新性不够也是

阻碍官兵外语交流能力提升的又一大障碍。

由此可见，海军基层官兵需要教员运用新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他们的外语交流水

平。

（三）潜艇部队的英语应用能力培训缺

乏有效性

基层部队的英语培训缺乏系统的长期

规划，而且在教材选择和内容设置上不够合

理。官兵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冲突，并且没有

完善的英语培训管理和监督机制。作为一名

普通的军校教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既定的

事实，我们只有从自身出发去考虑如何提高

部队官兵培训的有效性。培训教员是部队官

兵培训的主导，教员的素质和能力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培训的质量。为部队培训的教员除

了要有较高的热情、感染、激发官兵学员的

积极性，还要有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来提高官兵学习的兴趣。

四、英语培训中情境教学法的优势及其

培养策略

（一）海军部队在英语培训中采用情境

教学法具有的优势

部队官兵英语运用能力的培训虽然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在海军部队英语培训中

运用情境教学法进行教学仍具有一定的优

势。一是海军部队各级领导重视官兵学习英

语的积极性;二是官兵个人充分认识到提高

外语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三是海军部队官兵

运用外语交流的机会增多。

（二）海军部队在英语培训中采用情境

教学法的培养策略

针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笔者将在这里

探讨提高海军基层部队官兵学员英语素养

的情境式教学模式及策略。

1. 运用角色表演走进情境

教员应当选择贴近官兵生活和工作的

口语交际内容，采取为他们所熟悉的、喜爱

的方式，让官兵边表演边进行口语交际。如，

在孟培训教学时，设计的引水情境。因为实

用性较强，官兵们学习兴趣十足。

2. 模拟真实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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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恰当的口语交际情境，能激发官兵

的兴趣，引发交际的欲望。因此，教员要借助

场景、录像等手段在课堂上营造一种氛围，

把官兵带入真实的情境，帮助官兵进入角

色。下面以一个口语交际内容为例，谈谈怎

样模拟真实情境。题目为《看医生》，教学时

创设一个在孟加拉医院就诊的情境。由官兵

分别扮演一名生病的中国艇员和孟加拉军

医。官兵通过表演，演绎一个在国外医院看

病的情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看病为主

体的情境，由于这是一个在孟加拉执行任务

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因此具有实践意

义。由于教学情境来源于官兵的真实生活，

着眼于帮助官兵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

题，因此不仅提高了官兵的听说能力，而且

培养了官兵良好的交际素养。

3. 提供典型案例

案例本身就是一个交际的情境，提供典

型案例让官兵去交流、讨论、发现，不仅可以

对案例形成个人独特的见解，而且在这一过

程中培养官兵的口语交际能力，形成敢于大

胆发表自己观点的习惯。以损管操练中的某

仓失火为例，让大家用英语谈一谈灭火的步

骤。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官兵通过这个典型

案例的学习，会把用到的英语记忆的相当深

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用实物创设情境

直观形象的实物，能吸引官兵的注意

力。如一位教员在讲解常用工具时，带上了

一个真实的工具箱，里边装满了各式各样的

工具。由于课堂上体现了具体的实物，学生

觉得很感兴趣，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不断

高涨。因此，消解了官兵口语交际的为难情

绪。

五、结语

目前，军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正在努力

探索适合部队官兵和任职干部并能提高教

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

正是这种可以增强学员学习兴趣和提高学

习效率的教学模式，它对海军部队官兵的培

训和促进现在和未来的海军任职干部英语

交际能力的提高都具有现实意义。实践证

明，这种教学方式符合当前教学实际情况，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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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Improving
Naval Officer’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with Situational Approach—A
Case Study

ZHAO Baor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Office, Dept. of Academics, Dalian Naval

Academy, Dalian，Liao Ning,116021

【Abstract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eign affair tasks carried by the nav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nglish communicative ability is higher and higher. The author in Bangladesh during the mis-

sion, however, found that some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not only lack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lish, but also lack of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learning English. To change this

condition, the article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training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with sit-

uational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se study. Thus, it is proved that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servicing of-

ficers.

【KeywordsKeywords】naval officers; situational approach;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nglish; practical

teaching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Stray Birds

YAN Yunxia ZHENG Ding LI Zhengshuan
Hebe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Abstract】】Different social and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social culture,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agore’s Stray Birds in China for nearly one century have brought certain influence to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akes Zheng zhenduo’s and Fengtang’s translated versions as examples,

throug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l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orientation, therefore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it-

erature and the spread of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Tagore.

【【KeywordsKeywords】】cultural orient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litera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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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享誉世界之

经典，诗词简洁优美，饱含哲理。诗集于新文化

运动时期被首次译介到中国，深受中国读者的

喜爱。尽管郑振铎于1922年翻译出版的首个

中译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及文学发展影响深

远，甚至被视为经典，不断被刊印。但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和文化积淀却吸引着众多译者对其

进行复译，并在国内引起关注与讨论。在对国

内泰戈尔《飞鸟集》研究的统计基础上，发现学

界已不乏对泰戈尔及《飞鸟集》的研究，但是对

关于其文化取向及所带来的翻译策略方面的

研究还不是很系统。

译本的不同根源在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在某一文化中属于不言而喻的

词语到了另一种文化中却常常令人难以理解

（张波，2010:25）。正是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

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的转换，我们结合中

外一些颇具影响的翻译理论，通过对比分析郑

振铎与冯唐两种译本，结合王独清、陆晋德、白

开元、吴岩等译本进行量化统计和比较分析考

察译者在语言、意象、韵律、文体及风格等方面

不同的处理方式，考量译文在形式、内容和文

化方面的再现和移植的程度，旨在阐明文学翻

译中翻译策略的应用通常体现译者的文化取

向和译本的文化地位。

二、《飞鸟集》不同翻译版本比较

评析《飞鸟集》的思想意旨和艺术魅力。泰

戈尔的《飞鸟集》共收录325首短诗，文辞清丽，

感情真挚细腻，修辞多样且思想内容丰富，是

泰戈尔思想的精华。其深邃的思想意旨和非凡

的艺术魅力不容小觑。王独清的诗，形成了独

特的风格，浪漫中带有颓废朦胧的思想和情

调；陆晋德译本选择的词汇更具诗歌的特点，

遣词华丽、富有诗意；白开元译本淡化了个性，

强化了共性；淡化了民族性，强化了世界性；由

于郑振铎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翻译处于

“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文字翻译阶段，所以他译

诗时采取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在诗集中大多

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作的表达方式，忠

实于原作的内容，尽量做到不增译，不漏译。而

冯唐处于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他选择的是“归

化”的翻译策略。

《飞鸟集》翻译的时代特征。受时代因素的

影响，译者对翻译的理解不同，采取的翻译原

则也不同。五四时期，郑振铎先生提出新文学

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
——以《飞鸟集》两汉译本为例

严云霞① 郑丁② 李正栓③

河北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不同的社会与民族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泰戈尔的《飞鸟集》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翻译与传播给中国

现代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以郑振铎与冯唐两汉译本为例进行分析对比，探讨《飞鸟集》不同的文

化取向带来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不同的翻译版本，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内新文学的发展和泰戈尔文学思想

的传播。

关键词：文化取向；翻译策略；文学翻译

①严云霞，女，副教授，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翻译

②郑丁，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青年与青年组织研究

③李正栓，男，教授，碩士生導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英美诗歌教学与研究、英汉诗互译及评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2017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郑振铎与冯唐汉译泰戈尔《飞鸟集》翻

译策略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D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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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肩负改造旧文学和改造旧人生的双重任务，

他积极译介外国文学，总结翻译经验，首先系

统地翻译了该诗集。

郑振铎的译诗整体上语言准确性把握得

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大多是不押韵、略显寡

淡的散文体，而冯唐认为：“诗不押韵，就像姑

娘没头发一样别扭（冯唐 2015：335）”。但是在

翻译《飞鸟集》第二百一十九首的时候，郑振铎

采用直译的方法，原文：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郑译：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

善良的(郑振铎, 2014: 116)。冯译：庸众是残酷

的，每个人是善良的(冯唐, 2015: 219)。此处笔

者认为men 译为人类，man 译为人性较妥，即

humanity.
《飞鸟集》翻译的汉译特色和原则。郑振铎

的译诗或由于时代原因，译诗稍有木讷，吴岩

译诗整体上用词较好，用汉语表达出了一种无

与伦比的美，但个别用词较平白。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which have
no song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郑振铎译文：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

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

一声，飞落在那里。

吴岩译文：夏天离群漂泊的飞鸟，飞到我

的窗前鸣啭歌唱，一会儿飞走了。

而秋天的黄叶无歌可唱，飘飘零零，叹息

一声，落在窗前了（段金燕，2008: 21）。
其中，郑译中没有完全译出 stray 一词所

表达的飞鸟的状态，两者都没有译出 flutter 飞
鸟鼓动羽翼的动作；吴译中“飘飘零零”略有破

坏秋的静谧之感，“一会儿”又将突破时空的妙

想变得乏味，原句中sign一词传达了一种落叶

落下时沉寂的韵律。整个诗句中展现的秋与

冬、飞鸟与落叶所传达的在静默中开启自然景

象的钥匙的意象，由静而动。春夏秋冬、风风雨

雨，万物在心灵之窗前轻盈地掠过的景象尽收

于窗前。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郑振铎译文：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

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冯唐译文：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蛋啊，

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汤婷，

2014: 36）。
郑振铎译文中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译为“一队小小的漂泊者”，佶屈聱牙。由于郑

振铎当时所处时代因素的影响以及当时国内

对泰戈尔研究的局限，使得译文在文化呈递上

和语言表达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他倾向于直

译，他认为最好是“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

译文流畅”，然而他又反对“死的，绝对的直

译”。忠实于原文思想内涵,哲理意味,写作风格,
及语句的流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斳哲，

2011：12）。译作将诗人的思想情感,诗的艺术

美,都再现于译文之中,充分体现了郑振铎的翻

译理念。而冯唐则译为“孤孤单单的小混蛋”，

则带有现代社会中小痞子的口吻；至于 little
vagrants译为小小的漂泊者还是地位卑微的流

浪者，不同时代的译者有不同的认识。他尝试

用凸显诗意境界的翻译方式，借助其富有节

奏、韵律感和凝练的文字技巧，诠释着他对泰

戈尔诗歌新的理解。

在选词上，不同的译者对词汇的选择各具

特色。但不管怎样，译者选的词应符合原诗歌

散文的文体特点，达到原文本所产生的美学效

果。正如许渊冲对诗歌翻译提出的“三美论”理

论一样，选词要符合原文风格。通过郑振铎与

陆晋德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修辞

的处理方法很一致，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文本的

修辞格。不过郑译本在用词和句子运用上更加

朴素，力求达到最大程度的忠实。而陆译本，更

加注重诗歌的文体风格，遣词更华丽，富有诗

意，句式运用上更加灵活，但其对原文本的忠

实度不如郑译本，甚至出入比较大（封芬，

2014: 80）。
《飞鸟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自五四

时期《飞鸟集》被译介到国内，其语言、形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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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思想理念便影响了国内的许多作家。从20世
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

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作品，

这其中有沈尹默、刘半农、冰心、鲁迅、郭沫若、

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王珂，2003: 32）。如
冰心的诗集《繁星》与《春水》便是受到《飞鸟集》

影响，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文学界掀起一场小诗

创作高潮，有力推动了我国新诗的发展，新文学

的建设。冰心写了颇有影响的《寄小读者》，便是

最好的例证。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称自己

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三、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译

者使用的翻译策略方面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

译者处在不同的场域,拥有不同的资本和带有

不同的惯习而造成的。具体来说,译者在原语

文化语境或译语文化语境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译者所拥有的资本不同以及长久的语言文化

形塑作用使其具有各异的持续的惯习，使翻译

动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翻译文本的选择有

了不一样的标准与倾向以及翻译策略的不同

取舍（刘立胜，2012:11）。
四、结语

了解《飞鸟集》的思想意旨和艺术魅力是

把握汉译《飞鸟集》的重点所在，是评析汉译本

的前提。郑振铎与冯唐两人不同的翻译方式与

两人的翻译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郑振铎

与冯唐汉译本的比较，来看翻译策略对原作思

想表达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语言

的使用的情况，从中我们窥探出了时代以及个

人背景对作品再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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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20世纪初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意

识流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具有极大的

反常规性或者说创造性，其诗性语言所表现

的人物意识流和现代经验历来是文学界和翻

译界学者关注的对象。享誉世界文坛的四大

意识流小说家之一—— 英国著名现代派作

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意识

流小说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在法国、中国、

西班牙、朝鲜、日本、芬兰、葡萄牙等许多国家

或民族的译介均得到研究（王林，2013：131），
这说明对其翻译的探讨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

际应用价值，值得引起译界、文学批评和文化

界的重视。

然而，现有伍尔夫小说翻译研究多限于

对部分翻译问题或现象的描述，且不少讨论

存在直觉印象似评论的弊端，缺乏基于现代

语言学、翻译学、实证研究及其它学科理论的

相对客观而系统的描写和分析。伍尔夫的很

多作品在中国都有翻译、甚至重译，但其意识

流小说汉译研究却明显不足，这与乔伊斯、福

克纳的意识流小说汉译在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形成强烈反差。现有关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

汉译的研究多为单篇论文，案例研究相对比

较零散，亦缺乏文学批评所需要的文本细读

式译本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王林博士的专著

《句法文体视角下的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

研究》（2015，简称《研究》）的出版可说是国内

比较系统的伍尔夫小说汉译研究专论，值得

引起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界的关注。本文以

《研究》为例，从其主要内容、研究特色、学科

意义等方面探讨意识流小说汉译的视角、模

式和方法，希望为英美文学作品的汉译研究

提供借鉴与参考。

1.主要内容

《研究》为英文著作，全书共六章。

第一章绪论部分交代了该研究的背景、

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理论框架及全书构架。作者首先指出从句子

结构的视角对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的

必要性，继而说明该研究将运用功能文体学

和叙事学中的相关概念如小句及物系统、“前

景化”、“陌生化”、“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等对伍尔夫小说中的诗性句子结构和语言特

征进行分析，阐释其所创造的文体叙事效果。

同时，绪论交代了以描述翻译学中的规范论

为理论框架对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中的问

题或现象进行阐释的必要性。第二章在对伍

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视角视角、、模式和方法模式和方法
——以《句法文体视角下的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为例

焦鹏帅①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针对意识流小说的汉译，本文以《句法文体视角下的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2015）为例，从主要

内容、研究特色、学科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该著运用跨学科理论进行“文本细读”式翻译问题现象分

析、描写和阐释，避免了“论理分家”的问题；该书采用问题描写+阐释+解决方案探讨“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和方法对译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实践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意识流小说；伍尔夫；“描写+阐释+解决方案”模式；句法文体

①焦鹏帅，男，副教授，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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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夫小说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后重点介绍了该

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功能文体

学和描述翻译学中的“规范论”的主要内容、

相关概念和主要观点。

该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部

分，描述并呈现了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观点。

在对《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

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主要诗性句子

结构及其文体叙事效果进行分类分析和阐释

的基础上，第三章重点考察描述了诗性句子

及相关文体效果在汉译本中存在的翻译问

题。在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描写之后，第四章

则主要考察制约和影响翻译、导致一些翻译

问题或现象的背后力量和因素。研究发现，伍

尔夫多样化的诗性句子结构及其所创造的文

体叙事效果在汉译中常常发生失落或变形，

而目的语语言规范、翻译规范、文学规约、文

化或意识形态规范等对译者的制约以及译者

文体意识和文体能力的不足是导致上述翻译

问题的主要原因。

切斯特曼（Chesterman）指出，“基于因果

模式的翻译研究的一个比较有用的实际结果

是其研究发现或成果可应用于译者培训和翻

译质量保证……如果我们能够证实成因条

件、翻译轮廓特征及所观察的效果之间存在

明确具体的联系，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

地了解如何生产出可以达到预想效果的翻译

产品”（Chesterman，2006：26）。故而，该书第

五章主要探讨前两章的研究发现对译者培训

的启示，试图为小说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寻求

解决方案，旨在探索翻译中再现原文诗学语

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本章第一部分探讨翻

译规范论之于译者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可通

过对译者进行规范论的培训使之了解规范的

性质，从而有意识地在翻译中避免因盲目遵

从规范而导致一些翻译问题。在第二部分，作

者讨论了文体学之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意义。

作者认为，伍尔夫小说诗性句子在翻译中出

现的很多问题源自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形式

的文体效果缺乏足够的认知能力，因而提出

可对译者进行文体学和叙事学培训，从而提

高其文体意识和文体认知能力，这无疑会对

文学翻译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2.研究特色

该论著在研究视角、研究模式和写作手

法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2.1 聚焦句法文体结构

英国小说家及评论家洛奇说，“意义与句

子的语言形式极其相关，语序通常是沿着叙

述者的思维发展的，句子形式及其意义在翻

译中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再现是一个有趣的问

题(Lodge, 1966：23) 。的确，对于意识流小说

汉译研究而言，原文句子的切当翻译是不可

回避的课题。伍尔夫大胆进行语言诗学创新，

而句子是其作品文体叙事风格的重要载体，

对其句子的切当翻译至关重要（王林，2014：
294）。作者认为，句子结构是伍尔夫小说最具

诗学创新的语言叙事层面之一，有助于小说

多重叙述声音、微妙的叙述视角转换、人物形

象刻画及人物意识流表现等多方面叙事效果

的创造，以句子结构及其创造的相关叙事效

果的汉译为主要考察对象对伍尔夫小说翻译

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林，2015：7）。
2.2 理论介绍与文本分析相结合

理论可直接或间接用于指导实践，亦可

作为工具用于对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在翻

译研究中，缺乏理论的探讨难免给人以直觉

印象式的批评的单薄感，所述观点无法令读

者信服。翻译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哲学等

其它学科理论的滋养。

20世纪以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需要

借鉴文学批评、文体学和叙事学、文化学等学

Translatio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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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以获取新的研究生长

点。如申丹（1995）即是中国大陆率先将文学

文体学应用于小说翻译研究的学者。《研究》

善于吸收并运用语言学、文体学、叙事学、翻

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有益成果，将理论运

用与文本分析和阐释密切结合，避免了“有论

无理”或“论理分家”的问题。如该书运用韩礼

德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小句及物性理论对伍尔

夫小说中的各类诗性句子结构的文体效果进

行分析，在理论介绍部分为读者明确了“句

子”的概念内涵，说明该研究在探讨诗性句子

的文体效果时既考察一个小句的词序，也考

察一个复杂句中多个小句之间的关系，让读

者了解了“概念功能”、“经验功能”、“人际功

能”等小句及物模式的功能，从而为下文的句

子文体效果的分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具体诗性句子的文体叙事效果及其翻

译的分析过程中，作者又恰当地将理论与案

例考察相结合，做到了文本分析阐释有理有

据。再如，对小说中重要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

——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
在汉译中的问题进行探讨时，作者也较好地

运用了叙事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

概念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文体效果分析和阐

释，使论述更具逻辑性、研究结论更为可信。

又如，第四章运用第二章中重点阐述的描述

翻译学中的规范论对小说中的翻译问题或现

象进行阐释，论证有理有据，避免了现象阐释

理据不足的问题。

2.3 问题描写+问题阐释+解决方案的

“三位一体”

对翻译问题和现象的系统分析和描述以

及对其成因的探索和阐释不仅可以深化人们

对翻译的认识，而且对翻译实践以及译者培

训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图里（Toury）认

为：“以翻译产品为导向的研究如果不考虑与

该产品预计功能的决定力量有关的一些问

题，也不考虑由决定什么是‘适当’的产品的

规范所支配的策略问题，是没有真正意义的

研究 (Toury,2001：13)。切斯特曼（Chester⁃
man）也推崇“因果模式”的翻译研究，他认

为，“因果模式”包含了“比较模式”和“过程模

式”，指出“因果模式”可激励我们在翻译研究

中做出具体的解释和预测性假设( Chester⁃
man，2006：21)。《研究》采用了翻译问题现象

描写与成因阐释相结合的“因果模式”研究，

既对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本中的主要问题

或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描写，又探讨了翻

译问题或现象产生的根源，如此有理据的“因

果模式”翻译研究自然既有助于翻译理论的

丰富又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

确了问题及其成因，解决方案的探讨自然具

有意义。值得肯定的是该著采用了问题描写+
阐释+解决方案探讨“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在现象描述、主要成因考察的基础上，探讨解

决翻译问题、提高文学翻译质量的方案，明确

提出对译者进行翻译学或文体学相关理论的

培训这一具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的建设性意

见，从而对翻译实践和译者培训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这是该书不同于其它译本研究的

独到之处。

2.4“文本细读”式研究

除其它叙事策略的贡献外，小说文体叙

事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语言的精心选择和运用

（王林，2017：76），因此，语言研究是文学和翻

译研究绕不开的焦点话题。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 20世纪 30至 60年代英美新批评

文学流派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

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研究

方法指细致地研读文本词法、句法、修辞和意

象等语言形式以解释原文及意义，“在文学研

究和批评中, 精深细密的文本细读是一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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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起点和立足点”(徐克

瑜，2009：125) 。在经过二十世纪70年代解构

主义理论对结构主义的批评、80年代的文化

批评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之后，文本细读

重新回归叙事理论研究领域 (申丹，2000：
145) ，受到学界的再度重视。文学翻译研究与

文学批评研究密切相关，适用于文学批评的

“文本细读”研究同样特别适用于译本研究。

《研究》的突出研究特色之一即是采用文学批

评研究中的“文本细读”法对伍尔夫的诗性句

子进行文体分析和翻译问题或现象的描写。

如该书以“文本细读”方法分析了小说中的主

要诗性句子结构——省略结构(Omission)、隔
离结构(Isolation)、倒装结构(Inversion)、平衡

结构（Balance）、重复结构(Repetition)、下指人

称照应 (Cataphoric Reference)、偏离副词串

(Deviating Adverb Cluster)等的叙事效果，通

过大量典型案例论证说明了句子结构之于小

说文体叙事风格的重要性。在后续论述中，该

书分析并描述了原文诗性句子在汉译本中发

生的失落或扭曲问题：译者常将原文破碎的

句子结构译得更为通顺和流畅，将原文的倒

装句子结构“正常化”；改变或省略原文有意

大量运用的标点符号从而导致原文句子结构

发生变化；补充原文有意省略的句子成分，使

之更为“常规化”（normalized）；省略或删除原

文句子中特意重复的成分；将原文副词串译

为其它成分或改变其在句子中的位置，改变

原文的“下指照应”（Cataphoric Reference）；

省略原文段落与段落间作者有意运用的

“For”衔接词等等。细致的文本分析诠释了句

子层面的文体失落或变形可能给小说其它诗

学层面的叙事效果带来损害，其对于伍尔夫

小说中的诗性句子在汉译中的问题或现象的

阐述便较为客观和科学，摆脱了直觉印象式

的译学批评方式，所述观点读来令人信服，显

示出深厚的译本研究功底。

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除了一般读者

熟知的句子结构如“倒装”结构、“省略”结构、

“重复”结构等，作者还对伍尔夫鲜为一般读

者熟悉的、本身即属于结构修辞法的句子结

构——“反轭结构”、“隔离结构”、“平衡结构”

等及其叙事效果的汉译给予了重视，这是现

有伍尔夫小说汉译研究中鲜有得到探讨的话

题，可以说是该作采用“文本细读”法的独到

发现。该作对伍尔夫独具特色的人物意识流

话语表达方式——自由间接话语的语言特征

及其文体效果的详细分析也很精彩，对于“以

文绘画”（ekphrasis）修辞策略与句子结构的

关系以及这种古老而陌生于不少翻译研究者

的修辞手法在翻译中发生变形的现象也有深

入探讨，这都是该书“文本细读”方法值得称

道的发现。简言之，该书对于文本语言形式的

文体叙事效果的分析比较细腻，从其对句子

结构及其叙事效果的详细分类和分析，可以

看出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对于伍尔夫作品的

深刻理解及对小说诗性语言创新的独到认

知，该书案例选取经典，讨论精细而富有理

据，所得出的研究发现和主要观点具有一定

说服力，对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和文学翻译

实践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和意义。

2.5 实证研究的多样性

尽管影响翻译的语境因素非常复杂多

样，但该研究主要考察可以予以实证的、一定

程度上可以有效控制的主要因素，以便为更

好地传译原作风格提供参照。除通过“文本细

读”进行系统的案例分析论证，并以译作前言

或后记等副文本材料及文学批评现有研究成

果为辅助论证材料，为论证因译者文体意识

或文体能力不足或因其对目的语语言规范、

文学规约、标点符号规范、翻译规范等的盲目

遵循而导致原文诗性句子结构未能得到恰当

Translation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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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译，作者还通过一项翻译实验进行量化统

计分析，探讨影响译者翻译选择的文本外因

素，多样性的实证研究使得其研究结果相互

映照，确保结论客观中肯。

3.学科意义

3.1丰富和发展相关翻译理论内涵

图里指出，“描写-阐释性研究不仅有助

于拉近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拓展性分支研究与

真实生活行为的距离，减少应用翻译研究易

于表现的‘装腔作势’，还有助于在翻译理论

自身完善过程中形成至关重要的链条”(Tou⁃
ry,2001：264)。因而，描写-阐释性研究是于翻

译理论发展与翻译实践应用都具有重要价值

的译学研究模式。《研究》对伍尔夫小说汉译

的考察既“入乎其里”——深入文本进行细致

的文本语言及其文体叙事分析，又“出于其

外”——超越文本对文本外影响和制约翻译

选择的译者、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进行探讨，

将对翻译问题或现象的描写和分析与其背后

的成因结合起来进行“因果模式”的研究，避

免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割裂文本与历史文化语

境的片面性，因此其研究发现对于“规范论”

等翻译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Hermans（1999）
和Toury (2001）对“规范”的定义和分类进行

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规范分类——将制

约和影响翻译活动和翻译行为的规范区分为

三大类：a) 文化交流规范，b) 翻译规范和 c)
产品规范，而产品规范实际上又与目的语文

化中的语言规范、诗学规范、文化规范、意识

形态规范、文类规约（convention）等密切相关

（王林，2015：42-43）。该分类的确更便于对翻

译问题或现象进行阐释，也可说是对规范论

的创新性发展。

该书第四章通过典型译例分析探讨了目

的语文化中文学传统、语言规范、意识形态规

范等对译者翻译选择的制约和影响，对译者

因盲目遵从“通顺”等翻译规范而无意识中损

害原文诗学语言创造及其文体效果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因译者文体意识或

文体能力的不足造成原文诗性句子结构在翻

译中的变形或失落也作了相关阐述。研究认

为：译者对句子的不切当翻译会造成原作与

句子有关的文体风格或文学效果的失落或变

形，进而影响作品主题意义的传递；目的语文

化中的文学传统、文类规约、语言规范、翻译

规范、诗学规范和文化、意识形态规范等对译

者的影响，以及译者文体意识和文体知识的

不足是造成译者对句子处理不当，从而导致

由句子创造的文体效果在翻译中发生变形的

主要因素（王林，2015：287-288）。以上研究

发现进一步论证了“翻译规范论”对翻译现象

的阐释力，有助于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3.2 拓展文学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

如前所述，《研究》运用系统功能文体学、

叙事学和翻译学相关理论概念进行文本分析

和阐释，对翻译问题或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

阐释，是一项较为系统的跨学科翻译研究成

果。该书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上

都具一定的创新性，其学术贡献也因而具有

一定的跨学科性，可为伍尔夫研究、翻译研

究、文学批评研究、文体学和叙事学研究的发

展提供参考与借鉴，进一步从研究方法、研究

视角和研究范式上拓展文学翻译研究的跨学

科性。

4．不足与前瞻

当然，金无足赤，《研究》也不免存在一些

不足。首先，影响翻译选择的社会语境因素复

杂多变，而该书对翻译问题或现象成因的探

讨仅局限于各种规约、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以

及译者文体意识或文体能力的不足这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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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翻译现象的阐释显然尚待深入。其次，

该书对译者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尚显不足。切

斯特曼指出，情境因素如目的语社会文化因

素如翻译规范“实际上不过是通过译者的心

智对翻译产生影响”，是译者对“规范、目的、

原文本、翻译理论等的态度、而不是这些外部

因素本身在对翻译起作用”（Chesterman,
2006：26）。因此，译者是决定翻译产品的最主

要的力量，译者研究尤为重要。然而，该书对

译者的有关翻译实验虽具有一定的论证力，

但有待进行更多译者或读者主体样本的调

查。

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汉译研究还有更大的

开拓空间，值得学界进一步从研究范围、研究

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探讨。首先，正

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伍尔夫意识流小

说的诗性层面更为多样，该研究仅探讨了其

中的一部分，有些结论可能有待更多的研究

材料进行论证。因而，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

伍尔夫意识流小说译本研究的范围，甚至可

以对伍尔夫的其它意识流小说汉译进行研

究。其次，对于译者文体认知能力不足导致原

作诗性语言及其叙事效果在译文的失落或扭

曲或可采用译者访谈的方式进一步论证等。

此外，关于对译者进行规范论等翻译理论以

及文体学、叙事学相关学科知识培训以提高

文学翻译质量的假设，可进行更多相关实证

研究，这应是译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5.结语

《研究》以语言分析为基，借句法文体学

为视角，运用“文本细读”方法，对汉译问题进

行现象分析、描写和阐释，查小观大，独辟蹊

径地建构起问题描写+阐释+解决方案探讨

“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其研究视角、模式和

方法对伍尔夫小说批评研究、意识流小学汉

译研究、译学研究和文学翻译实践等都具有

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是一部具

有探索意义的文学翻译研究专著，值得从事

翻译学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师生或译者阅读

学习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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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Abstract】Taking the book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

els: a Syntactic Stylistic Approach (2015)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in terms of its major research cont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signifi-

cance, etc.. It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is free from the problem of“separating theories from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for its analysis,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or phenomena in a

“close reading”way based on som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dopting the model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rinity of“description+interpretation+solution explor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b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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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Literature and Teaching（（20182018 NALLTSNALLTS））

NO.NO.22 NOTICENOTICE

Dear Mr. /Ms. ,
2018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2018 NALLTS）

will be held in Hailar City, Inner Mongolia,China.There will be keynote speeches by well-known experts and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share with us your new idea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THEME:THEME:“Linguistic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Prosperity and diversity”
TOPICS:TOPICS: 1. FrontierStudies on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 Literary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
3. Research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 Teaching
4.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Northeast Asian Region

ORGANIER:ORGANIER: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HOST:HOST: Inner Mongolia Higher Learning Insititution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Reasearch Associatio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CO-ORGANIZERS:CO-ORGANIZERS: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CDS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ing Co. Ltd
New Vision Press

WORKING LANGUAGES:WORKING LANGUAGES: English & Chinese
MEETING FORMAT:MEETING FORMAT: 1. Keynote speeches by 5-6 invited scholars;

2. Presentations by participants who submitted papers.
MEETINGDATES:MEETINGDATES: Meeting: 23rd-24th June,2018; Registration: after 2 o’clock p.m. 22nd

(The meeting begins at 9 o’clock on 23rd).
ACCOMMODATION:ACCOMMODATION: HulunbuirShanshui Hotel (Xuefu Road No. 1, Hailar District, Hulunbuir City).
TRANSPORTATION:TRANSPORTATION: From Hulunbuir Dongshan Ariport to HulunbuirShanshui Hotel

1. After your arrival at the Hulunbuir Dongshan Ariport,you can go to the hotel by taxi,
which is about RMB 10; 2. After your arrival at Hulunbuir Train Station you can go to
the hotel by taxi, which is about RMB 15.

The coming NALLTS will publishThe coming NALLTS will publish 20182018 NALLTS proceedings which will be recorded and retrieved byNALLTS proceedings which will be recorded and retrieved by
CPCI-SSH and CPCD. Moreover, all of academic papers recorded by CPCI-SSH will haveCPCI-SSH and CPCD. Moreover, all of academic papers recorded by CPCI-SSH will have 20172017 NALLTS cerNALLTS cer⁃⁃
tificates as honor.tificates as honor.
Expenses:Expens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REGISTRATION FEES, please send email to info@nallts.com or

1034501032@qq.com.
Contact:Contact: NALLTS Office: 024-31994562 Hao Bo: 1564028899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0470-3103317 Hu Buqin
Hailar Office of CDS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ing Co. Ltd : 0470-8133456
Wang Zhiwen: 13947022600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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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2018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2018 NALLTS）
第二号通知和邀请函

尊敬的 先生/ /女士：

2018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简称2018 NALLTS），将在海拉尔举办，现诚邀您及各位高

校同仁参会，提出新观点、贡献新思路、报告新成果。会上将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

【【会议主题】】“中国的语言学、文学、翻译研究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繁荣和多样性”

核心议题：1.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

2.文学研究；

3.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和教学研究；

4.东北亚地区高等院校外语教学协同创新研究等。

【主办单位】NALLTS组委会

【承办单位】内蒙古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 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

【协办单位】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华宸众星（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国新视野出版社

【会议语言】英语和汉语

【会议形式】1.主旨发言：国内外知名学者5-6人做主旨发言；

2.分组讨论：分4个专题组，入选论文的宣读和讨论（颁发论文宣读证书）。

【会议时间】2018年6月23-24号，22号下午14点开始接待报到，23号上午九点半开会。

【会议和报到地点】呼伦贝尔市山水酒店（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学府路11号）

【到达路线】1.呼伦贝尔(东山机场)出租或滴滴打车10元到达。

2.列车海拉尔站，出租或滴滴打车15元到达。

本次集结出版2018 NALLTS国际会议文集，进入《社科与人文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即ISTP》

和中国知网（CPCD）检索。本次论坛将颁发2018NALLTS论文获奖证书。关于论文，详见征稿启事。

【会议费用】会务费人民币1000元，研究生500元，旅费和住宿费自理，标准间280元/间，大床房300元/

间，合住140元/人。请参会者提前将会务费和房费汇到对公账号（户名：华宸众星（北京）国际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账号：中国农业银行北京硅谷亮城支行11251401040002913），同时将参会

回执发送到论坛邮箱 m info@nallts.com和1034501032@qq.com。回执（网站 m www.nallts.

com下载）截止日期为5月30日，报到时领取正规发票。参会者需持交费回执编号或房间号

报到。

【联系方式】NALLTS秘书处: 024-31994562 联系人：郝博15640288993

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0470-3103317 联系人：张锁军 胡布钦

华宸众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拉尔办公室：0470-8133456 联系人：王志闻 13947022600

论坛网站：www.nallts.com（内有详细说明和简介）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

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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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CALL FOR PAPERS
Business TranslationBusiness Translation, Periodical of SIBT, Periodical of SIBT

“Business Translation”the quarterly Periodical (ISSN 0257-2478), the first and only scholarly Peri⁃
o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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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Studies (SIBT), co-organized by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osted b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nd pub⁃
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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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ical has
been included in CNKI.net and hopefully, will be indexed by CPCI-SSH (ISTP)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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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ories, practices, and teaching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nquiries and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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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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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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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i⁃
cal(s) elsewher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Business Translation”. Please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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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 within the referring
period of 5 weeks upon receiving it.

Editorial OfficeEditorial Office（（ChinaChina）：）：
Email:Email: sibt_j@163.com ; 123388728@qq.com
TEL:TEL:0411-84710460; 13840855218
Add: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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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翻译》期刊征稿启事

為促進中國商務翻譯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活躍和發展，提高商務翻譯人才培養的品質和

效果，學術季刊《商務翻譯》（ISSN 0025-3167）將于 2018年初創刊。該雜誌由商務翻譯和教

學研究國際論壇（SIBT）組委會主辦，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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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翻

譯理論和實踐、商務翻譯案例、翻譯產業探究、相關翻譯書評、优秀译文及评论等。

2. 來稿要求：需遵循一般學術規範，可選用中、英、俄、日、朝鮮語、西班牙語等六種文字撰

寫；但標題、作者姓名及簡介、通信地址、摘要及關鍵字等內容請附對應英文。有關正文及參

考文獻的格式要求，請參照“美國心理學會（APA）論文格式（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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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版中文1500字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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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88728@qq.com

聯繫電話：0411-84710460

編輯部連絡人：邹静 18640877276章愛民 13840855218

編輯部地址：大連市尖山街 217 號 東北財經大學 師學齋 3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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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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in Northeast
Asia（Once a year）. The high-quality paper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ALLTS proceedings pub⁃
lished by The New Vision Press. All NALLTS proceeding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PCI-SSH Inter⁃
national Index and CNKI database.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NAFLS）is the pe⁃
riodical of NALLTS, which is published by The New Vision Press and co-organized by Dongshirui⁃
pu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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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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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enter the CPCI-SSH International Index if they apply and
qualified.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is a bimonthly periodical which is published on
the 25th of the odd number month, that is January, March, and so on. The price is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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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ages
would be the minimum publishing coverage.When contribute, the author need to provide the follow⁃
ing information: work unit, address, postcod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the title, abstract and
key wordsof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can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ut the title, the ab⁃
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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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1164026978@qq.com Website:Website:www.nall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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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Office AbroadEditorial Office Abroad：：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TEL:TEL: 469 867 2050
Email: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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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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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举行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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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为NALLTS期刊，中国知网全文收录，国际刊号：ISSN 0025-
7249和 ISSN 0257-2478（电子版），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由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是一份面向外语界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关于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理论实

践、外语教育教学研究和夸文化交际等领域学术期刊。入选本期刊稿件，经作者本人申请和

专家组审查合格，可编入NALLTS文集进入CPCI-SSH检索。

本刊为语言、文学和教育类专刊，栏目设置如下：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理论、外语教育

理论、外语教学实践、评价研究、硕博论坛、外语资讯等栏目。本刊为双月刊，每逢双月25日

出版，定价：6.98美元。

本刊3版起发，每版中文1500字符，英文3000字符，作者来稿要求提供作者信息，即工作

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文章的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等相应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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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信箱：nafls@vip.163.com 和 1164026978@qq.com
论坛网站：www.nallts.com

编辑部（美国）：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华立大街8414号，邮编89147
电话：4698672050
邮箱：williamliu0515@gmail.com

编辑部（中国）：
沈阳市惠工街217号德郡大厦2202室，邮编110013
电话：024-31994562；15640288993
邮箱：nafl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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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和主旨发言等，分别由渤海大学程迎新教授、湖州师范学院梁正宇教

授、长春师范大学马建华教授、南京财经大学肖辉教授等主持。

SIBT组委会秘书长丁俊华博士主持闭幕式，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东方语学院院

长王志国教授宣读吉林省商务外语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宣布学会成立，吉

林省商务外语学会会长杨玉晨教授代表学会讲话并代表承办方致告别辞。

SIBT组委会副主席董广才教授、杨玉晨教授向第五次SIBT承办单位大连大学英

语学院代表高巍和孙蕴春教授传递论坛会旗，高巍院长讲话表示，一定要把第五次

SIBT办得更好，大家2019年大连再见。论坛主席张绍杰教授在长沙向大会发来视频

贺辞。SIBT组委会副主席董广才教授做本次论坛总结并致闭幕词。

（接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