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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NALLTS综述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
erature and Teaching, 简称NALLTS)，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起，旨在提高东北亚地区语

言学、文学和教学学术水平的国际论坛。本论坛得到国际上许多高等院校，尤其英国、美国、韩

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院校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国内东北、西北等很多地区高校的响应，成

立了以张绍杰为主席，杨俊峰、刘永兵、李正栓、马占祥、周玉忠、董广才、杨跃、袁洪庚、姜毓锋、文

旭为副主席等众多院校外语学院领导为常务理事的组委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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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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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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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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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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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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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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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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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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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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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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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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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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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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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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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
wood, 1939-）是加拿大颇负盛名的当

代作家之一，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王”

的称号。她被誉为加拿大重要的文化

代言人和“迄今为止加拿大最著名的

在世作家”（Huggan Graham，2001：xv），
其文学创作的功力底蕴和影响力，可

见一斑。阿特伍德所获殊荣不胜枚举，

先后斩获多国重要文学奖项。2019年，

年近 80高龄的阿特伍德出版了《使女

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篇

——《遗嘱》（The Testaments），并以这部

小说再次斩获布克奖,成为第四位两次

荣获布克奖的作家，当之无愧是“我们

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学年代记录人之

一”（Reingard Nischik，2002：1）
在阿特伍德数量众多的作品中，

反乌托邦主题可谓独树一帜。发表于

1985 年的《使女的故事》是她最广为人

知的作品，也是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最

为丰富的作品之一。时隔 30年，在“后

启示录三部曲”面世之后，高产的玛格

丽特·阿特伍德在 2015年 9月出版了

她第 15部长篇小说，一部反乌托邦文

学新力作——《最后死亡的是心脏》。

这部作品的叙事背景伊始于发生

在美国的一场近未来的经济危机，阿

特伍德刻画出经济危机对手无重权的

中产阶级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富商

巨贾们纷纷前往经济状况较为乐观的

西部城市，大量底层员工和普通民众

物化视阈下物化视阈下《《最后死亡的是心脏最后死亡的是心脏》》中中
主体性的泯灭主体性的泯灭

矫 杰① 吕春媚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2015年发表新作《最后死亡的是心脏》，这部反乌
托邦小说描绘了美国经济危机后人类的失格状态，居民以自由意志为交换筹码进入“正电子
监狱”仅为求得幸福的肉体。在“监狱”中，高管们依仗规训统治和科技的畸形发展，将公民
数字化、碎片化，进而湮灭人的不可替代性。现拟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批判“融通小镇”中现
代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对人性的扭曲，揭露人为物所奴役后主体性消解的必然性，旨在恢复人
类的自由意志，重建主体性。
关键词：《最后死亡的是心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格奥尔格·卢卡奇；物化；主体性

①矫 杰，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

②吕春媚，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比较形象学视域下《丹尼尔·德龙达》中‘异国’形象探究”阶段

性成果(项目编号：YJSCX2018-068)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001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被滞留在东部重灾区。作者多维度地

描绘出了一幅灾难性的恶托帮图景：

社会保障制度崩盘，民生凋敝，伦理道

德沦丧，科技反噬人类等等。这导致人

们不得不为了换取生存所必需的温饱

条件而将人权拱手相让于“正电子项

目”（实则为监狱的美化别名），沦至放

弃精神自由，而选择成为一具幸福的

空壳肉体的凄惨境地。

这一乌托邦式的救世计划表面上

不断鼓吹会保障人们的物质温饱，给

予所有入选公民一份安稳的工作和温

馨的住所。实际上是将公民们物化为

监狱私营化经营的工具，将选民代码

化、客体化来隐藏工业生产对商业伦

理的践踏。高管们不仅规训公民的身

体，也在潜移默化地规训着公民的灵

魂。他们将融通小镇打造为一座以美

国20世纪50年为主题的复古城邦，打

造文化扁平化，旨在麻痹、同化选民们

的精神意志，进而湮灭人的不可替代

性。以上种种反乌托邦式的呈现，都与

卢卡奇批判现代性对人主体性的掠夺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本文拟以卢

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指导，阐释小说人

物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为物所奴役的境

况，进而揭示现代人对于主体性丧失

的麻木和冷漠，旨在重建人的主体性，

恢复人的自由意志，从而引发人们对

后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潜在灾难展

开深入思考。

二、物役人：肢解主体

着眼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和

机械化对人性的消磨，主体沦为客体

之物的无奈进程，卢卡奇著成《历史与

阶级意识》一书。他指出在商品社会运

行的过程中，物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

遍现象，“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

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

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

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卢

卡奇，1996：143）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合

理化会导致劳动生产者从属于产品，

进而呈现出物品奴役人的状态。《最后

死亡的是心脏》便是物化在文学创作

上的一种呈现，即资本主义社会商品

化进程对人的物化，强权政治和科技

对商业伦理的物化。尤其，反乌托邦文

学作品自带“物化”的特征，小说中涉

及到的强权政治领域、商业运营领域、

生产领域以及思想意识领域，无一不

是对“物化”的生动展现。

小说中以艾德为代表的项目高管

所采用的运营机制酿成了劳动者被商

品所奴役的悲剧。美国经济危机后，普

通民众流离失所、所有资产全部蒸发。

主人公夫妇斯坦和查梅因只能在一辆

二手车里苟活。查梅因难得在一家废

弃的酒吧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而面

试屡屡碰壁的斯坦只能通过卖血来获

取一些微薄收益。一日，查梅因和斯坦

在酒吧的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插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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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称“在正电子项目的融通小镇，

生活可以恢复如初……帮助解决失业

率和犯罪大增的国家难题，同时解决

你自己的难题！弘扬正能量！”（阿特伍

德，2018：33）镜头还展示了小镇里安

全温馨的居住环境，这令查梅因心生

向往。

在参观完这项“免费午餐”的项目

后，两人要抉择是否要加入，因为“加

入是永久的。但没有人会强迫你。如果

你签约加入，只会是缘于你的自由意

愿”（40）。由此可见，这个项目的入选

条件之一便人的自由意志，毕竟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阿特伍德在令人不

安的未来愿景中处理了不平等现象和

监禁问题。但在这个愿景中，获取幸福

和安全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

（Fox Rose，2015：70）。融通小镇的运营

理念是监禁人的身体并试图规训人的

灵魂。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小镇设计

者将融通小镇建立为一座数字化的全

景敞式监狱，监控无处不在。“下午晚

些时候，太阳低低地挂在空中，路上空

无一人。或者只是看起来空无一人，毫

无疑问到处都嵌着眼睛——路灯桩

上、消防栓上。你看不见它们并不意味

着它们看不见你。”（阿特伍德，2018：
121）与此同时，高管们将居民的信息

代码化，这便于调整每一个居民的工

作岗位。正如在商品社会的组织结构

中，人与人的关系已转换成了物与物

的关系，商品开始占据支配地位。而正

电子项目的盈利方式便是监狱内公民

的劳动产品进行贩卖，每一位公民都

“是融通小镇的好市民，让这地方日复

一日的保持运转，是工蚁。”（171）是项

目盈利过程中物化形态下的齿轮和工

具人。

到了一月一日的轮换日，由于查

梅因的资料代码出现错误，她在药品

管理处的职务被暂停，转而开始了新

的无意义的编织工种，而后又被调转

到叠毛巾小组。这种无意义的工作正

是商品社会对人的消解。这种机械化

的生产过程给每个公民确定了相应的

位置和职责，“不仅不需要工人发挥其

主体性，而且工人的任何创造性都可

能被视为是对整个科学生产体系的挑

战，被看作是影响了整个生产效率的

发挥和提高。”（李辉，2007：32）
融通小镇这座监狱便是如此规训

公民的身体和意识的，强权政治不再

通过制造肉体痛苦来对世人起到警示

作用，而是开始惩罚规训身体之外的

东西，即剥夺自由、圈禁人权。正如福

柯所言，“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

介。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

劳动，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

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

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

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

制。”（福柯，2019：11）人们屈服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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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温饱满足，逐步沦为劳动机器，

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代码。高

管们不断用标语“融通=融入逆境+坚
韧贯通。现在服役，未来受益！”（阿特

伍德，2018：51）为居民洗脑，弱化个体

的创造性，使人们丧失了人性特征，被

物质上的富足感所奴役，在精神规训

下将主体的整体性拱手相让。

三、物反噬：消解主体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涉及到了

社会文化层面，也延伸到了人的精神

意志层面。在工业化社会中，随着劳动

生产过程的日渐理性化和机械化，工

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一份主动

性，这种主动性的流失也将人的意志

和主观创造性裹挟走了。因此，在工业

化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便失去了劳

动主体的地位，转而化身为机械规整

的流水线上的一个小齿轮。正如马克

思所说“他们不仅相等，他们之间甚至

……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

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

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

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马克思，

1998：358）人的有机整体性呈现出“碎

片化”的状态，人不再是“人”，而是被

现代化进程推演成物，甚至被物质反

噬。换言之，物对人的反作用会导致主

体的客体化以及人的原子化。

在小说中，主人公斯坦在修建树

篱时，发现这项活动已经莫名其妙地

令他觉得平静，“它具有重复性，模仿

了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暴力。”（阿特伍

德，2018：121）无不透露着现代性生产

表面平和的机械化操作实则是对人创

造性的压抑。人不再被当作鲜活的生

命，仅仅是身着肉体的可再造躯壳。这

时作为人本身的特有属性已经消失

了，所以个体性的消耗殆尽使得总体

性也受到了影响。总体性也不再具有

粘合力，每个个体都自动成为孤立的

原子。

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也日渐麻木

了人们的思想，公民被驯服成享乐即

是全部的物化人。“人已经创造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人建成了

一个管理着人所创造的技术机器的复

杂的社会机器，然而，他的这种全部创

造却高于他，站在他之上。他并不觉得

自己是个创造者和中心，而只是觉得

是一个他双手创造的机器人的奴隶。”

（弗洛姆，1981：69）正电子项目呈现出

的整体风格是美国五十年代的视听风

格，即享乐主义盛行时期的格调。“因

为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自认为很

快乐。这也是这里的目标之一：尽可能

最大化幸福。”（阿特伍德，2018：51）在

融通小镇内，人类的情感，爱情、亲情

被科技扭曲为病态。人们可以通过一

个特殊的脑调整手术，得到人生真爱。

给人们注射一针后，并且是在被注射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他便会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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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爱上睁眼后看到的第一个人。爱情

灵药的发明和销售把个人情感变成可

操作和可控制的物质，爱情成为产品，

人的属性和特征被不断消解，被注射

对象沦为商业谋利的棋子，这才是双

子城高层的牟取暴利的手段和黑幕之

一。

此外，斯坦在假死之后，被塞进可

能性机器人团队。可能性机器人其实

就是仿真女人、机器娼妓。他参观了组

装部的流水线，“运转的传送带上是大

腿、髋关节和躯干，托盘里装着左手和

右手…瞥一眼，你就像进了停尸房，或

者屠宰厂。只是这里没有血。”（251）这

项新科技的发展，为了满足性别需求

不同的顾客，贩卖猫王和玛丽莲梦露

模样的常规款性爱机器人，而VIP顾客

可以提供照片和数据，定制某一位心

仪人士的仿真机器人。甚至恋物癖、跟

踪狂等良莠不齐的终端用户都可以有

独特的要求，这款产品收益颇丰，远销

拉斯维加斯。科技发明出来的爱情灵

药和性爱机器人的收益所得是对人类

两性伦理的收割，对市场经济中商业

伦理的肆意践踏。

“反面乌托邦所揭示的往往是现

代性的一些根本原则所带来的恐怖和

压迫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将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推到极致，从而

使其自我暴露出他的虚妄和谬误。”

（谢江平，2012：66）将情感和个人意识

变为物品的现实，正是物品对人类主

体性的成功侵蚀。物化了女性的存在

以及人们对爱的追求，是幸福乌托邦

的妄念。除此之外，融通镇下一款热销

产品将会是能让人返老还童的婴儿

血。为了利益，正电子项目乌托邦的旗

帜插驻在反乌托邦的大地上。每一位

居民都有“笼中老鼠一般的紧张感，尽

管有充足的食物、饮料甚至性爱，却没

有出路。”（阿特伍德，2018：121）这其

实就是人们进入原子状态的表征，人

与人之间的相处愈发冷漠疏离，有机

的联系断裂。每个人都变成了各自孤

立、被动的原子。项目高管畸形的商业

理念催生了一个异化的社会，人类的

正常情感需求呈现出一种病态陌生

化。

四、结语

融通小镇是物化社会的一个缩

影，“当我们跟随主人公走过融通小镇

和正电子监狱而后重返世界其他地方

时，这实际上是阿特伍德带领我们体

验了一次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噩梦，即

私有化、外包和没有出路的服务经济

一直在暗流涌动。”（Lang Amy & Lang
Daniel，2016：57）《最后死亡的是心脏》

中正电子项目高管假借乌托邦之名，

将监狱纳为私有化运营。居民们被规

训为劳动生产环节中的工蚁，其主体

性被同一性褫夺。性爱机器人和爱情

灵药等科技畸形产品，更加速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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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体之间的联系，原子化状态的人

正是物化现象从对政治、经济生活的

侵据过渡到对人类思想意识领域侵袭

的重要标志。换言之，阿特伍德所打造

的正电子监狱表面上推进现代化建

设，鼓励民众追求滞后幸福，实则是在

阉割人们的精神追求，打压人类主体

性重建的可能。在物化社会中，人类陷

入乌托邦刻板美梦所营造的生存困境

中，阿特伍德正是通过此噩梦般的景

象来唤醒主体的自我救赎和主体的身

份回归，以对未来后人类主体起到警

醒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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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he Heart Goes L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rg Lukács’s Reification Theory
JIAO Jie LV Chunmei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2015, Canadian author Margaret Atwood published a dystopian novel The
Heart Goes Last. It depicts the post- crisis human dis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idents entering“Positron Prison”in exchange for free will in exchange for bodies
seeking happiness. In the prison, the executives rely on the rule of discipline and the abnor-
m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igitize and fragment the citizens, thus an-
nihilating the irreplaceable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Lukács’materializa-
tion theory to criticize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caused by the rationaliz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onsilience Town”. It expo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is-
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after the slavery of man and things,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free will
of human beings and rebuild subjectivity.
【【KeywordsKeywords】】The Heart Goes Last; Margaret Atwood; Georg Lukács; Reification; Subjectiv-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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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华裔及华裔作家

十七世纪的英国官方文献中首次

出现了华人的身影，华人天主教徒沈

福宗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面见英国

国王的中国人。他向西方译介过儒家

典籍，并教授英国的东方学家学习汉

语，还曾经为牛津大学博德里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的中文藏书编写书

目和内容提要（罗皓菱，2014：2）。在

1805年 John Anthony成为第一个获得

英国国籍的中国人之后的两个多世纪

里，英国的华人和华裔人数持续增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统

计，截止2014年，英国的华裔已经达到

了史无前例的 4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

的0.7%（人口网, 2015）。华人积极融入

英国社会，成为英国社会多元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英博物馆的资料显

示，早期抵达的英国华人主要从事船

工、洗涤和餐饮等工作（British Muse⁃
um, 2015）。他们收入微薄工作辛苦，加

之文化素养较低，基本上无暇顾及对

文学和艺术的追求，即便有所涉猎也

因为语言的隔膜或者内容与西方主流

格格不入而被忽视和拒绝。英国华裔

作家的文学作品尚未广泛地进入英国

文学史传，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没

有得到学术界严肃而认真的探讨。这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裔作家在英国

文学中的边缘位置。

随着华人社区和人口的稳步增

加，英国各大知名高校和主要城市的

图书馆相继设立了中文主题的分馆，

以满足广大中文读者的阅读需求。例

如从 1986年开始，曼彻斯特市图书馆

内设置了中文分馆，成为英国第一家

英国第三代华裔作家文学创作主题研究英国第三代华裔作家文学创作主题研究
—以Sweet Mandarin为例

邹笃双①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 昌 330022 中 国

摘 要：英国华裔作家的文学书写一直以来都处于英国文学的边缘位置。Sweet Mandarin
(《甜橘餐厅》）是第一部由英国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裔作家创作的家庭传记文学，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英国读者对华裔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刻板印象，丰富并深化了英国社会对华裔的认
识。本文以《甜橘餐厅》一书为例，着重分析了该书的创作主题和写作倾向，进而探讨其所反
映的英国华裔后代文学创作的新特点。
关键词：英国华裔作家；第三代华裔；海伦·谢；《甜橘餐厅》；创作主题

① 邹笃双，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项目基金：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2014年) 规划项目；项目名称“作为译者的学者研究（项目编号：14YY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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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中文外借服务的市政图书馆，该

图书馆还支持华人进行文学和艺术创

作。1996 年英国华裔 Yung Yung Wah
等人出版了《英国土，中国根》（British

Soil, Chinese Roots: Chinese Life in Brit-

ain）一书，以介绍华人在英国的生存状

况和对中华文化的坚守。2007年英国

华裔Helen Tse出版了名为《甜橘餐厅》

（Sweet Mandarin，又名《千里万里始于

一步》）的家庭传记文学作品。2014年

英国华裔 PP Wong出版了小说《香蕉

的一生》（The Life of a Banana），并获

得“2015年百利女性小说奖”（Baileys
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2015）提名。

伴随着文化融入的加深，英国华裔后

代的文学创作带着浓郁的东西交融的

独特气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也

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

本文以Helen Tse和她的传记文学《甜

橘餐厅》（Sweet Mandarin）为例，着重总

结该书的创作主题，进而探讨其所反

映的第三代英国华裔作家文学创作的

潜在特点。

二、海伦·谢与《甜橘餐厅》

海伦·谢女士（Helen Tse，1977-）
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第三代英国

华裔。她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剑

桥大学法律专业，曾在在中国香港和

英国等地从事法律和贸易投资工作。

2007年她完成家庭传记《甜橘餐厅》

（Sweet Mandarin）一书并由企鹅兰登书

屋旗下的 Ebury Press出版，收到良好

的市场反响。该书被英国和美国多所

小学列为“了解百年中国社会发展以

及海外华人奋斗历史”的阅读材料。她

先后接受英国和美国等地多所学校的

邀请，为学生们讲解自己的写作过程，

诠释作为少数族裔在英国社会成长的

心得体会。鉴于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交

流领域的成就，2008年海伦女士被英

国史丹福郡大学（Staffordshire Univer⁃
sity）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在此之后，她

又推出《点心》和《甜橘餐厅食谱》等其

它和中华美食相关的畅销类作品，并

应邀参加 BBC及多种访谈节目。2014
年海伦·谢姐妹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

“不列颠帝国勋章（MBE）”，以表彰她

在饮食服务和传播中国饮食文化方面

所做出的贡献。

《甜橘餐厅》一书描写了三代华人

齐心协力，相互支持，用家的温暖、亲

人之间的爱和鼓励坚强奋斗的感人历

程，真实再现了海外华人的生存之路。

该书讲述的故事从家族的曾祖父开

始，直至 2007年作者姐妹三人合力创

建“甜橘餐厅（Sweet Mandarin）”为止，

全书记录了谢氏祖辈在上个世纪二十

年代中国战乱的岁月逃离广东来到香

港，最后辗转定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感

人故事。完整地再现了一家三代人从

1918年至 2007年辗转求生，奋发成长

的艰难历程。他们一路颠沛流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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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旧社会的各种尔虞我诈，也见

证了大革命和日军入侵香港等重大的

历史事件。大批华人在时代的激荡之

下远离故土亲人，忍受中英文化的巨

大差异，经受着语言、风俗和社会变迁

的挑战，直至第三代才算是真正地融

入到了英国的社会之中。

在英国第三代华裔年轻人纷纷远

离祖辈曾经苦苦经营聊以为生的饮食

外卖、洗涤服务等传统行业的时候，剑

桥大学毕业的海伦和姐姐珍妮特放弃

了自己所从事的律师和会计师职业，

转而走上了复兴华人饮食文化，传播

华人饮食传统的艰难道路。她们顶着

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来自当地华人社区

的闲言碎语，一心致力于华人餐厅的

现代化、华人饮食的改良和中华饮食

文化的传播，最终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她们将自己的餐厅取名为“甜橘餐厅

（Sweet Mandarin）”，以表达对中国文化

的难舍情怀。在重操父母的旧业、全力

以赴发展饮食事业的同时，作者也在

与外祖母和母亲的互动交往中详细了

解了前辈们跌宕起伏，惊险刺激的人

生历程，继而更加清晰地明白了自己

血液中不可剥离的中华文化基因。

当全家人陪伴着年过七旬的外祖

母回到阔别了三十年之久的香港，回

到外祖母五十年来都未曾踏足的故乡

——广州市郊的某个偏远乡村，并见

到了从未谋面的外姨祖母时，海伦不

禁被中国的辽阔和文化的多元所折

服。她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祖辈的故

乡，努力体会着半个多世纪以前祖辈

曾经生活的那片热土。当看到外祖母

姐妹相拥而泣，并配合默契地完成了

一道寓意美好的传统菜肴“百鸟归巢”

的时候，她心中困惑已久关于自己的

“身份”问题也得到了最完美的解答。

三、主题的选择

本书作者移民后裔的身份特征使

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渗透出浓郁的

“离散族裔”精神特质，呈现出这一特

殊群体在移居地为生存而奋斗时所形

成的特有的“离散”特征和价值观念。

《甜橘餐厅》一书以家族的生命轨迹为

主题，围绕着三代人的悲欢离合，细致

而深情地再现了每一代人的困苦和出

路，奋斗与收获。整本传记紧扣食物、

亲情和寻根这三个主题展开，展现出

强烈的“离散”叙事特色。

1. 食物崇拜

对中国人而言，食物就是爱。中国

人总是将情感隐藏起来，藏在一切触

手可及的地方，隐晦而委婉，其中食物

是最常用的依托。该书以“君以民为

天，民以食为天”开篇，完整继承了华

人对食物和社会生活的深刻而朴素的

理解。全书共计十一章，其中有九章的

标题与食物名称相关，它们分别是：

“一小袋大米”“豆酱之乐”“苦瓜”“莉

莉·郭的鸡汁咖喱”“龙凤餐馆”“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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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砂锅鸡”“薯条、薯条、薯条”“百

鸟归巢”“甜橘餐厅”。这充分凸显了食

物在家族记忆以及整个家族近一个世

纪的生存与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食物在维系海外华人

的家族传统、寻找个人在家庭与社会

中的位置，以及调节家庭成员关系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往购物框

中选放的每一瓶酱油、每一包豆豉似

乎都与她人生旅程中的另一部分紧密

相连。现在，她期望能与我们分享。全

家人一起在厨房中忙碌的时候，食物

宛如是一本家庭相册，是家里的传家

宝，勾起了多少对往日岁月的回忆。”

(Tse，2007：4)对海外华人而言，食物以

及准备食物的过程成为缅怀祖先的仪

式，是传递家庭传统的场所，也是华人

后裔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渠道。“我不

是每天都穿丝绸质地的中式长衫，也

并非每天晚餐都吃中式饭菜。但如果

听任自己对食物的喜好，不吃米饭我

的胃总是不会觉得饱。”(270)
海外华人依旧认可“民以食为天”

这样朴素而深刻的理念，华人在英国

的传统行业就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

关。书写食物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华裔

作家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食物搭建

起了华裔认识自己文化基因的桥梁，

成为维系中西方文化的纽带。谢海伦

姐妹放弃优渥的白领职业重返饮食行

业，重操父辈们曾经苦心经营聊以为

生的旧业，既是在传承英国华人的职

业传统，也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新一

代华裔寻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和解渠

道。“这是对我们重振风烛摇曳，惨淡

萧条的华人饮食行业的认可…，永葆

华人社区的活力，并将传统的菜谱和

家族的生意经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3) 规范化、产业化和多元化成为谢氏

姐妹饮食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对中

华文化的热爱和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

解使得她们在重振华人饮食行业的同

时也能够积极顺应时代的进步，走出

了一条即契合市场需求又极具特色的

现代商业发展之路。她们职业的转变

代表了海外华裔后代对中华文化的回

归，体现出华裔后代在居住国文化中

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的主动和自觉。

2. 歌颂亲情

亲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书

写并歌颂亲情是文学创作最原始最自

然的选择。《甜橘餐厅》用饱含深情的

笔触颂扬了华人对家庭与亲人的倚重

和眷恋，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英国华

裔家庭在种族认同和亲情维系方面的

努力。作者在整本书中用简洁明了的

语言表达了对家和家人的真挚的爱与

认可。“我和外婆像极了”，三代华人相

互欣赏鼓励，相互扶持帮助，在异国他

乡生根落叶，砥砺前行。“…我现在所

成就的一切都是在母亲梅布尔的鼓励

下实现的：书读得好也会做生意、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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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回到中国去寻找我们共同

的根。她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1)
作为一个生长在英国的第三代华

裔，作者一直以来对祖辈的历史怀有

十分浓厚的兴趣。她在探寻长辈人生

历程的过程中完善了自己对华人家庭

观念的认知和认同。同时，家庭和亲情

是海外华人成长和成功的主要动力，

也是他们回望中华文化，探寻自身文

化基因的重要推动力量。“感谢我的

外祖母，是她的勇气让她能够坚持下

来。倘若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只怕早

就放弃了。我知道她比我更加坚强。正

是有了她，尽管历经磨难和贫穷我们

这个家至今依然完整。”(271)
认可先辈对家族的付出和奉献是

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以及家族传统得以

延续的重要内容。作为在崇尚个人意

愿和独立意识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华

裔英国人，作者谢海伦在两种迥异的

文化中踯躅徘徊。但是当她完整地了

解了外祖母在危难之中被迫放弃自己

的孩子的故事之后，在她亲身经历了

外祖母返回乡下和姨外祖母相逢的感

人时刻之后，她对亲情的理解变得更

加深刻和透彻。“她和莉莉双手紧握，

嘴里说着话，眼里满是泪水。”(254)在
感怀先辈跌宕起伏的人生之余，她尝

试着将自己置身于外祖母的生命历程

中，从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祖辈们

的忧伤和不易。“我不敢想象自己要是

和姐姐分隔那么久会怎么样。不能和

她分享我的感受，我的成功和恐惧该

是一件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情！”（257）
3. 文化认同

寻根意识是人（人类）对其自身的

身世，家族，民族以及生长地域和历史

文化等进行追根溯源的一种认同和反

思意识。（史玉丰，2013：11）重返饮食

行业，并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完成《甜橘

餐厅》一书，对作者而言是在不断的探

索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根性文化”，是

海外华裔的文化寻根之旅。彻底的英

式学校教育让华裔后代能够更好地融

入到英国的文化中来，极大地提升了

他们的经济状况，同时也使得很多的

华裔后代放弃了祖辈的传统和文化。

他们追求更多的自由，视家庭为羁绊

和负担，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华文化

阻碍了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认为

中华文化是他们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

障碍。对此，谢海伦姐妹也有过相似的

困惑:“我认为自己既是英国人也是中

国人，只是觉得缺少了这两种人身上

那些最优秀的品质。”(Tse，2007：239)
这种困惑与不确定性，是海外华裔后

代比较普遍的心理状况。通过《甜橘餐

厅》一书，作者直视自己的内心，找寻

自己的起源，认真地回答“我是谁？”这

个困扰海外华人，尤其是华裔后代的

身份认同问题，体现出第三代华裔群

体在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建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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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追问和探寻。

(1) 寻找与挽留

有研究者认为，“漂泊是海外华人

无根状态的象征，是海外华人集体潜

意识的产物”（赵毅衡，2003：116）。即

便如此，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华裔的

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华裔

后代在日常生活中汲取了先辈“勤劳

俭朴、自强不息、求同务实、谦和持中、

家庭为重、亲疏有别、伦理为纲、尊卑

有序等特征”。（腾剑峰，2009）以海伦

姐妹为代表的第三代华裔悉心观察长

辈对传统的坚守，并在日复一日的共

同生活之中形成了对这些优秀品质的

认同和传承。“开一家自己的饭店让我

拥有了这一切。它不仅仅让我有机会

在商业领域一试身手，更让我们姐妹

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这家饭店让外

祖母和母亲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它成

为我们认识彼此，联系过去和未来，贯

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我渐渐地理解了

她们过往的生活，理解了我这一辈人

对她们的意义。”(Tse，2007：3)
异质的生活空间给作为“离散族

裔”的华裔带来双重或多重的生存经

验。他们既不能回到母国/祖居国，又很

难被现居国完全接受，这就造成了身

份认同的不确定性，群体归属感变得

模糊，对自己所处的边缘化地位产生

或多或少的痛苦与焦虑感。（缪青，

2014：110）这种心理体验既有对自身

居住国身份社会认可缺失的焦虑，也

有面对中西方文化双重冲击下对母国/
祖居国文化身份回归的隔膜。“……他

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

来？”我回答说“曼彻斯特”。对我的回

答他们似乎并不满意，于是还会接着

问“我是说，你的父母从哪里来？”我只

好放弃了，回答说“中国，香港”这样他

们才算满意地笑了。这样的答案对他

们才合理“啊，你是中国人。”(Tse，
2007：38) 外界对身份的追问进一步诱

发了移民后裔对自身身份的反思。

(2) 独特的融入

“移居而不正常，很难生存下去，

便自我取消了写作与出版的可能”。

（赵毅衡，2003：120）谢海伦姐妹的书

写成功地打动了英语世界的读者，获

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和认可。这证明

了第三代华裔通过家庭成员的相互帮

助和个人的努力已经成功地融入到了

居住国的社会中。海外华人的心灵，已

经从“恋母/恋乡情结”的苦闷状态中走

出来，开始了更加有利于各自发展的

本土化生存模式。这种独特的融入既

是对居住国文化的接受，也是对母国/
祖居国文化的认可。拥抱两种文明，接

受两种视野成为海外华裔成功的重要

因素。“我们熟知外祖母的烹饪传统，

也能拥抱这个家所处的新世界。这两

者并不是紧绷的绳索，不能并行。和我

的有些同辈不一样，我并不会推开传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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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他们而言，中国只代表着过去，

是一个无法理解并带来尴尬的概念，

但是对我来说，中国是我的根之所在，

是我身份的一部分。”(Tse，2007：270)
海伦女士认为三代人的海外生活

经历让她们一家已经能够在不同的文

化中找寻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大家都

在平衡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在

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身份中游走自如，

我的这两种身份在每天中的显与隐都

不相同。”(270)同时，她也在对中英文

化的比较和选择中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定位，并由此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自

信。“我不再希望自己长着高高的鼻

梁，也不再希望自己身为白种人。走在

街上碰到其他的中国人，我知道自己

并不孤单。经过像外祖母这样的移民

不懈的打拼，新的华人身份已经在英

国的大地上形成。”(271) 由此成功地

回答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文化身份之问，并建立起了有

利于自身未来成长和发展的身份认

知。她们对英国文化的融入是满含着

中华文化元素的“有机的”融入。并由

此呈现出一种具有浓郁复合文化特色

的新特色。

四、结语

对海外华裔作家的研究日益成为

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谢海伦为代

表的英国第三代华裔是典型的“离散

族裔”。他（她）们在母国/祖居国以外的

区域生活而又割不断与母国/祖居国文

化的种种联系。（赵一凡，2006：113）对

中国传统食物的描写和赞颂，对亲情

的依恋和呵护，对家族历史的追寻和

认可，就是对根性文化的认可和回归。

这是一种带着异域情调的追寻，有别

于本土作家的“故乡情怀”。整本传记

关注谢家多位女性的人生奋斗历程，

体现出海外华裔女性自强不息的良好

形象。作为“第一位土生土长的英国华

裔英语作家”（Mac Millan评语），谢氏

姐妹没有在中国生活和成长的经历，

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完全来自

长辈的口喧目染。整体而言，她们这一

类华裔归属于“无疆域性身份”的跨过

族群，是拥有混合特征的族群，已经与

远离的故土没有了任何领土上的关

联。（Sheffer，2006：79）海外华裔后代的

文学叙事中对中华文化的描写既不是

贾平凹式行走其中的怅然若失，也不

是余光中式的近在咫尺却生离死别，

而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追忆。作者秉

持着较为公正和理性的视角，观察祖

辈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国度，跳脱出

身在其中的迷惘和不由自主，体现出

足够的冷静思考和跨文化视角。她们

的寻根是自我救赎，更是重新出发。同

时，《甜橘餐厅》以及谢海伦女士的其

它创作，介绍了大量的中国饮食文化，

成为中国饮食文化“走出去”的新路

径，成为“在外讲中”的较好载体。

014



References (References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British Museum. Chinese Diaspo⁃

ra in Britain. http://britishmuseum.org/pdf/
Chinese% 20diaspora% 20in% 20Britain%
20201008.pdf.

[2]Sheffer, G. 2006. Diaspora Poli-

tics: At Home Abroad.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Tse, H. List of Authors. http://us.
macmillan.com/author/helentse.

[4]Tse, H. 2007. Sweet Mandarin.

London: Ebury Press.
[5]Luo, H. L. 2014. Jonathan D.

Spence as Sinologist: Due Attention to
Minor Figures in Historical Tensions.
Beijing Youth Daily.

(罗皓菱.2014.汉学家史景迁:关注

小人物的历史张力.北京青年报,第 3
期,第2页.)

[6]Miao, Q. 2014. Continuous Strat⁃
egy of Diaspora Critic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Academic Forum.

(缪青.2014.离散批评与文化身份

认同的持续性策略.学术论坛,第 11期,
第110-114页.)

[7]Shi, Y. F. 2013. Root- seek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Nan⁃
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史玉丰.2013.现当代小说寻根意

识三家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8]Teng, J. F. 2009. Behavior Pat⁃

tern of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

nese Affairs Study. No. 5.
(腾剑峰. 2009.从中华民族心理特

征看海外侨胞的行为模式.侨务工作研

究,第5期,第59-60页.)
[9]Zhao, Y. F. 2006. Key Term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赵一凡.2006.西方文论关键词.北
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Zhao, Y. H. 2003. Rootless
Dreams: Theme of Diaspora Experiences
in Overseas Chinese Novels. Social Sci-

ence Front.
(赵毅衡.2003.无根有梦——海外

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社会科学战

线,第5期,第116-120页.)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015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Choice of Literary Themes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British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 Examples from Sweet Mandarin
ZOU Dushu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Literary creation of British overseas Chinese has always been in the peripher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As the first family biography written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over-
seas Chinese, Sweet Mandarin has changed the stereotype of Chinese in English Litera-
ture, and enriched and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so-
ciety to some extent. Based on Sweet Mandar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mes and preferences of writing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overseas Chinese with new char-
acteristics of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Keywords】】British overseas Chinese; the third generation; Sweet Mandarin; themes of lit-
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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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小说家，

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伟

大的女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她创

作的主题多样化，观点新颖，视角独

到，颇受广大读者喜爱，曾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等多项桂冠。作为现实主义作

家，莱辛非常注重小说的社会意义，

《到十九号房间》是其于1963年发表一

部关于现实社会中“理性失败”的上层

之作，小说通过描写英国中产阶级妇

女苏珊的婚后家庭生活状况，即一切

以“理性”为基础，仿佛都随着“理性”

自然而然的发生、发展，但最后却是以

女主人公苏珊自杀的悲剧收场，将这

场以“理性”开始的婚姻最终演变成

“理性失败”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呈现在

读者面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

会意义。

二、女性主体话语的缺失

小说中，作者开篇写到苏珊和马

修的婚姻是因“理性”而结合在一起

的。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学

历，“饱读各类书籍——心理学、人类

学、社会学”（莱辛，1986：473），具有较

高文化涵养，并且彼此在婚前都有各

自的事业。马修是伦敦一家报社的副

编辑，工作体面，收入高；苏珊则是在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有着画商业广告

的天赋。他们都有一点实权和能“使其

能走入聚光灯下”(472)的职位，属于中

产阶级。所以，在旁人的眼中，他们的

话语话语、、规训与反抗规训与反抗———解读—解读《《到十九号房间到十九号房间》》中中
苏珊的苏珊的““理性理性””失败失败

李其操① 王绍平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到十九号房间》是多丽丝·莱辛的一部短篇小说。文中女主人公苏珊是一位聪明、
“理性”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因“理性”而结合的婚姻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主体话语，继而因
“理性”变得顺从，最后通过自我了断来进行消极反抗。本文试图从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来
剖析苏珊婚后的“奴役”生活及其悲剧命运，解读其难以回归正常生活的深层原因，探讨现代
都市女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危机问题，从而更加深刻的阐述小说的社会意义,深入挖掘小说
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到十九号房间》；“理性”；主体话语；规训；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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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是“理智”的，苏珊是“幸福”的。婚

后，丈夫马修为了生活而在外奔波，苏

珊则和其他家庭主妇一样，辞职在家，

相夫教子，处理家务，从而确保家庭生

活的有条不紊。一切看似合情合理，无

可指摘，然而，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生

活，自食其力的女人，如今对外界的感

知和经济来源都要依赖于丈夫，内心

必然难免愤愤不平、若有所失。女性主

义倡导者波伏娃曾说过：“两性是竞争

的，女人始终处在的是受压抑的主体

意识下的生存状况。”（波伏娃，2004：
199）渐渐地，长期处于这种受压抑的

状态中，苏珊在家庭中失去了自身的

话语权，从而变得失语。

当他们的四个孩子都相继长大去

上学后，恍然之中她才发现自己的一

切行为都受制于丈夫，甚至连最起码

的一点小小愿望——去旅馆租一个小

房间，都不得不每周向其索要五英镑

付租金，对此，丈夫马修的“语气十分

冷漠，像是付她钱似的打发她”(489)。
由此可见，长时间的主妇生涯中，苏珊

每天以家务为中心，在家庭的琐事中

打磨，逐渐丧失了婚前社会生存本领

和现代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至

此，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女性，为了孩子

和家庭，完全牺牲了自我，失去了自身

的话语权，这方面她显然理性不足，缺

乏远见，导致其主体话语缺失，难以拥

有独立的人格。

三、规训权力下的顺从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

出了规训的三种手段，即层级监视，规

范化裁决和检查。苏珊和马修婚后的

生活中，表面上，两人“悲伤争执少，欢

乐笑谈多”，“越无激情，越彬彬有礼、

温柔相向”。（474）貌似都很善于自我

调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在对方

的心中存在感却越来越弱，也变得更

加虚伪。在家里，她的一切行为无不受

到佣人白太太的监督，“白太太每过十

分钟、半个钟头，就会来到楼底下对她

大叫：‘罗林太太，家里没有探银剂了，

太太，家里没有面粉了’这叫她受不

了。”（478）没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即使

到了“妈妈的房间”中，也难以获得片

刻的安宁，感觉“生活像在坐牢”

（479）。恰如福柯所言，“权力不是给定

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

的，而是在行动中，也仅仅在行动中才

能得以实施……权力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一种压抑。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

能，压制阶级，压制个人。”（福柯，

1997：224）生活中，苏珊处处被这样无

形的权力所监督、压制和束缚，感到痛

苦不堪。

为了摆脱这样无处不在的“奴

役”，她不得外出寻找一片精神“净

土”。然而，监视依旧如影随形。丈夫马

修在白太太的帮助下，很快便找到了

所待的弗德小旅馆，经过询问，旅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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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丈

夫马修。由此可见，苏珊依旧无时不刻

不处在丈夫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难以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不仅如此，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他

们因“理智”而结合的婚姻，也没能逃

过“七年之痒”的定律。不久，丈夫马修

便先出轨了，并直接向苏珊提出离婚

的请求。为了维持看似幸福的生活，苏

珊表面上对此表现得极为平静，并且

努力克制内心的委屈、伤心和愤怒，尽

可能掩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继续扮

演着一个委曲求全的贤妻良母形象。

在她看来，“没有必要使用‘不忠’‘原

谅’等戏剧化的词语，理智的人不会这

样做。理智不允许吵架、闷闷不乐、生

气、退避、沉默、指责和流泪。”（476）在

面对马修对两人婚姻的“规范化裁

决”——离婚时，苏珊极力克制情绪，

时刻要求自己保持“理智”。然而，这种

“理性地思考”，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

人式的病态敷衍罢了。福柯认为，规训

的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

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

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

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加顺从，或者

因更加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

1997：156）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她这

样带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极度克制和自

我安慰式的驯顺，与后来的个人悲剧

不无关系。对于丈夫的出轨，虽说也意

识到了自身的责任，但在残酷的现实

面前，她才明白“每个人都为他自己活

着，他不会因为你放弃自我、牺牲自我

就完全属于你，该出轨时照样出轨，不

断转弯抹角地满足欲望诉求，或隐或

显地扩张自我边界，蚕食鲸吞他者的

合法利益”（潘家云，2017：82）。对此，

她毫无办法，唯有选择逃避，才能求得

内心的安宁。

然而，刻意的退避和逃离现实并

没能让她获得某种释怀，相反，却在不

断强化自身的焦虑，让自己备受感情

的摧残和折磨，甚至感到窒息。最终，

别无选择的在那个象征着精神寄托之

所的“十九号房间”内自杀，以求得精

神和心灵的解脱。

四、反抗——寻求自我的解脱

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苏珊也像

其他主妇一样在家做全职太太，时间

渐久，她才发现家里的一切来源都依

赖于丈夫。这样的生活，让她毫无存在

感，在家中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无法

像婚前那样的独立生活。虽然后来她

也意识到“要在四十岁时，学会自立”，

“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安排自己的生

活”，（478）可惜自立的努力仅限于协

助佣人“煮饭、扫地、缝缝补补”等方

面，未能重新调整状态，做一名现代社

会独立自由的女性。当孩子们一个个

长大上学后，于情于理苏珊应能从繁

杂的家务事中解脱出来，重返职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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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济独立的生活，然而这对她而言，

却难以如愿。美国女权主义作家贝蒂·

弗里丹曾说过，“当妇女牺牲了自己的

个性和事业去完成贤妻良母的职责之

后，她们却痛苦地感到生活缺乏意义

和内心极度空虚，女人面临着一种精

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分裂”。（弗里丹，

1990：27）苏珊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中年

女性危机，她大部分的努力只是停留

在脑海里，而非直面现实，努力承担责

任，积极解决危机。

福柯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

有反抗”(Foucault，1978：75)。在家里，

虽然一切受制于丈夫，失去了自己的

话语权，但她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为

了摆脱佣人的监督和孩子的束缚,苏珊

将自己局限在房子顶层“妈妈的房

间”。原本以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可不受任何人的干扰，从而摆脱监视，

但家务事的缠身，依旧难遂其愿，白太

太时不时的干扰，让她难以获得安宁。

因此，苏珊不得不外出到弗德的小旅

馆，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丈夫马修还

是找到了那里。最后，在“十九号房间”

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之所。

一整天待在“十九号房间”内，家人无

法寻觅她的踪迹，心中的“恶魔”亦可

逃之夭夭。然而，这样消极的逃离，虽

能暂时回避问题，“摆脱”一切精神束

缚，获得片刻的“欢愉”，但同时，苏珊

自身焦虑也在一步步恶化，存在感亦

越来越弱，最后甚至误认为丈夫“实在

该娶苏菲，苏菲实际上已成为孩子们

的母亲”（498）。
即便如此，生活似乎依旧“树欲静

而风不止”，当丈夫表明出轨的事实

后，苏珊虽也不甘示弱，表示自己也有

“外遇”。但当马修提出“四人行”的倡

议时，虽非常厌恶他的虚情假意，却也

无可奈何，“几天之内哪里去制造出一

个出版家潘麦克呢？”（493）至此，苏珊

才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己在

家里的地位几乎为女大学生苏菲所替

代，她已完全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存

在了。为表明态度，保全最后的一点人

格尊严，苏珊不得不以死来做出最后

的反抗，在“十九号房间”内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

五、结语

现代都市生活中，面对女性中年

危机的困境，作者莱辛在小说中虽未

明言，但却通过苏珊“理性”失败的遭

遇和其人生悲剧给出了答案。漫长的

家庭主妇生涯，使其与丈夫马修之间

缺乏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感情上也

变得更加淡泊，因而难以很好地理解

彼此，尊重对方。不仅如此，辞职在家

的日子，使得家中一切的一切都依赖

于丈夫，自然而然自身的话语权越来

越弱；同时，局限在家相夫教子，使她

仿佛“桃源人”一般，与社会严重脱节，

逐渐丧失了婚前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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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活本领，难以融入到现时的社会

中去。

消极的反抗，无疑显示了其理性

的不足。从家里房子顶层“妈妈的房

间”，到浮德的小旅馆，再到“十九号房

间”，苏珊一步步走向了痛苦的深渊。

最后，苏珊无奈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不

仅是其个人“理性”的失败，更是整个

社会的悲剧。由此足见，在现代社会

中，只有拥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才能经

济独立，摆脱规训权力的束缚，在婚姻

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家庭生活中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只有拥有独立人

格的女性，才能成为完整的个体，真正

为自我而存在，为自我而活着，从而追

求更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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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Interpreting Susan’s Failure of“Rationality”in To Room Nineteen

LI Qicao WANG Shaop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To Room Nineteen is a short story written by Doris Lessing. In the story,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 Susan is an intelligent and“rational”middle-class woman. Dur-
ing the married life, she gradually loses the subjective discourse, and then becomesdocile-
for the reason of“rationality”, and finally resists only by means of suicide.In light of Fou-
cault’s disciplinary power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Susan’s life of“enslave-
ment”after marriage and herpersonal tragic fate so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deep causes for
difficulties of returning to normal life. By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anxiety and psychologi-
cal crisis issues of modern urban women, this paperattempts to elaboratesits social signifi-
cance and excavates the literary value.
【【KeywordsKeywords】】To Room Nineteen;“rationality”; subjective discourse; disciplin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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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派生态诗人玛丽安·摩

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的作品

不事流派，自有风骨,“没有谁的诗跟

她的相仿,也可能没有人能成为像她那

样的诗人”（Nitchie，1969：iii）。她以一

种“保守的东方哲学视角，即谦卑地接

受自然和进程的统一”（Schulze，1998:
16），“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作为

主 题 来 研 究 ”(Glotfelty and Fromm，
1996：xix)。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丰硕，

但西方学者往往聚焦于摩尔诗歌中自

然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联，较少关注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其诗歌

创作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其诗作中所

展现的自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为向

度，在其“想象中写实”生态诗的维度

上,着眼于“谦卑”美学,从而探讨其诗

所蕴含的生态之“道”。

摩尔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哲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玛丽安·摩

尔：文学生平》（Marianne Moore: A Liter-

ary Life，1990）一书记载, 摩尔在 1908
年选修了一门课程《东方史》，当时主

讲教授是对东方儒、道、佛三教均有所

研究的东方学家乔治·巴顿（George
Barton），其专著《世界宗教史》（Reli-

gions of the World）更是各大高校的学术

教科书，该书为摩尔打开了东方世界

之门。“摩尔曾读过老子与孔子的著

作，跟两位思想家相关的知识遍及她

读书笔记的始末，也散见于她的创作

中”，而且现存摩尔资料的卢森巴赫图

书馆收录有韦特·宾纳（Witter Bynner）
的译著复印本“《老子的生命之道》

““谦卑谦卑””美学美学：：玛丽安玛丽安··摩尔诗中的摩尔诗中的
生态之生态之““道道””

刘海燕①

湘潭大学 湘 潭 410000 中国

摘 要：美国现代派生态诗人玛丽安·摩尔广博吸纳中国文化、哲学之精髓, 独具匠心地应用
于诗歌创作，彰显出以“道”济天下的生态情怀。本文尝试以摩尔与道家思想的交互为支点，
通过分析其“想象中写实”生态诗的特征，进而揭示出“合一”之美、“贵柔”之美和“克制”之美
是其“谦卑”美学涵括的主要方面，旨在为论证东西方生态美学接合的可能性提供典型例证,
并为解决全球化的生态问题提供一种修身维度上的美学反思。
关键词：玛丽安·摩尔；生态诗“谦卑”美学

①刘海燕，女，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湘潭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美现代派文学与绘画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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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 Tzu,
1944），书上尚有摩尔大量的笔记”

（Stamy，1999：192；31）。此外，摩尔的

诗歌跟中国美学思想，尤其是道家美

学思想，有着颇深的渊源关系，中国传

统美学对摩尔的诗歌创作起到了“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钱兆明 卢

巧丹，2010：11-17；2011：216-224）。故

而，本文以摩尔与道家思想的交互为

支点聚焦于诗人生态诗中所蕴含的道

家“谦卑”的生态审美智慧。

“humility”一词在《牛津英语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被定义为

“卑微的品质或者对自己持一种谦卑

的看法；温顺、低下、卑微：是骄傲或者

傲慢的反义词”。其词根可以从意指

“低、轻、小、卑贱”的古法语词“hum⁃
ble”，追溯到拉丁语“humus”。而“hu⁃
mus”在该词典中意指“地面，大地”

（ground, earth）。从释义中不难看出，

“humility”与大地有着不言而喻的关

系，而摩尔正是以一种“谦卑”（humili⁃
ty）的伦理态度言说人与大地之间的关

系。诗人在《谦卑、专一与热忱》（Humil-

ity, Concentration and Gusto）一文中直

言不讳地指出：“于我而言，最具说服

力 的 三 样 是 谦 卑 、专 一 与 热 情 ”

（Moore，1986：420）。西方学者对这一

经典散文中“谦卑”的内涵早就有所关

注，认为摩尔的“谦卑”“不是一种自

贬，而是一种认同的局限，它者也很重

要的一种态势——对于摩尔来说是一

种伦理的责任”（Leader，2005：333）；是

一种“谦卑的生态诗学”，并认为其诗

“给自然界的每种物质提供了伦理身

份”（Weinstein，2010：373，375）。然而，

上述学者虽然认识到了摩尔的“谦卑”

所具有的伦理品质，却未深入考察其

美学意蕴。本文认为，摩尔诗行中所蕴

含的“谦卑”思想融合了东方哲学的观

点，认识论上突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

立思想，体现出道家生态智慧“谦卑”

的三个方面，即“合一”之美、“贵柔”之

美与“克制”之美。

一、“合一”之美

摩尔主张以一种摈弃“自我主义”

（egotism）的谦卑融入到自然世界，达

到“合一”的审美境界。她在《告诉我，

告诉我》（Tell Me, Tell Me）的开篇曾发

出呐喊“告诉我，告诉我/ 何处会有我

的庇护所 / 躲避自我中心(egocentrici⁃
ty) ”（Moore，1967：231）。而“躲避自我

中心”正是诗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主

要路径。诗人曾指出：“中国艺术的精

髓在于凝练的刻画；它所唤起的不可

见的精神品质能使自然保持一种和谐

的神秘。而且人可以通过摈弃妨碍融

入自然的‘自我主义’（egotism）参与到

这种神秘中”（Stamy，1999：150）。此

外，在《玛丽安·摩尔读本》(A Marianne

Moore Reader)的序言中，诗人也明确表

示“作为一种生命方式的道，意指周而

024



复始的合一（oneness）；而自我主义，相

当于佛教的‘无明’( ignorance)，是尘烦

(tedious)的”（Stamy，1999：150）。显然，诗

人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扫除“自我主

义”（egotism）,人与自然方有可能共生共

存，这在佛道两家有共通的认识。此外，

1958年 10月，诗人在美国加州米尔斯

学院作了一篇题为“尘烦与合一”（Tedi⁃
um and Integrity）的演讲，摩尔演讲中的

“integrity”就是指称老子的宇宙整体观

即“合一”的思想（钱兆明卢巧丹，2011：
218）。综上可知，诗人在道家思想的滋

养下，突破了西方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

认识论，主张摈弃“自我主义”，以谦卑

的态度融入到自然世界，力求与自然达

到“合一”的审美境界。

《他“嚼食硬铁”》（He“Digesteth-

HardeYron”）（Moore，1967：99-100）就

是一个传达“合一”思想的好例子。诗

人在起首诗节中这样描写:“虽然曾栖

居/在马达加斯加的隆鸟或大鹏，/还有

恐鸟俱以灭绝，/不过骆驼-麻雀，/因大

小相仿，与之产生关联——色诺芬/曾
见这大麻雀在溪边散步——过去与现

在/均是正义的象征。”在这段描写中，

诗人将古希腊历史学家兼作家色诺

（Xenophon）与物象骆驼——麻雀并

置，同在溪边漫步, 运动的时间在空间

里静止，于无形中构成一种张力，形成

一种关联，即两者都是正义的象征。同

时，诗人以生物学家严谨的态度展开

了对这类鸟的观察：“这种鸟以母亲的

专注/看守孩子——/六个礼拜以来的

每个日夜/一直在孵蛋——他的腿/是
唯一的防御武器。/比马跑得更快；脚爪

坚硬如蹄；哪怕豹子也不怀疑这点”。

诗人以第三人称“他”来指代一只善于

行走与奔跑的雄性鸵鸟，从而使叙述

更加客观与真实，蕴含一种平视的思

想，体现出老子“域中有四大，而人居

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思想。

道、天、地、人都是宇宙的组成部分，是

一个和谐的整体，宇宙就是其四重统

一。人与天、地同为大，天地即为自然，

人不能存在于自然之外，更不能凌驾

于自然之上。“他”夜夜尽心尽责守护

孩子，正如同人类对孩子的爱一样。综

上，鸵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而是

一个象征母爱的隐喻。

然而，人类却往往视己优越于自

然，于是，诗人进一步描写道：“怎能，/
把以羽毛、孵蛋、年轻为傲的他，/当成

骑兽，尊贵的人/像演员那样藏在鸵鸟

皮下，右手/摇晃脖子，像是只活的/左
手从袋子散落粮食，这些鸵鸟/可能被

诱捕杀死！”这里的描写与老子的思

想，形成了一种对应和深化。老子有

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

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

道为天下母，域中其它三大都为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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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即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由道衍生

而来，其关系应是互敬互爱，而非相互

戕害。“鸵鸟/可能被诱捕杀死”表达了诗

人对动物的高度关切，因为动物不是人

类的玩偶，他们也有生命意志，具有生

命神性的光辉。诗歌接下来的部分对动

物鸵鸟蛋的描写，表现出了诗人的深层

思考：1.露出的蛋，虔诚的，/像勒达孕育

出/卡斯特尔和坡勒克斯的蛋，/是一个

鸵鸟蛋。2.六百个鸵鸟头摆在/宴席上，

还有鸵鸟-羽毛-镶齿的帐篷/沙漠的矛，

珠宝——/华丽又丑陋的蛋壳/高脚酒

杯，八对鸵鸟/肩并肩，呈现出一种/常被

表面主义者渴望的戏剧化意义。3.可见

的力量/是不可见的。在这三个引文中，

诗人把鸵鸟蛋和勒达的金蛋并置，以此

来影射鸵鸟蛋的命运。金蛋孕育的生命

波鲁克斯与卡斯托尔成了人类尊重、景

仰的星宿，而鸵鸟蛋孕育出的生命却上

了餐桌，引以为傲的羽毛被拔下镶在帐

篷上，蛋被做成高脚酒杯，诗行无不流

露出对人类暴殄天物的谴责。此处“正

义”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引发人们重新思

考、反省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可见的力

量/是不可见的”；可以说这两行诗是诗

眼，是文心，体现出老子所提倡的对立

统一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顷，音声相

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二

章）宇宙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

对立面相互依存，如美丑、善恶、高下、

前后皆是如此；矛盾的双方都以其对立

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处于统一体

中。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代言者、利用

者和裁决者，应该“成人成己”（live and
let it live），学会谦逊地、敬畏地与自然

生命相处。正如劳伦斯·宾雍（Lawrence
Binyon）所言，“能认识到自身与花鸟虫

草的亲属关系，因此对每一种生命充满

敬畏，赋予每种生命一个合理的存在价

值”（Binyon，1911：26）。
诗人在结尾处写道：“漠视已被吞

噬掉的/众鸟，这只警觉、巨大/翼小，能

疾驰的鸟除外。/这只幸存的叛逆/就是

麻雀-骆驼”。昔日的“骆驼-麻雀”，而

今的“麻雀-骆驼”，揭示出动物生命的

存在价值在既不是以显示人的高贵，

为人所用，也不是与人类互不相干，而

是这两种生命共同栖息于自然，迫害

之剑指向任何一种生命群落，另外一

种也无法独善其身。总之，此诗通过客

观、科学地表述鸵鸟自然进化的历程，

既鞭挞了人类对动物杀戮的自我主

义，又传递出“物种不论尊贵，生存权

都应平等”的观点，即作为存在物之一

的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万事万物共同

的存在和演化才能构成一个自生、自

成、自律、自足的整体世界，因此，该诗

彰显出道家“合一”的生态审美情怀。

二、“贵柔”之美

摩尔的诗除了展现“合一”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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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情怀之外，她还在诗中直白地表

达过老子的“贵柔”思想。她在《然而》

（“Nevertheless”）一诗中直接指出，“柔

弱能战胜/威胁, 而刚强则打败/本身”

（The weak overcomes its/ menace, the
strong over-/ comes itself.）（Moore，1967：
125）。这与《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中“柔

弱胜刚强”的思想高度契合，所谓“贵

柔”，并非倡导消极懦弱，执守弱势，而

是倡导一种谦下的态度，是“谦卑”美

学意蕴的一种体现，也是与“自我主

义”相对的一种谦卑与恭敬。此外，强

大处下，柔弱处上，昭示出一种修身养

性的实践美学，对解决环境问题是大

有裨益的。

道家“贵柔”的生态美学绝妙地体

现在摩尔《跳鼠》(Moore，1967：10-15)
一诗中。此诗得灵感于《我所知的怪异

动物》（Strange Animals I Have Known）

这部书对跳鼠的描述：跳鼠是一种小

老鼠，依靠细如柴棒、修长的后腿奔

跑，前肢已经退化成小手（Moore，
1967：263）。老鼠入诗不足为奇，但是

在东西方的文学传统中，老鼠总是以

邪恶、让人厌恶的形象存在于文化印

记中。而摩尔笔下的跳鼠虽然柔弱、身

材细小，却生气灵动、坚忍刚强、诗意

地栖居在浩瀚无垠的撒哈拉沙漠。

该诗由两部分构成：“奢靡”（too
much）与“富足”（abundance）。第一部

分讲述穷奢极侈的埃及皇室在生活上

对自然的占有与摧残。一开始，诗人把

两个重要的概念：自然与权力并置，强

烈抨击权力对自然的掠夺、占有和扭

曲。诗人在诗中如是写道：“罗马有/一位

艺术家，自由民，/设计出一座果形物

——松果/也像杉果——是座多孔的喷

泉。”（Moore，1967：10）艺术家缺乏对自

然之物的观察，从自然撷取物体作为创

作的主题，却无视自然物的品质，故其

设计出的作品在形状上模糊难辨，渗透

出对自然之物的轻蔑与不真诚。紧接

着，诗人更直接鞭挞人类在文化的进程

中对自然的掠夺：“圈养鳄鱼,/ 而且，迫

使狒狒/踏上长颈鹿的脖子去摘果子，/
他们命令奴隶用绳子拴住/河马/放出有

斑点的狗猫/去追踪羚羊，迪克羚，野山

羊；/有时利用幼鹰。他们把一切占为己

有”（Moore，1967：10）。类似的诗行不胜

枚举。一言以蔽之，在这一部分，诗人从

文化、历史的维度鞭挞了人类对自然的

无情掠夺。但庆幸的是，跳鼠逃离了人

类文化对它的滥用，虽然这种小小的跳

鼠生活在“各类生命似乎都会放弃的领

域，但是它却生存下来”（Ditmars，
1931：274）。那里“没有水，没有棕榈树，

没有象牙床”，但是，跳鼠却感到“惬意

欢快”，“谁也无法成为他/他拥有富足”

（Moore，1967：12）。
在第二部分“富足”中，摩尔倾注

笔墨于这种小小的非洲沙漠鼠。相对

于强势的人类与令人敬畏的大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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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些沙漠鼠微不足道，然而，在荒

芜凋敝、环境恶劣的沙漠中，这些弱小

的动物却自足惬意，展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诗人向读者展现了一种以弱胜

强的生命姿态，表现出其对弱小生命

的尊重以及对万物的谦卑之感。摩尔

对自然心存谦卑，而“谦卑”却并不意

味着“卑下”或“卑微”，而是一种不卑

不亢的姿态，她具有“对动物令人惊叹

的不屈尊的情感”（Bishop，2008：685）。

“不屈尊”亦即平等的态度，正是源于

“道”之美学的影响。摩尔懂得“弱之胜

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的精髓，“能

知”，“能行”，知行合一，将老子的“柔

弱”美学臻达极致。跳鼠虽弱小、微不

足道，但在其笔下生气勃发，刚强自

立。诗作中这样描写跳鼠的跳动：“跳

跃的音乐性与几何性：跳五步或跳七

步，/ 跳跃的两种长度，/ 酷似贝都因长

笛吹奏出的/起伏音符，它不再收集/可
旋转的小调味瓶上的残物，以袋鼠/的
速度留下蕨类种子的足迹。/它的飞跃

应定在那/六孔的木箫上；/撑直身体/状
如平稳的三角形——实用的齐本德尔

家具/爪子倚靠在后腿上，尾巴担当第

三条腿，/一个飞跃又一个飞跃飞回了

家”（Moore，1967：14-15）。跳鼠那野性

的跳跃动作激发出一种自然之美，崇

高之美。此刻，跳鼠不再卑微，而是以

柔弱中带有刚强的姿态栖居在自身的

客观环境中。

具体而言，该诗拒绝把跳鼠看成

人类道德的讽喻式的阅读，而是让我

们看到跳鼠的刚毅与适应性超越了人

类的能力。自然万物的生长如这跳鼠

一般遵循自然规律，自生自长，有其自

在性；诗中折射出的“贵柔”思想并非

倡导弱小与懦弱的品质，而是指如跳

鼠一般坚韧、自足的品质。换言之，“贵

柔”的存在是一种内敛的、谦卑的存

在，是对客观环境的一种自我观察与

自我适应。

三、“克制”之美

摩尔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主

题时，把克制视为客观、公正的修身原

则。摩尔认为道家“道”的克制品格凝聚

在中国龙上。她曾在强调道家的无为

时，提及龙“克制的力量”（Stamy，1999：
150）。这一点在其诗篇《哦，化作一条

龙》（O to Be a Dragon）当中显露无疑。在

此诗中，龙是“宇宙王者的象征——小

如/蚕虫，大能遮天；有时隐形入渊。/真
实的现象！”（Moore，1967：177）摩尔认

为能上天入地的龙却可做到谦卑如蚕

子，正是克制之美的体现。这种思想自

然而然会映射在摩尔对待自然的情感

上，她在诗歌中提倡品德修养，重视以

修德的方式促进自我克制，主张“最深

的情感常常在沉默里流露/不是沉默，而

是克制”（Moore，1967：91），具体体现在

道家的无为与寡欲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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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摩尔的一首短诗《一只水

母》（A Jellyfish）把道家哲学的这种克

制品格具象化，体现出无为之美：“忽

隐, 忽现, /一种波动的魅力/一块琥珀

色的紫水晶/栖息于此, 你的手臂/靠
近, 它展开/然后合拢；你本想/抓住它,
它颤栗；/你放弃本有的意图”（Moore，
1967：180）。首行隐（invisible）与现（vis⁃
ible）无疑传达出道家的对立统一美学

观。一只琥珀紫的水母在水中畅游，时

而露出水面，时而隐没水中，产生一种

“波动的美”，一切自然，依其本性而

为。你，想象中的观者，“伸手靠近”，而

畅游的水母本色依旧，开开合合；水母

颤栗，你似乎和它融为一体一起“颤

栗”，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自然交融。最

后，主体放弃了最终的意图，达到“去

主体”的境界，展现给读者的画卷和谐

而且静谧。诗中的水母不单单是水母

本身，指代的是一切生物，而“你”也不

单纯是“你”，而是指整个人类，画面的

和谐是人、生物与大海三者间的和谐

共存。“对动物没有身体的接触与占

有, 只进行纯粹的观察,这是一种崇

高。”（Malamud，2003：109）这种崇高体

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万物依自然而为，

从而实现生态之“无为”美。

另一方面，“克制”美体现在道家

的寡欲上。以《北极牛（或羊）》（The Arc-

tic Ox or Goat）（Moore，1967：193-194）
为例。该诗得灵感于约翰·蒂尔（John

J. Teal）在 1958年 3月发表于《大西洋

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一篇题为

《北极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 of
the Arctic”）的文章。在诗歌的开篇，摩

尔就提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应有良知

的关系：“要穿上北极狐毛衣/你就得杀

死它。而穿/麝牛毛衣——一种北极牛

的皮下毛——/拉下来像毛线衣；/你的

外套，温暖；你的良知，心安。”人类与

生物相互依存，是共生的关系，不应该

为了一己之利而捕杀生物，可以以一

种更生态、更和谐的方式做到既温暖

又心安，即采用麝牛羊绒取暖。而且

“一头麝牛能长出六磅/绒毛；用作开司

米的公羊，/羊绒仅有三盎司——全部

的——羊绒。”在不伤害麝牛的前提

下，麝牛羊绒的产量远远超出北极狐。

在诗歌的结尾，诗人义正言辞的指出：

“倘若我们不善待/那些动物的绒毛，/
我想我们冻僵也是活该。”任何生物都

有自己的权利，人类在利用生物的价

值时应该持一种克制的谦卑之心，践

行“道常无名，朴；见素抱朴，少私寡

欲”（《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的道德观，

有必要从一种以己推物的善良立场看

待人与生物的关系。

四、结语

摩尔的诗歌早于环境运动数十

年，却体现出很多与之相似的主题，如

鄙视人类的贪婪、掠夺、与人类中心主

义，赞同自然的多样性、秩序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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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摩尔的生态智慧更是一份

“西方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

理论的发展都与借鉴中国古代的生态

智慧密切相关”的明证（曾繁仁，2010：
38）。她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以生物

学家的严谨，将道家深刻的生态智慧

之“谦卑”美学融入到对自然的观察

中，再现自然界一个个本真的意象，为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打破二

元对立藩篱地、积极地、有效地、美学

层面上地探索路径，为人类提供一种

具有生态意义的修身思索：其一，特别

关注语言与想象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

停，注重培养人类的生态整体观意识；

其二，主张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主体

性，强弱关系并非定势，倡导在两者间

建立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共生的伦

理关系；其三，人类对非人类应持谦卑

的“克制”态度，非人类的价值不应依

附于人类的用途。一言以蔽之，摩尔的

这种摈弃自我主义、尊重非人类有机

体在其环境中的主体身份、在语言与

想象中欣赏有机体本然美的“谦卑”美

学观，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以

“道”济天下的修身原则。

References (References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Binyon, L. 1911. The Flight of

the Dragon. London: John Murray.
[2]Bishop, E. 2008.“As we like it.”

Poems, Prose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3]Ditmars, R. 1931. Strange Ani-

mals I Have Kn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4]Glotfelty, C. 1996. The Ecocriti-

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Univer⁃
sity of Georgia Press.

[5]Leader, J. 2005. Certain Axioms
and Rivaling Scriptures: Marianne Moore,
Reinhold Niebuhr and the Ethics of En⁃
gagement.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51. 3.

[6]Molesworth, C. 1990. Marianne

Moore: A Literary Life. New York: Athe⁃
neum.

[7]Moore, M. 1955. Predilections.

New York: Viking.
[8]Moore, M. 1967. The Complet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 New York: Vi⁃
king Press.

[9]Moore, M. 1986. The Complete

Prose of Marianne Moore. New York: Vi⁃
king Press.

[10]Malamud, R. 2003. Poetic Ani-

mals and Animal Souls. New York: Pal⁃
grave.

[11]Nitchie, G. 1969. Marianne

Moo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Schulze, R. 1998.“Marianne
Moore’s‘Imperious Ox, Imperial Peach’

030



and the Poetry of the Natural Worl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44.

[13]Stamy, C. 1999. Marianne Moore

and China: Orientalism and A Writing of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Weinstein, J. 2010. Marianne

Moore’s Ecopoetic Architectonics. ISLE,
17. 2.

[15]Qian, Z. M. & Lu, Q. D. 2010.
Marianne Moore and Chinese Aesthet⁃
ic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3.

(钱兆明，卢巧丹.2010.“摩尔诗歌

与中国美学思想之渊源”,《外国文学研

究》,第3期,第10-17页.)
[16]Qian, Z. M. & Lu, Q. D. 2011.

Su Meimei’s The Way of Painting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Moore’s Poetry. For-

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
(钱兆明，卢巧丹. 2011.“苏美美的

《绘画之道》与摩尔诗歌的新突破”,《外

国文学评论》,第3期,第216-224页.)
[17]Zeng, F. R. 2010. Reflection

and Expect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Research on Marx-

ist Aesthetics, No.1.
(曾繁仁.2010.“生态美学建设的反

思与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

究》,第1期,第31-42页.)

“Humility”Aesthetics: Taoist Ecological
Wisdom in Moore’s Eco-poems

LIU Haiya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0000, China

【【AbstractAbstract】】As a prominent eco-poet in American Modernism, Marianne Moor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ldly taking in wisdom from its philosophy
and painting in her creation, which makes her poem idiosyncrasy. In this paper, it is in-
tended to dig out the containment of Taoist aesthetic wisdom in her poems based on the ex-
amination of her engagement with Taoist culture. It is turned out that her poems embody
three aspects of Taoist“humility”aesthetics: beauty of“integrit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beauty of“weakness”and beauty of“restraint”. And it is hop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interface oriental ecological aesthetics with occidental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o as to
offer mankind a self-cultivating concept to positively face and solve global ecological di-
lemma.

【【KeywordsKeywords】】Marianne Moore; eco-poetry;“humility”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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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20世纪的美国诗人中，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可

谓是独树一帜。他的诗歌往往取材于

平淡无奇的自然景物，利用简单清新

的口头语言，借助象征隐喻的写作手

法，表达深刻隽永的人生哲理。在简单

的语言形式背后，蕴藏着丰富的诗意

和深刻的哲理，颇有欺骗性，研究者把

这 种 风 格 称 为“deceptively simple”
（Faggen，2008：iii），最能体现这一风格

的是他的名诗The Road Not Taken。这首

诗熔叙事、抒情和说理为一炉，通过简

单的叙事，来表达诗人独到的人生体

悟，探索人生选择中的或然性、必然

性、自由性、平等性、艰难性、差异性、

坚持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等。

目前，学界对这首诗的主题思想、语言

特色和艺术技巧等已经做了大量研

究。然而，笔者认为，这首诗还有一个

主题，即不走寻常路。为了表达这个主

题，诗句的语言形式也不循常规。从文

体学角度来看，偏离常规的语言具有

前景化特征。虽然已有人从前景化角

度来分析这首诗，但其解读语焉不详，

难以令人满意。本文仍从前景化的视

角，探析这首诗在语音、书写、词汇、句

法和语义层面上的前景化特征，旨在

对这首诗作出新的解读。

二、前景化理论

前景化（foregrounding）是西方文

体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源自于

绘画。画家通过艺术技巧，把艺术形象

从背景（background）中突显出来，以吸

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预期的审美效

果。刘世生和朱瑞青（2006：34-43）对

前景化视角下前景化视角下The Road Not TakenThe Road Not Taken的的
另类解读另类解读

王庆国①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昆 明 651701 中 国

摘 要：The Road Not Taken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首名诗，流传甚广，学界对其主题思想、语
言特色和艺术技巧等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有人还专门从前景化角度来分析这首诗，但其解读
语焉不详，难以令人满意。本文仍从前景化的视角，探析这首诗在语音、书写、词汇、句法和
语义层面上的前景化特征，旨在对这首诗作出新的解读。研究还发现，诗行排列中存在黄金
分割律，能形成前景化特征，体现着这首诗的建筑美与和谐美。
关键词：未选择的路；罗伯特·弗罗斯特；前景化；黄金分割

①王庆国，男，云南大学滇池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体学、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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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化理论做过系统梳理。简而言之，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

出“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

念，强调“陌生化”能给人新鲜、惊异的

强烈美感。实际上，“陌生化”可以看作

“前景化”的雏形。1964年，穆卡洛夫斯

基用捷克语提出“aktuatisace”，被加文

英译为“foregrounding”(Peer，1986：5)，
对应的汉译为“前景化”。穆卡洛夫斯

基和雅各布森分别提出了实现前景化

的两种重要手段：变异和平行。利奇将

两者结合起来，区分了组合前景化

（syntagmatic foregrounding）和聚合前景

化（paradigmatic foregrounding）。聚合前

景化是在语言系统允许的范围之外选

择，而组合前景化则是重复原来做出

过的选择。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前景化

是“有动因的突出”，即对主题解读有

促进作用的语言特征才能形成前景

化。从本质上讲，前景化是偏离常规而

使用的语言特征，对文本解读具有促

进作用。

三、The Road Not Taken 的前景化

新解

本文将以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

诗The Road Not Taken为例，从语音、书

写、词汇、句法、语义5个层面进行前景

化分析。

1. 语音层面

乍一看，这是按传统模式写的押

韵诗，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首诗的每个

诗段有5行，为奇数，而在英诗中，每个

诗段的诗行数多为偶数，这已是偏离

常规。其次，每个诗段的押韵模式貌似

为 ABAAB，不是连续韵 (AABB)，交叉

韵(ABAB)，或首尾韵(ABBA)中的任何

一种，但却含有这三种韵式的某些组

合。此外，最后一个诗段中，第2行和第

5行的韵脚词分别为“hence”和“differ⁃
ence”，看似押韵，仔细分析两词的读

音，/hens/ 和 /ˈdɪfrəns/ 并不完全押韵，

因此，最后一个诗段的韵式和其他诗

段略有不同，并非都是ABAAB。
再看格律，全诗大体上以抑扬格

写成，但第 1诗段每行均有 9个音节，

后3个诗段的音节数却不规律，分别为

9/9/10/8/9，9/8/10/9/10，9/8/9/8/9。大多

数诗行的音节数为9，全诗格律摇摆不

定，介于四步抑扬格和五步抑扬格之

间。

无论是从每个诗段的行数、押韵

模式还是诗歌格律来看，这首诗的音

韵特征都不循常规，给读者创造一种

似是而非的感觉，暗示了人生中的选

择虽有相似性，但却充满了差异性和

不确定性，这也是诗歌的意蕴所在。因

此，语音特征因偏离常规而形成前景

化，具有文体学价值。

2. 书写层面

在书写层面上，前人只注意到第

14 行（“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中有个感叹号，和行首的“Oh”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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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表达主人翁内心中的惊讶与感

慨。笔者研究发现，这首诗的诗行排列

中蕴藏着黄金分割律，颇具美学价值。

黄金分割是几何学中的概念，最

初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据说，有一

天，毕达哥拉斯在街上行走，听到铁匠

打铁的声音十分悦耳，于是驻足倾听，

发现铁匠打铁很有规律，并用数学的

方式来表达这种声音的比例。后来，欧

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对黄金分割进

行了系统证明。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

黄金分割体现着比例的和谐性，能引

起人们的美感，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

个学科，如绘画、音乐、书法、建筑等。

照此推理，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讲

究分行排列，同样具有建筑美，诗行排

列中也应存在黄金分割律。

在几何学中，黄金分割被定义为：

把一条线段分割成两部分，使较短线

段与较长线段的比值等于较长线段与

整条线段的比值，其比值为（√5-1）：

2，取近似值为 0.618。假设某线段的长

度为单位 1，分成两段后，较长一段的

长度为 0.618，较短一段的长度则为

0.382。反过来，如果用线段总长分别乘

以 0.382和 0.618，即可得到两个黄金

分割点的位置。这首诗共20行，两个黄

金分割点的位置分别为20×0.328=7.64
和 20×0.618=12.36，取整数来看，其位

置分别在 7-8行和 12-13行。反观原

文，第7-8行的原文为“And having per⁃

haps the better claim, /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写的是选择第

二条道路的理由；第12-13行的原文为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写
的是放弃了第一条路，并最终决定选

择第二条路。两处信息因在黄金分割

点的位置上而变得更加突出，分别强

调了选择第二条路的理由和决定。然

而，从标题“The Road Not Taken”来看，

诗人应写未选择的路，实际却写了所

选之路，标题与内容形成矛盾。主人翁

选择了第二条路，但却对第一条路念

念不忘，在得与失的矛盾中寻找和谐，

这种和谐在诗行排列中以黄金分割的

形式得以体现。

3. 词汇层面

全诗内容加标题共有148个单词，

其中单音节词116个，双音节27个，三

音节词5个。大量单音节词形成前景化

特征，给读者造成一种貌似简单的假

象。仔细阅读可知，有的词语表达让人

费解，尤其在第二个诗段中。主人翁发

现难以做出选择，因为第二条路同样

“fair”，这是个双关语，既表达了第二条

路风景优美，也表达了选择公平公正，

为后文突出差异性埋下伏笔，但很多

理解和翻译只道出了第一种含义。

代词“I”在全诗中共出现 9次，使

用频率极高，因多次重复而形成前景

化。从意义上讲，“I”具有主体性，是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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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主体，也是做出选择和行动的主

体，说明人生之路只能靠自己来选择

和行走，他人无法代劳；“I”又具有局限

性，因为个人极目远眺的尽头最多是

道路的转角，暗示个人视野具有局限

性；“I”还具有模糊性，可能指代诗人，

也可能指代诗中主人翁，还可能指代

读者。从“I”在诗段中的分布情况来看，

在第 1、3和 4诗段中各出现了 3次，而

在第 2诗段一次也没出现。准确地说，

第 2 诗段本可加上“I”，说成“Then I
took the other...”，但“I”却被省略了。人

称代词“I”的缺失意味着“第二条路”好

像与“我”无关，但主人翁最终恰恰选

择了这条路，代词的使用具有欺骗性。

此外，在最后一个诗段中，“I”分别出现

在第18行的结尾和第19行的开头，被

连续重复使用，两行间还以破折号连

接，表达的语气中既有迟疑，又有坚

定。

连接词的使用也别具特色，引人

注目。全诗共使用了 9个“and”，其中 3
个放在句中，而6个分别放在诗行的开

头。连词把句子一个个串连起来，给读

者创造了一种漫长的感觉，暗示人生

之路漫漫。诗行开头的连词犹如漫漫

长路上的一个个路标，出现在道路的

转折口，指引着旅人走上不归路。第 1
诗段的 2-4 行开头分别连用了 3 个

“and”，读起来感觉很顺畅，但内容却

写主人翁遇到岔路，难以做出抉择，且

选词上出现了错误（参看句法层分析

第2段），暗示道路越顺畅，越容易走错

路，这种阅读体验和诗歌蕴意相吻合。

还值得注意，第 2诗段中，除了用连词

“and”外，还使用了“then”，“because”和
“though”3个连词，逻辑关系复杂，表

现了主人翁面对选择时的复杂心情，

也突出了选择的艰难性。

4. 句法层面

在句型选择上，所有诗句均为陈

述句，但从语气上讲，第 15 行的“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一
句却充满了疑问，表达了主人翁感到

前途未卜，对人生选择充满了怀疑之

情。

从句法结构看，“And be one travel⁃
er, long I stood”不易理解。联系上一句，

应理解为“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I)
was one traveler”；而联系下一句，则应

理 解 为“being one traveler, I stood
long”。换言之，在选择措辞时，诗人故

意犯错，用了“be”，而不是“was”或“be⁃
ing”。这给读者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表达了主人翁选择道路时的彷徨之

情，不清楚到底该往前走，还是该往后

退。但无论怎么走，都意味着选择错

误。此外，这里的诗行分别用了 3 个

“and”连接，读起来非常顺畅，暗示人

生道路越顺畅，越可能走错路。

和词汇重复一样，诗句中也有重

复，同样形成前景化。第18行重复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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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 中 的“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使全诗尾呼应，浑然一体，给读

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第 18行中

的去掉了“yellow”，并新增了“and I ”，
重复中也有差异，暗示了人生旅程中

的选择既有重复性，也有差异性和不

确定性。

时态错综复杂也使诗句呈现前景

化特征。第 1-15行中，诗句多用过去

时，但第 14 行（“how way leads on to
way”）突然变为一般现在时，讲述客观

事实：一条道路通向另一条道路，最终

使人走上不归路，道出了人生之路不

可逆的本质。在第 16-20行中，诗人把

时态突然变为将来时，在某个想象中

的将来，重新回顾过去，再次使用过去

时。全诗的时态错综复杂，将过去、现

在和将来编织在一起，表达了人生既

有对过去的回望和留恋，也有对未来

的幻想和怀疑，还有对不可能得到事

物的牵挂和感伤。

5. 语义层面

诗中的“road”和“way”是同义词，

但仍有细微差异：“road”前有数词

“two”修饰，表达具体的“主路”，“way”
前面无任何冠词，表达抽象的“小路”，

也可引申为“途径、方法”。概念由具体

转为抽象的过程，就是这首诗隐喻化

的过程，简单的事实因隐喻而变成深

邃的哲理。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大量模糊

语言，例如“a yellow wood”，“one travel⁃
er”，“I”，“perhaps”，“claim”，“wanted
wear”，“the passing”，“about the same”，

“another day”，“way”，“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等，这些词含义

或指称具有模糊性。此外，连词“and”
表达的逻辑关系也很模糊，以致读者

读到“sigh”时，难以弄清主人翁到底是

因遗憾而叹息，还是因宽慰而叹息，大

量模糊语的使用使全诗充满朦胧美和

神秘美。

四、结语

这是一首看似寻常，却别具一格

的诗，在语音、书写、词汇、句法、语义

层面上都能找到前景化特征。语言使

用偏离常规，既能引起读者注意，又能

有效表达诗歌主题：不走寻常路。从前

景化角度来分析，确实能重新解读到

这首诗的精妙之处。还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特征都似是

而非，充满了矛盾性，有自然与社会的

矛盾，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思想与

行动的矛盾，有得到与失去的矛盾，有

常规与意外的矛盾，有简单与深邃的

矛盾，有叙事与哲理的矛盾等等。然

而，从意义上讲，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调

和，矛盾中也蕴藏着和谐；从语言表达

形式上讲，诗行排列中存在黄金分割

律，能形成前景化特征，体现着这首诗

的建筑美与和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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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grounding in The Road Not Taken:
A New Interpretation

WANG Qingguo
Dianchi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17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As one of the best-known poems of Robert Frost, The Road Not Taken has
been extensively read and scholarly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studies of its themes,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artistic skills. The theory of foregrounding has been particularly
appli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poem, but the interpretations are too vague and far
from satisfactory. To have a new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re- examines the
foregrounding features in this poem, especially the features on the linguistic levels of pho-
nology, graphology, lexis, syntax, and semantics. In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princi-
ple of the golden section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oetic lines and consti-
tutes an essential part of foregrounding, which embodies the structural beauty of this po-
em and meanwhile conveys the theme of harmony.

【【KeywordsKeywords】】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 foregrounding; the golde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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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学习者句重音感知和产出中国英语学习者句重音感知和产出
的实验研究的实验研究

李运河① 郑鲜日②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延 吉 133002 中 国

菏泽学院外国语学院 菏 泽 274015 中 国

摘 要：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句重音感知和产出。感知和产出两项实验结果显
示：第一，尽管被试对焦点重音整体感知水平较好，但存在一定比率的窄焦感知盲点；第二，
感知高低分组的句重音产出声学参数不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两组部分被试对重读和非重读
元音F0声学线索权重不当，局部存在汉语声调迁移现象。分析表明，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句重
音感知和产出存在适度关联。
关键词：英语专业学生；句重音；感知；产出；关联

一、引言

英汉语节奏类型存在差异，英语

是重音计时型（stress-timed），汉语为

音节计时型（syllable- timed）（Pike，
1945）。英语携带词层节律结构，重读

音节的主要声学表现是基频（F0）升

高 ，时 长 加 长（Fry, 1958；Bolinger,
1972）。汉语普通话是声调语言，具有

词层音高特征，音高是汉语最主要的

声学特征（Fu et al., 1998）。从二语习得

角度看，英汉韵律差异可能会对汉语

者的英语句重音产生影响，国内这方

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深

度上仍待进一步加强。基于实验，本研

究考察山东方言区汉语普通话背景的

英语专业学生句重音感知和产出水平

及二者的关联度，并分析母语迁移的

影响。

二、相关研究

1.基本理论

重 音 类 型 模 型（Stress Typology
Model, STM）（Altman & Vogel, 2002）主

张，非重音语言背景的二语学习者对

重音习得会有困难。Altmann（2006）指

出，如果学习者的一语是非重音语言，

则对二语重音感知更敏感，产出更困

难，困难程度与一语和二语所在的层

级呈正相关：两层级差异越高，产出越

困难。在Altman (2006: 38)的重音模型

中，英汉处于语言重音类型的最高层

级，分别是重音和非重音语言的代表，

因而中国学习者产出英语重音时很难

①李运河，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音学、句法学、认知语言学

②郑鲜日，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音学、音系学、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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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英语本族语者水平。

韵律迁移假说（Prosodic Transfer
Hypothesis, PTH）主张，如果一语不提

供二语要求的某种韵律表征，二语学

习者产出中介语音系成分时会发生表

征 困 难 现 象（Goad & White，2004：
122）。韵律迁移不但发生在词法形态，

也会迁移至韵律层面（郭兴荣 陈晓湘，

2017）。根据 PTH可推测，汉语（非重音

语言）与英语（重音语言）的重音表征

有差异，汉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英

语重音时会有困难。

2.有关汉语者的二语句重音研究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句重音分

布与英语本族语者存有差异，会出现

多重音、介词重读等现象（陈桦，2008；
陈桦 王馨敏，2015）。这些研究倾向于

现象观察和数量统计，声学参数分析

不足。翟红华和赵吉玲（2015）梳理了

有关汉语方言者二语语音的成果，认

为研究以描写性分析为主，声学实验

和语料库研究并不充分。Wang et al.
(2010) 通过实验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

突显分布模式感知和产出的关系，发

现被试的感知和产出与其英语口语的

熟练程度密切相关。但是，实验中感知

组和产出组为两组不同的被试，因而

没能也无法就感知和产出的关系做深

入探讨。

3.研究问题

鉴于句重音研究现状，本研究通

过感知和产出实验，主要探讨以下几

个问题：

（1）英语专业学生的句重音感知

和产出水平如何？

（2）汉语声调是否对其英语句重

音习得产生影响？

（3）英语专业学生的句重音感知

和产出水平是否存在关联？

三、实验一：感知实验

1.研究方法

（1）语料和被试

本实验基于 Paul et al. (2005)，以
问答形式设计测试项（问句）和刺激项

（答句）。实验包含 12个重音数据收集

项目，刺激语料为含突显词语的简单

陈述句，测试选项为相关问句。每个正

确选项与其相应的朗读语料组合成一

问一答的独立小对话，对话示例如下

（斜体表示重读，下同）：

对话样本一：A: What do you like
on gentlemen?

B: I like blue ties on gentlemen.
对话样本二：A: What ties do you

like on gentlemen?
B: I like blue ties on gentlemen.
录制时选择其中一个刺激答语作

为发音人语料，电脑屏幕显示两个问

句供被试选择。

被试为24名大学本科英语专业二

至四年级在校学生，其中男女生各 12
名，使用山东方言和汉语普通话，英语

Linguistics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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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平均为13年，20人通过CET4
或 CET6，11 人通过 TEM4，5 人通过

TEM8。
（2）实验过程

语料录制和程序设计。发音人为

美国女性，29岁，语言学硕士，美国标

准语音，录制前参与语料设计和修改。

录音在语音室进行 ，录音采样率

44100 Hz，精度 16bit，用 Adobe Audi⁃
tion 3.0录音并处理，然后用 E-Prime
1.1编程，屏幕指令用汉语说明。为控

制反应时，基于前测将各题间隔设定

为10秒。

被试答题。被试佩戴耳机，在语音

实验室完成测试。被试在专业测试人

员指导下熟悉先导语和测试流程。在

E-Prime环境下，被试在屏幕上会看到

符号“+”，然后听到一个英语陈述句，

看到“OK”根据其听力理解按“1”或者

“2”键选择相应的测试问句，听明白后

立即按键。如果已经熟悉实验操作就

按“enter”键进入测试阶段；如果没有

熟悉操作就按“Q”键返回重新练习。测

试阶段则没有反馈也不能中断。

（3）数据采集

E-Prime 后台记录准确率（ACC）
及反应时（RT）。ACC是反应被试感知

的主要变量，RT是反应其心理状态和

情绪的变量，从屏幕上“OK”字符弹出

后开始计算。提取每个被试的 12个重

音ACC数据，计算个体被试ACC均值，

求出全体被试（N=24）ACC均值，数据

用于分析。RT只作为实验过程监控参

考指标。

2. 结果与讨论

用 Excel 和 SPSS 对 24 名被试的

ACC数据结果做出统计，其中，极限值

为个体被试ACC均值，均值为全体被

试（N=24）ACC均值，见下表：

表1. 被试ACC描述统计

ACC

N

24

上限值

（%）

92

下限值

（%）

50

均值

（%）

64.63

标准

差

0.11

表 1显示，被试（N=24）的 ACC均

值为64.63%，标准差为0.11，全部被试

的ACC均在 50%以上，说明被试对各

句焦点重音的感知水平总体较好。

下图显示被试（N=24）的句重音感

知ACC分布情况：

图1. 学生ACC分布情况

图 1学生 ACC分布情况显示，全

部被试（N=24）的ACC分布于50～92%
区间。ACC值为 50～60%者（N=10）约

占 41.67%；ACC 值为 60～70%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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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占 37.5%；ACC值为 70～80%者（N=
3）占 12.5%；ACC值为 80～90%者（N=
2）约占8.33%。感知ACC高概率分布区

间为 50～70%，人数（N=19）约占全部

被试（N=24）的79.17%。

学 生 ACC 高 概 率 分 布 区 域 为

50%-70%,其中N=19，在全部被试（N=
24）中占比约79.17%，说明大部分被试

对英语焦点重音具有较好的感知能

力，能够根据发音人的重音线索理解

其语气和语义，并据此定位说话人的

话语信息。也就是说，经过10余年的英

语学习，英语专业学生在焦点重音感

知层面具有较好的意识，总体水平较

高。全体学生的ACC都在50%以上，这

一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但是，ACC上

限值（92%）者 1人，ACC较大值（83%）

者也仅 1 人，二者（N=2）总计占比

8.33%，而 ACC 低于 60%者（N=10）约

41.67%。对被试的问卷调查显示，重音

感知较好者（N=12）占 50%，不确定者

（N=8）约 33.33%，而较差者（N=4）约

16.67%。综合来看，部分学生的感知水

平并不非常理想。

STM将英汉语重音系统分类划为

最高层级，中介语者的重音感知相应难

度较高，而且语流中重音的捕捉比单纯

的词语重音感知更加复杂，涉及焦点、

语境、语速等因素。基于感知的重音盲

点模型（Stress Deafness Model，SDM），

Dupoux et al.（2001），Peperkamp & Dup⁃

oux（2002）提出，母语重音指派规则程

度会决定学习者对二语重音差异的感

知，母语重音系统越规范，学习者对二

语重音的习得越困难，发生重音感知

盲点的可能性更大。SDM是语言类型

学的词语重音假设，基于盲点这一概

念，我们提出语流韵律的重音盲点。

Ladd (1996) 主张按照焦点的宽窄对焦

点重音分类，宽焦标记性较弱,窄焦较

强，可将焦点重音类型看成由最窄焦

点到最宽焦点的一个连续统。由此，我

们提出窄焦盲点这一术语，并将其定

义为听话人对特定语境下韵律短语中

的单词重读的感知盲点。窄焦盲点会

影响听话人对发话人的语义信息解

码，心理表征较重音盲点更为复杂，不

仅涉及突显成分的声学线索，而且与

听话人的神经感知水平、话语的认知

语境等因素相关。感知实验显示，被试

普遍存在一定概率的窄焦盲点。从实

验结果看，尽管英语专业学生对焦点

重音的心理感知总体来说不存在太大

障碍，但也并非已经达到理想水平，英

语重音训练应该是语音教学的一个重

要环节。

本实验的感知成绩作为重音产出

实验被试的选择依据，并区分感知高

分组和低分组。

四、实验二：产出实验

1.研究方法

（1）语料和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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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本实验基于 Trofimovich & Baker
(2006)，设计为6个问答形式的短对话，

问句为提示语料，答句为实验语料。例

如：

- Did the boy get wet?（提示语料）

-Yes. He didn't have a hood on his
coat.（实验语料）

被试为感知实验成绩高分组和低

分组各10名（N=20）。高分组（N=10）上

限值为 92%，下限值为 67%，均值为

73.5%。低分组（N=10）上限值为 58%，

下限值为 50%，均值为 54.8%。独立样

本 T检验显示，高低分组感知ACC存

在显著差异（t(18)=6.256，p=0.000）。
（2）实验过程

被试提前熟悉语料内容，并练习

10分钟，然后在录音室佩戴耳机用Au⁃
dition3.0录音。由专业人员用 Praat进
行标注，标注 5 层，分别为 word、syl1
(stressed syllable)、syl2 (unstressed sylla⁃
ble)、v1 (stressed vowels) 和 v2 (un⁃

stressed vowels)，然后用脚本自动提取

音节时长、元音F0和元音强度。用Ex⁃
cel和SPSS对相关数据计算并分析。

（3）数据采集

实验采集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

的元音F0、音节时长和元音音强。重读

音节 18个，将被试（N=10）考虑在内，

每项重音声学数据总计180个。非重读

音节 23个，将被试（N=10）考虑在内，

每项非重读音节声学数据总计230个。

用Excel计算每个被试各项参数均值，

按感知高分组（N=10）和低分组（N=
10）将数据分类，求出各组重读音节和

非重读音节各项参数总样本均值，计

算高低分组的非重读音节与重读音节

三组参数均值比值，各组比值作为分

析的因变量。

2.结果与讨论

按照高低分组，将音节时长、元音

F0、元音音强参数用SPSS处理，相关数

据见下表。表中极限值为个体被试的

组别

高分

低分

值类

均值

标准差

上限/
下限

均值

标准差

上限/
下限

F0（Hz）
重读

184.27
49.65
259/
122

201.53
49.45
289/

134.17

非重读

176.19
49.68
238.05/
112.7
187.61
45.79
243.73/
123.5

时长（ms）
重读

387.13
46.96
476.89/
304.72
387.73
23.82
428.28/
357.17

非重读

188.07
20.79
231.17/
154.17
192.23
19.69
213.78/
158.48

音强（dB）
重读

61.46
3.42
67.78/
56.89
61.31
4.23
67.56/
54.78

非重读

58.31
2.83
63.22/
54.77
58.38
4.06
65.57/
52.26

表2. 高低分组重读和非重读音节声学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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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参数均值，均值为组内全体被试

（N=10）的声学参数均值。

表 2 显示，重读音节组的 F0、时
长、音强均值均大于非重读音节组的

均值，低分组F0和时长均值高于高分

组的相应数值，高分组重读音节时长

均值标准差（46.96）较大。

从英语母语者来说，韵律由轻重

音节交替而成，非重读音节比重读音

节的时长要短（Bolinger, 1965; Naka⁃
tani et al., 1981）。基于这一思想，Tro⁃
fimovich & Baker (2006) 运用非重读音

节与重读音节时长比作为计算公式，

分析韩国语者的英语轻重音节的时长

权重。参照郭兴荣和陈晓湘（2017），我

们分别计算高低分组重读和非重读音

节的音节时长、元音F0和元音音强均

值比，计算公式为：

R= U
S

其中，R代表比率，S和U分别代表

重读和非重读音节声学参数。

当R=1.0时，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

节等重；当R＞1.0时，重读音节比非重

读音节更重；当R＜1.0时，非重读音节

比重读音节更重。实验结果提供了重

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在F0、时长、音强

的R值。从两个组的F0、时长、音强R
值看，高分组：时长（2.058）＞音强

（1.054）＞F0（1.046）；低分组：时长

（2.017）＞F0（1.074）＞音强（1.050）。说

明两个组均主要使用时长来凸显重

音，其次是F0和音强。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各组的均值

差异是否达到显著，结果显示：是否重

读音节在F0上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6）＝0.511，p＝0.479，重读音节组在

F0 上的均值（M=192.903，SD=49.030）
高 于 非 重 读 音 节 组 的 均 值（M＝

181.900，SD＝46.865），但不呈现显著

差异；是否重读音节在时长上的主效

应显著，F（1，36）＝433.258，p＝0.000，
重读音节组在时长上的均值（M=
387.432，SD=36.244）显著高于非重读

音 节 组 的 均 值（M＝190.150，SD＝

19.826）；是否重读音节在音强长上的

主效应显著，F（1，36）＝6.836，p＝
0.013，重读音节组在音强上的均值

（M＝61.387，SD=3.743）显著高于非重

读 音 节 组 的 均 值（M=58.347，SD=
3.406）。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高低分

组在三项声学参数的主效应及交互效

应均不显著（P＞0.05），结合表 2数据

和R值考查，高低分组音强参数基本

一致，而F0和时长参数需要进一步分

析。下图为高低分组F0均值比的升序

比较：

图2. 实验组F0均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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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显示，高分组R值小于 1.0者

计 3人，低分组R值小于 1.0者计 1人，

合计（N＝4）占全体被试（N＝20）20%。

当R≤1.0时，重读音节F0值等于或小

于非重读音节F0值，则不符合英语重

读规则。表2中低分组重读和非重读音

节F0大于高分组，分别相差 17.26 Hz
和11.42 Hz。说明两个实验组存在一定

比率的F0参数差异，对被试（N=4）的

音节时长和音强均值比较，参数权重

符合英语重读规则。图2高低分组R值

趋势线显示，高低分组无明显差异。结

果表明，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语流重

音产出时F0加权，部分学生F0参数权

重不当。下图为高低分组时长均值的

升序比较：

图3. 实验组时长均值比

图3显示，从下限值起，50%（N=5）
的被试R值高于相应序列的低分组，

高分组被试R值曲线相对平稳，说明

高低分组重读音节的时长权重存在一

定差别，高分组总体略高于低分组，且

被 试 组 内 差 别 较 小 。高 分 组 R 值

（2.058）高于低分组R值（2.017），说明

高分组的时长权重相对较大。结果表

明，英语专业学生语流重音产出时音

节时长加权明显，感知较好者总体来

说时长权重相对稳定。

综上，高低分组在F0和时长两项

参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被试主

要 使 用 F0 和 时 长 表 现 重 读 。Juffs
（1990）发现中国学习者趋于用加长的

高声调表示英语重音。实验结果与其

发现基本一致。两组合计 20%的被试

对重读音节F0权重与母语者不一致，

说明 F0可能是其英语重音习得的难

点。由于受汉语声调干扰，中国学生比

英语母语者更多使用音高标记英语重

音（Chen et al., 2001；郭兴荣 陈晓湘，

2017）。山东方言分属汉语官话方言的

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主要

有四个声调类型，个别方言片区为三

个，相应调类的调值与北京话不对称，

连读变调与北京话有别（钱曾怡，

2001）。段文君等（2013）选择山东方言

西齐区的济南、聊城、淄博为实验对

象，用实验分析焦点语音实现的声学

参数，结果发现，济南和聊城方言焦点

位置的F0音域有显著扩张，三个方言

点的焦点后位置 F0音域压缩较为普

遍，时长和音强受到焦点的影响均不

显著。可以推定，作为北方官话代表，

山东方言与普通话的调类和调值存在

差别，但F0仍是主要声学特征表征线

索。从实验结果看，F0是山东方言者英

语句重音差异的重要声学线索。R值在

F0和时长上的差异说明，英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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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重音产出总体较好，但存在一定的声

学异常，可能造成部分学生产出的语流

节奏不够流畅，会有高低顿挫的听感，

这也许是所谓外国腔（或“山东味”）英

语韵律的根源之一。根据PTH，母语韵

律会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生迁移。

二语韵律产出的偏移在于母语韵

律结构的制约。PTH 预测，如果学习者

一语中无二语韵律结构，则不能像英

语母语者一样产出二语目标韵律

（Goad & White, 2004）。汉语方言组不

能调适和同化英语单词复杂的韵律结

构，导致声学参数不同程度的偏移（郭

兴荣 陈晓湘，2017）。本研究的发现部

分支持韵律迁移假设，但要综合考虑

学生英语能力、学习环境等诸多因素，

才能判断韵律迁移的影响程度和范

围。

五、句重音感知与产出的关联度

分析

在音系层面上，成人 L2感知和产

出能力常呈现不对称关系，研究区分

习得现象和表达现象就显得很重要

（Neufield, 1980）。语音感知和产出的

关系是个复杂问题。逻辑上，产出建立

在感知的基础上，但是，感知与产出水

平呈现何种程度的相关关系，至今很

难定论。根据语音学习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学习者感知到

的音段成分并非全部能够被产出，而

产出成分的准确程度也受到感知准确

度的限制，也就是说，感知和产出可能

不会完全一致,即使对学习时间较长的

学习者来说，其感知和产出间只存在

适度（modest）的关联（Flege, 1999）。

Peperkamp & Bouchon（2011）提出，有

关感知和产出关联度的实验结论之所

以差别较大，影响因素可能在于不同

的实验方法和手段。

实验二表明，英语专业学生存在

不同的句重音感知水平，但是，感知高

低分组的重音产出实验并未显示明显

差异，说明其感知和产出水平不存在

严格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无

法明确说某个学生的句重音感知较

好，其产出能力也一定较好。

我们从另一视角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英语专业学生句重音感知水平

不存在太大障碍，但仍存在一定程度

的窄焦盲点,而产出实验显示小部分被

试的重音F0权重不当。其次，感知高低

分组的句重音产出不存在明显差异，

但是，重读音节时长的表征存有细微

的组间区别，高分组总体较为稳定。总

体而言，英语专业学生的句重音感知

和产出水平还存在一些问题，感知的

困难可能导致韵律产出偏误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的句重音感

知和产出水平存有适度关联，这与

SLM的假设基本一致。

六、结语

综合上述两项实验，本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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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语专业学生的句重音感知和产

出不存在较大障碍，随着英语综合能

力的提高，韵律水平可以趋近英语母

语者；感知高低分组的重读音节时长

存有一些差别，部分学生元音F0权重

不当，部分现象在 STM和 PTH框架内

可做出一定解释；英语专业学生的句

重音感知和产出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正

相关关系，但存在适度的关联。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实验

样本较少，英语专业学生焦点重音感

知的习得过程实验数据不充分，方言

的韵律线索迁移有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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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 Sentence
Stres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LI Yunhe ZHENG Xianr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nglish sentence stress perception and pro-
duction by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although the subjects’perception accuracy (ACC) remain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they showed some narrow focus deafness in perception of focal accent; second,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sentence stress production between the perceptual high-
score and low-score groups; at last, some subjects of both groups improperly weighed F0
in th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vowels, which partly proved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tone.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modes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ntence stress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by the English majors.

【【KeywordsKeywords】】English major; sentence stress; perception; production;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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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
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究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究

—以专业基础课程《综合英语3》为例
马婷婷①

山东女子学院 济 南 250300 中 国

摘 要：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课程建设的质量。随着“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在
高校教育的传播和深化，“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成为各门课程建设积极探索的课题。《综合
英语》是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其重要性决定了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本文以

《综合英语3》作为课程案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单元授课实践活动，来探讨如何将课堂教学
与思政教育进行深度融合，从而为英语专业核心基础必修课的课程教学提供实践探索和思
路，进一步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改进教学方法，推动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
关键词：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践探究

一、引言

2018年 11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吴岩在“中国大学教学论坛”《建设中

国“金课”》的报告中指出，“课程是人

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

益的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是课

程”(吴岩，2018：4)。作为人才培养的核

心要素，“课程是‘立德树人’这一人才

培养根本标准的具体化、操作化和目

标化，也是当前中国大学带有普遍意

义的短板、瓶颈和关键所在”（崔永光

韩春侠，2019：19)。因此，近几年来，高

校也开始鼓励教师结合各自专业的特

点，不断开展教学改革，以顺应教育促

进专业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高校《外

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

颁布实施，新时代英语专业的建设与

发展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纲领。英语专

业课程建设质量是提升英语专业核心

竞争力、促进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素。

对于英语专业而言，专业课程具备有

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先天优

势。与自然学科课程相比，人文社会学

科课程的思政资源优势更加明显，是

挖掘思政元素的着力点。

但这样的融合研究尤其是针对英

语专业基础课程的探究实践仍不够深

入，未能有效且深度渗透到课堂教学

实践中去。本文以笔者主持的 2020年

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为立足点，以专

业基础课程《综合英语3》为例，分析教

师如何准确深入地挖掘主讲单元中蕴

①马婷婷，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女子学院2020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微思政”在基础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深度渗透实践探究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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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思政元素，并巧妙地设计包含细

微思政元素的课堂问题，从而将课堂

教学与思政教育进行深度融合，以强

化对学生参与讨论中思政元素的深

入，从而为国家质量标准指导下英语

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切实

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综合英语课开展课程思政的

必要性

1. 课程的重要性

综合英语是英语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必修课，下分为综合英语 1、综合

英语2、综合英语3、综合英语4四门课

程，在英语专业大一和大二两个学年

四个学期呈阶梯状安排讲授。

综合英语是英语专业所有课程中

课时最多、学分最重的一门课程，也是

学生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其课时多、

教材章节多，而且涉及到学生听、说、

读、写、译各个方面的技能培养，辐射

周边各门课程如听力、口语、泛读和写

作等等，是学生普遍反映学习强度高、

难度大，同时对自身帮助也最大的课

程，是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

担任综合英语课程授课任务的教师

与学生接触时间最长，远远超过很多专

业内课程。因此，综合英语课程的授课教

师对学生的了解也最为全面和深入。

2. 时代发展的需要

徐志英提出了综合大学英语专业

学科定位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思

考，指出“只有遵循英语专业学科内

涵，立足人文学科本位，重塑英美文

学、文化课程的核心地位，才是综合大

学英语专业的生存之道”（徐志英，

2015：40）。高燕指出了课程思政建设

的关键问题与解决路径，提出教师要

立足课程实际，发挥专业课程本身的

特色，提炼爱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

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要素，并

将其转化成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而生

动的载体（高燕，2017：14）。
对于高校来说，在教学中贯彻立

德树人的思想，就要紧跟时代步伐，开

拓新思路，找到将思政教育和传统课

堂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课程本身和课

程体系，在教给学生知识、培养预言技

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形成文化自信，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学生心中怀有中国梦，并且愿

意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因此，在综合英语课堂中进行思

政教育渗透，是对教学目标的一种升

华，对于课程本身乃至整个英语专业

课程体系，都是一种使其焕发爱国主

义和人文光彩的改革，是时代赋予教

师的使命，是中国梦的召唤。

三、思政教育与综合英语课堂教

学深度融合的实践策略

基于课程思政校级教改项目的计

划安排，结合教学大纲，项目组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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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了集体备课。《综合英语3》课程

选用的教材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3(第二

版)》，教师们着力将思政教育与综合英

语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以教材单

元主题为基础，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在了各个教学环节进行开展。本文选

取《综合英语 3》课程教学内容中的两

个 典 型 单 元 ：Unit 2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和 Unit 5 Silent Spring

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阐释各课堂教学

环节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方法，旨在促

进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1. 课前导入为思政铺路

第二单元《阅读如何改变我的生

活》(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是美

国作家安娜·昆德兰的一篇文章，作者

用自己从童年到成年的阅读经历，告

诉读者阅读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并且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不管世界

如何变化，不管阅读环境如何改变，自

己对阅读的那种纯粹的爱永远不变，

阅读的力量生生不息。在学生理解了

课文主题的基础之上，教师可以设计

一些思政导入性的问题给学生，帮助

学习进行思考。比如，安娜·昆德兰在

文中写了自己的阅读经历，带读者领

略了英美经典文学的灿烂瑰宝。其实，

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传世之作更是灿若

繁星，教师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引导学

生感受中国经典文学的厚重。

学习途径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借助

互联网，通过查阅资料、观看电视节目、

使用阅读软件、学习慕课、微课等形式，

让学生对中国文学有尽快且直观的了

解。如央视《朗读者》节目、喜马拉雅

app、学习强国 app的“文化-中国文学”

栏目等等，都可以成为学生了解信息的

渠道。列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并且

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讲述中国经典文

学的历史，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2. 教学活动渗透思政理念

好的课堂需要有合理有效的教学

活动的支持，好的课程思政课堂活动

设计需要将思政元素和教学活动有机

结合，并深度渗透。《综合英语 3》课程

中所学课文，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主

题，因此，基于课文主题的课堂活动安

排也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而不是

大包大揽，看到思政元素就拿来用，也

需要有主有次地安排课堂活动中。可

以从课文主题和课文语言本身两个方

面集中来实施。

（1）课文主题

以第五单元的课文《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为例，这篇课文以一个虚

拟的美国小镇播撒杀虫剂前后的环境

变化为引子，通过说明和议论相结合

的方式，揭示人类不加区分地使用化

学药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

破坏，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这样

一个主题的课文能够很自然地联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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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我国在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中的举措和效果。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如果抓住

这个思政要素的话，以它为基调，聚焦

环境保护，聚焦中国的环保举措，则可

以集中设计一些课堂教学活动。

在这种引导过程中，教师不要直接

亮出底牌，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性活动帮

助学生去联想和发挥。教师可以选择一

些垃圾分类趣味问答、各类垃圾的名称

英译等等既符合文章主题，能充分调动

学生热情，又与语言不分家，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课堂活

动，进而让学生思考国家施行垃圾分类

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从而转变为对生

态环境的关怀和思考。

（2）课文语言本身

在课文教学中可以在文章涉及到

的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在生态环境

保护的主题下，把课文教学的各个部

分组合不同的思政元素开展课堂活

动。比如，文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

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

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

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

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因此，可以在进行课文主题分析的

时候，让学生分成小组，讨论对于全球

生态环境变化的思索，进而引导学生思

考中国文化中的理念，通过汇报的形

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指导生

态保护的哲学观。比如中国哲学中的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致中和”

等理念，都体现出古人对于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

生态思考，饱含着中国智慧。

3.教师反馈助力思政内化

对于学生在课堂中融合思政的活

动，教师在点评和反馈学生产出内容

的同时，应继续深入“课程思政”的教

学主题，基于教学内容和学生产出内

容，将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时地推动到

适时高度，并进行深度升华，以期实现

预期教学目标。

活动中，教师应参与到其中，并提

供及时的和适度帮助和答疑解惑，从

而对学生活动进行正确和有效的引

导。例如，教师可以随机加入学生的课

堂学习讨论组中，做一个观察者和旁

听者，先观察学生的表现，倾听学生的

讨论和学生阐发的观点，根据具体情

况，看是否需要进行适度指导或是适

时推动和助力。更重要的是，能在发现

错误趋势后，对学生以适当的方式进

行正确引导。

活动后，基于学生的观点陈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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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汇报，教师不要急于发表见解或

进行评价，可以先请其他小组的成员

对其进行点评，以保持生生互动的课

堂氛围。教师可以在最后对本次以学

生为中心的基于任务型的讨论式的小

组活动做出反馈和总结。需要注意的

是，在听取学生任务产出后，教师在点

评的同时，要继续深入所授课单元课

程思政的教学主题，使细微的思政元

素都能较好地契合单元主题，并体现

时代精神。

四、总结

综合英语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是联系各门专业课程的

枢纽，是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

心，在所有专业课中课时最多、周期最

长，因此，综合英语课的课程建设质量

高低，对于提升英语专业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内涵式发展、进行人才培养方

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一门课

程中，如何育人，如何培养兼具过硬的

语言素质和高尚道德情操的英语专业

人才，就要靠每一堂综合英语课的思

政实践来踏踏实实去实现。综合英语

课应通过挖掘每一单元的课文主题所

包含的思政元素，有主有次、有机地渗

透和融合在课前引导、课堂活动和课

后评价三个方面，使其深入到学生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健全人格、知行统一的新时代外

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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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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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Basic Curriculum“Comprehensive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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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talents’cultivation in colleges is the quality of
course construction. With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Cur-
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strengthening mo-
rality education through cultivating talents”has become a subject of active expl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courses. "Comprehensive English" i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the cur-
riculum system for English majors, and its importance 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
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essay, using "Comprehensive English 3" as a case,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 unit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explores how to deeply integrate class-
room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at providing practical explora-
tion and practice for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f core and basic compulsory courses for English
maj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
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for English courses .

【【KeywordsKeywords】】English major; comprehensive English;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
tics; teaching in class;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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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大学英语课堂重视语

言知识教学，但文化方面教学欠缺，特

别是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培养缺

失，造成学生在进行语言训练时多以西

方文化或现象为载体，很少涉及中国文

化方面的表达，最终表现为中国文化

“失语”现象。

语言学家Kramsch曾提出“语言表

述着，承载着，也象征着文化，两者密不

可分。”（Kramsch，2000 : 51）因此在语言

教学中应兼顾中西文化的传播，让学生

在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提升语言文

化运用能力，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提

高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笔者通过几年

的课堂实践总结出一些在大学英语课

堂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的方法，希望对想

尝试在大学英语课堂进行中国文化教

学的老师有所帮助。

一、教材知识的补充

由于教材的编纂需要一定的周期，

一套完善实用的教材需要长时间的实

践总结，而多年来理念上的偏差造成目

前主流教材都缺少有关中国文化方面

的知识，一时间学习内容上还存在很大

的缺口。仅仅依靠大学英语的教材很难

实现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需要老

师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补充教学资

料，引进高质量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书籍

扩展阅读，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通，从

而增强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教材方面《新视野大学英语》虽然

课文内容里没有中国文化知识内容，但

课后习题中对应四六级练习的翻译部

分涉及到一些中国文化的内容，可以在

备考四六级练习翻译的过程中帮助学

生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表达方法，并与

在大学英语课堂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实践研究在大学英语课堂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实践研究
李云华① 李正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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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
故事，宣传中国文化的能力。笔者在大学英语课堂进行了中国文化教学的尝试，主要包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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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做比较，从而加深学生对两种

文化的理解，改变单一文化输入造成的

盲目崇拜西方，缺乏文化自信的现状。

当然仅仅靠有限的习题是难以达

到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的，特

别是以应试为目的的学习难以激发学

习兴趣，教材之外的资料补充就显得尤

为重要。笔者在大学英语课堂进行了实

践，在《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的同时穿

插《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作为补充教材，

并引入优秀的经典英语纪录片作为内

容补充，将有关中国名胜古迹，历史人

物事件，风俗习惯，圣贤思想等等的内

容以中西文化比较，拓展阅读，小组交

流展示等形式加入进来，丰富了教学内

容，激发了学生求知欲望，提高了学习

兴趣。

二、翻转课堂实践

由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内容本来

就偏多，课时偏少，再加上中国文化部

分的教学，内容就会更多，如果都采用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则难以完成教学

任务，也不利于学生吸收应用所学知

识。笔者在本校课堂利用翻转课堂教

学，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给学生更多

的互动参与课堂的机会，收到了良好的

反馈。

翻转课堂一部分是必学知识部分，

老师将本课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录制

成微课或者推荐在线精品课，安排学生

课前学习，这样节省出课堂时间解决疑

难问题，并让学生通过课堂活动巩固所

学内容。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中国文化内

容的补充部分，老师将拓展阅读材料，

微课视频和纪录片片段等提前发送给

学生观看学习，课上给出时间让学生将

所学知识进行讨论或展示以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同时检验课前学习情况，根据

检查结果老师有针对性地讲解重难点

部分，纠正理解偏差，进行练习巩固。笔

者经过几个学期的翻转课堂实践，效果

良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知识面

扩展，表达能力提高明显。由于大量丰

富的材料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不再

局限于大学英语教材上有限的篇章材

料，而是对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文化

概念产生兴趣，试着用英语讲述身边的

中国文化故事，历史典故，文化习俗等，

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锻炼了中国文

化的传播能力。

三、全面的评价机制

传统的测试方法过于单一，一个学

期的学习只通过期末一张试卷来测试

学习效果，并且测试结束后一个学期的

教学和学习也结束，测试不能对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习起到及时有效的促进作

用，只能作为检验手段。Bachman 认为

当测试反映出了课程中所教授的技巧

和能力，并且教师为考试的教学效果可

以引导课堂活动与指定的教学法目的

一致时，测试就会对教学产生积极影

响. (Lyle F. Bachman，1990：28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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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既能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又能

使测试促进学生及时发现问题并积极

改进，则需要在传统的期末测试基础上

加入过程性评价，即将学生整个学习过

程，包括课堂参与程度，任务完成情况，

随堂测试等都作为评价内容，从而促使

学生重视整个学习过程，避免侥幸心

理。而过程性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将老师布置的翻转课堂内容，课下

需要搜集整理学习的中国文化补充内

容按时完成，有利于教学的顺利展开，

而教师也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监控，能

够及时发现问题，为学生提供帮助。由

于过程性评价更全面灵活，教师可以将

重难点部分设置更多的任务分数，以激

励学生克服困难投入更多实践和精力

去学习，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各个在线教学平台的逐步完善为

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线内容

的阅读学习、测试可以作为课下学习的

有效检验手段。笔者在实践的过程中，

主要通过学习通平台辅助过程性评价。

教师把学生课下需要学的资料和视频

上传至任务点，学生按时间要求完成阅

读和观看，每完成一项任务获得相应的

任务分数，同时教师将相应的测试上传

至测试系统，学生完成学习后按规定进

行小测试，以检验学习效果，教师也能

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课上再根据

测试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选择地重

难点讲解，既节约时间，又有针对性，保

证学生的全程参与。通过几轮的实践，

笔者发现过程性评价能够有效促进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而自主学习使得扩展

阅读和深层思考有了更多可能性，使学

习具有了开放性，不再拘泥于课本内

容，而中国文化的学习恰恰需要大量的

阅读和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这样的学

习增添了更多乐趣，有利于进一步的知

识拓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课外活动拓展

大学生有大量的课余活动时间，充

分利用课余时间安排有意义又有趣味

的课外活动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课余

生活，还能在玩乐放松的同时汲取知识

滋养心灵。而有关中西方文化的英语活

动就是很好的选择。中西方文化中有大

量经典的历史、人物典故，故事情节吸

引人，蕴含的哲理发人深省，英语的运

用地道，可以以短剧表演，讲故事，诗歌

朗诵等形式表演出来，让学生体会中西

方文化的魅力。

笔者所在的学校已经在这方面进

行了多年实践探索，收获了一些经验。

学生对于课外活动兴趣浓厚，但由于经

验不足，对内容选择，剧本编纂和表达

等理解浅显，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助就会

出现内容不符合大学生知识水平太难

或太简单不容易操作，或者内容有趣但

以学生现有的水平不容易表演出来效

果等情况，因此老师可以利用自己的经

验为学生在选材方面把好关，选择适合

Teaching 教学研究

057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他们水平又有趣的内容。中国文化里有

关节日和历史人物结合的故事比如屈

原的故事，嫦娥奔月，春节的来历等都

适合编成英语短剧，而一些耳熟能详的

古诗都有名家翻译，学生可以直接进行

诗歌朗诵的表演，既加深对自己文化的

了解又提高英语表达能力。但短剧剧本

的编写则需要老师的指导，把好语言

关，确保语言的规范性。正式的表演需

要仪式感，老师指导学生按照正规的表

演流程，在全校发放粘贴海报，为学生

挑选表演服装，学生中选举主持人进行

双语主持，发挥学生特长，尽量让每个

学生都参与进来，在组织和表演的过程

中提高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同时提高学

习的主动性。课外活动中学生的参与积

极性很高，短时间内掌握课外知识的效

率也很高，通过活动学生会掌握主动获

得知识的能力，并且对自己表演的内容

理解更深也愿意进一步学习相关的知

识，这就达到了我们扩展学生中国文化

知识，增强中国文化表达能力的目的。

通过笔者的实践探索发现通过课

外知识的补充，课堂知识更丰富有趣；

通过翻转课堂的实践，学生参与课堂的

积极性明细提高，通过评价机制的改

革，学生自学的主动性被激发，课外活

动的拓展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些

探索有效提高了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知

识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提高了他们

的英语表达能力，为讲好中国故事，推

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文化自信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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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Learning Chinese cultural can help the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ability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and the ability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teach Chinese culture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upplement of textbook, the flipped
teaching, the process evaluation, the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etc.. These methods are
beneficial to improve students’oral English, deepen students’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culture and enhance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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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

的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和

资助大批外语教师参与访学、进修、交

流、攻读学位等海外学习项目，海外研

修已经成为语言教师提高专业素养、

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

语言学界围绕教师海外研修开展的研

究并不多见（Zhang & Zhan，2016），对

语言教师海外研修相关问题的科学认

识较为有限，而国际学界对此课题已

有多年的研究历史，研究成果丰富，值

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本文拟对国外语言教师海外学习

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动态进行梳

理，增进学界对语言教师海外研修相

关问题的认识，并为各级教育管理部

门完善语言教师培训课程、开展教师

海外研修等教师教育和发展工作提供

基于实证数据的反馈信息，从而更为

有效地分配和利用各级各类教师学习

资源。

二、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发

展历程

海外学习 (study abroad)通常指学

习者到目标语国家学习语言、知识和

经验。最早的海外学习活动起源于德

拉瓦大学的Raymond教授组织去往法

国巴黎学习的 8人小组。在中国，可追

溯到唐朝的玄奘法师前往印度的那烂

陀寺求取佛经。在教师教育与发展领

域，海外研修是教师培训和发展的一

部分(Schulz, 2000)。Badia (1994)指出，

北美最早对教师海外学习开展的研究

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国际进展与动态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国际进展与动态
张凤娟① 王 京②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长 春 130012 中 国

摘 要：海外研修是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对近年来发表在国
外主要期刊上有关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梳理。文章首先追溯了语言教师海
外学习研究的发展历程，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探索了语言教师海外学习
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动态。然后通过教师认知、教师情感和教师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海外学
习对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完善语
言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师海外研修项目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教师专业发展；海外学习；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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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佛罗里达州教育部从1990年至

1993年间对法语和西班牙语教师海外

学习课程质量的评估。课程参与者去

往相应的目标语国家（例如法国、西班

牙）进行为期2周至4周的课程学习和

实地考察，评估教师学习收益的方式

以定性和定量方式结合，包括问卷、访

谈和评估报告等。除了美国，加拿大也

开展了一些法语教师语言学习项目，

例如，在2009年，为了强化法语教师的

核心语法和语言能力，加拿大卑诗省

教育部出资安排当地法语教师前往法

国参与法语学习的项目，项目以共时

欧洲语言学为框架，课程形式采用1周
至2周的环境浸入式学习，课程内容包

括课堂教学、小组研讨会、法语讲座、

教育学知识培训和文化活动等。除了

北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

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教师海外学习项

目。

早期的语言教师海外研修项目时

间通常较短，课程的内容以增强语言

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自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背景下，海外学习成为世界各国语

言教师专业学习的重要途径，海外学

习形式日益丰富，海外学习影响力不

断扩大，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相关

研究不断发表，以下将展开论述。

三、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现

状和动态分析

1. 研究对象

文献分析显示，参与海外学习的

语言教师涵盖了不同教育阶段的职前

教师和在职教师。职前教师通常没有

教学经验，通过参与海外学习项目提

高专业技能，为将来的教学工作做好

准备。在职教师拥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他们对教学方法、学科知识、教学环

境、教材和学生均有自己特有的理解

和认知，希望通过参与海外学习增强

教学的准确性、权威性、创造性和热情

(Çelik, 2012)。国外研究大多以职前教

师为研究对象（Karaman & Tochon，
2010；Trent, 2011)，因为该群体是北美

和欧洲等很多国家教师海外研修的主

体，还有一些研究探索了在职教师的

海外学习情况（Rissel，1995；Thomp⁃
son，2002)。这些国外研究以中小学教

师为主 (Thompson，2002；Allen, 2013)，
针对高等教育阶段的语言教师研究较

少。

在以往研究中，参与海外学习的

教师语种主要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

语，语言教师前往这些语种的母语国

家进行学习。例如，非英语母语国家教

师前往英美等国学习英语 (Jackson,
2008；Menard-Warwick，2008；Cook，
2010；Çelik，2012)，美国、加拿大、英国

教师前往法国学习法语 (Wernicke，
2010; Allen，2013)，美国教师前往西班

牙或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Thompson，
2002；Quezada & Alfaro，2007)。近年来，

随着世界日益趋向多元化发展，教师

选择出国学习的目标国家更加多样

化，语言教师在新兴研修国家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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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2. 研究方法

深入的教师研究离不开科学的研

究方法。近年来，教师海外学习研究主

要采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其优势在

于不仅能洞悉被研究者采取行动的原

因、态度和决策依据，还能获取特定社

会情境中被研究者的真实感受，因而

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进

而理解他们的外在行为；并且质化研

究比较注重参与者的观点，关注不同

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各自生活的意

义，具有独特的研究优势。质化研究经

常采用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等方法。例

如，Larzén-Östermark (2011)主要对 2
名在英国学习的芬兰职前教师进行了

个案研究，采用叙事的手法展示了两

名教师在英国学习过程中身份、文化

和语言的转变，个案研究和叙事手法

的综合使用有利于更好地诠释教师的

阶段性变化，更为深入地探索海外经

历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使用了多

样化的质化数据收集方法。最常见的

是访谈法，研究者利用访谈的灵活性、

放松性和深入性等特点，获得教师们

对于教学和相关工作的看法和认知。

例如，Mayumi & Hüttner (2020)通过对

4名在英国进行硕士学习的日本英语

教师进行跨越 20个月的多次深度访

谈，追踪了海外学习对于教师专业发

展的影响。课堂观察是另一种常见的

质化数据收集方法，研究者在真实的

课堂环境下观察、倾听和记录，收集到

的直观数据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

础。Li & Edwards(2013)对选取的7名外

语教师采用了观察法，观察他们在英

国学习过程中和归国后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课程计划和教材使用的变化，从

而进一步探究海外学习对教师的影

响。反思日志也是常用的质化数据收

集方法，不仅可以获取行动信息，而且

也是研究过程的动态记录，可以更好

地了解研究对象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变

化的潜在情感，而且通过反思可以帮

助教师发现和分析自身的进步、困惑

和问题。Allen(2013)利用反思日志研究

了北美法语教师在为期 3周的里昂沉

浸式学习项目中的实践和收益，发现

教师们的交际能力、词汇量和语言流

利度均有明显提高。焦点小组和文本

资料收集也是教师海外学习研究常用

的质化数据收集方法 (Aydin，2012；
Hepple，2012)。

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中也有一

些量化研究，包括调查研究和实验等，

与质化研究相比，量化研究对于数据

的处理更加直接和精准，得出的结果

也更具有客观性、概括性和说服力，不

易受研究者主观预判的影响。例如，

Deng & Ranta (2019)采用目的抽样的

方法，将参与研究的 57名教师平均分

成三组，分别是参与历时5个月加拿大

研修项目的中国英语教师，未参与海

外研修项目的中国英语教师和英语母

语者。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和话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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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测试等多种形式对数据进行对比和

分析，发现参加海外研修的中国英语

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比未参加海外

研修项目的中国英语教师有所提高，

但是一些言语行为并没有特别显著的

改变。Rissel(1995)调查了 25名西班牙

语教师在墨西哥进行 5周沉浸式学习

后在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水平方

面的变化，通过比较前测与后测的结

果，发现教师们在这些语言能力维度

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Thompson
(2002)调查了 18名中小学西班牙语教

师在西班牙参加为期 5周的留学项目

之后的语言变化。这些量化研究较为

客观地揭示了海外研修教师在语言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的变化，

肯定了海外学习对语言教师的专业能

力提升的作用。

混合研究是目前教师海外学习研

究的一个新趋势。混合研究方法融合

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优势，有利

于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探索教师海外研

修经历，得出的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Wang (2014)选取参加过英国研修项目

的 91名初中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访谈的方式进行数

据收集，对教师的发音、口语流利度、

理解能力、词汇量、语法准确度和写作

能力等分别进行了评估，发现经过海

外学习，教师们的相关能力都有显著

提升；海外学习时间越长对于语言能

力提升的帮助越大，海外学习的时长

对教师的教学偏好有一定的影响，海

外学习对于母语非英语的外语教师就

业也有一定的帮助。

除了以上使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以获得三角互证，长期跟踪研究也是

教师海外学习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动

态。Karaman & Tochon (2010)对 1名拥

有 1年西班牙海外学习经历的美国西

班牙语职前教师在厄瓜多尔参与了历

时 8周的教学培训项目后进行了详细

的历时追踪，利用访谈和观察法收集

相关数据并结合语料库对其口语进行

分析，最后深度探索了该教师语言观、

身份、教学观和世界观的发展和变化。

Macalister (2016)则重点论述了 2名马

来西亚职前教师在新西兰进行 2年语

言教学培训后的认知变化。这些研究

显示海外研修对于语言教师的专业发

展有着长期和深远的影响。

3.主要研究内容

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主要关注

海外学习对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影

响，以下从教师认知、教师情感和教师

行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教师认知

教师认知是教师对教学和相关工

作的认识，包括教师知识、教师信念等

内容，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素养是语言

教师知识基础的核心。很多学者研究

了教师在海外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语言

收益，如语言意识和语言习惯的改变，

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发展(Deng &
Ranta，2019)。还有一些学者对海外研

修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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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Jackson，2008)。跨文化体验有

助于建立学习者的文化导向，有利于

语言教师充实知识基础，建构教学身

份，更为有效、生动和深入地开展语言

教学(Larzén-Östermark，2011)。
除了以上的教师知识，相关学者

对海外研修教师的教学信念也进行了

集中的研究 (Cook, 2010；Çelik，2012)。
教师信念是教师课堂行为的支撑，也

是决定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Pajares，
1992)。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可能

对教学及其他相关因素，例如教师自

身、学生、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堂环

境和教材等方面的看法发生变化，理

念的变化进而影响教学行为(Menard-
Warwick，2008；Allen，2013；Wang，
2014；Mayumi & Hüttner，2020)。

（2）教师情感

在教师情感方面，很多学者致力

于探索海外学习教师的学习动机、自

信心和身份认同等情感维度。海外学

习经验对大多数学习者的个人发展有

着深远的影响，学习者中也包括参与

海外研修的教师，他们与不同文化背

景人士交流的能动性会加强，与世界

沟通的能力会增强，会变得更成熟和

自信(Bridges，2007)。还有一些研究发

现，参加海外学习的语言教师的身份

认同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Yan & Yu，
2009；Trent，2011)，身份认同的变化会

带来教学的改善和教师专业的新发

展。例如，Trent(2011)对参与澳大利亚

短期研修项目的 8名职前英语教师身

份认同的构建进行了探索，发现这些

职前教师在参与研修项目的过程中，

重新定义和定位了教师和学生身份，

调和了学生和教师身份之间的矛盾。

Kasun & Saavedra (2016)发现 8名美国

职前英语教师赴墨西哥参加为期 4周

的海外学习项目后对自身的语言教师

身份认同有了新的认识，社会意识、共

情能力和创设友善型课堂能力等都有

提升。

（3）教师行为

文献显示，海外研修教师在认知

和情感层面的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教师的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方式，

从而诠释出不同的课堂会形成不同的

专业发展路径。例如，Li & Edwards
(2013)分析了参与英国海外研修项目

归国后的外语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发生

的变化以及制约其教学实践的因素，

发现归国教师在课堂中更多以学生为

主，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关注学生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授课形式从之前的教

师为主转为小组讨论居多，大多数归

国教师都极其注重新教学方法的开发

和运用。Pacek(1996)的研究显示，很多

参与了英国某交际教学法培训项目的

日本中学英语教师自称归国后在教学

中发生了一些转变，包括使用更多的

小组活动、英语授课、技术辅助和真实

材料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文献报道的

主要是海外学习对语言教师专业发展

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少量研究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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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海外学习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以

及归国后存在的问题。例如，有研究发

现，海外学习经历并不能完全满足教

师的内在需求,海外学习项目有时与教

师需求不一致（Pacek, 1996)；教师不仅

在海外学习期间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和挑战，而且在归国之后可能会遇到

逆向文化冲突，需要重构文化身份认

同，需要再适应当下环境，需要应对教

学创新面临的阻碍等（Li & Edwards,
2013）。

这些表明海外学习经历对于语言

教师专业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未来

需要对海外研修教师遇到的挑战、困

难和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集中研究，

从而获取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为

海外研修教师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

持。

四、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的启

示与展望

本文梳理的国外的语言教师海外

学习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

示。首先，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层

面，国外的语言教师海外学习研究经

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这对我

国的外语界同行开展此类研究以及相

关的语言教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思路。此外，在教师教育与发展的实践

层面，国外文献报道的多种多样的教

师海外学习项目为我国相关教育部门

完善和改进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师海外

研修项目提供了基于实证数据的信

息。并且，国外参与语言教师海外学习

项目的主要人群是职前教师和中小学

在职教师，这与我国以高校教师为主

的海外研修群体有所不同，我国的外

语类师范生、中小学外语教师等语言

教师群体也需要获得海外学习的机

会，以提高专业知识和能力，进而提升

语言教育的质量。

国外的教师海外学习研究虽然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譬如，很多研究并没有真正

地将教师和学生二者的身份进行明确

的区分, 对语言教师群体的特殊性重

视不够。此外，鲜有比较不同类型研修

国家、不同类型国外研修项目，以及国

内研修和国外研修等不同情境的横向

对比研究，对新兴的教师海外学习目

的国家的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最后，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切实

可行的教师海外学习项目（例如，加强

跨国在线培训和学习），让更多的语言

教师有机会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优质专

业发展资源，也是学界亟需探索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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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ogres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ers’Study Abroad

ZHANG Fengjuan WANG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Abstract】】Study abroad has been an important wa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in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concerning language teachers’
study abroad experiences. It begins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teachers’overseas study and then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con-
tent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nguage teachers’study abroad on their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teacher cognition, teacher emotion
and teacher behavior.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relevant internation-
al research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to improv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study abroad programs, and ends with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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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语学习需要学习者长期输入，

加工和输出。这要求学习者拥有坚毅

的品质，即向着长期的目标，坚持自己

的激情，即使历经失败，依然坚持不懈

地努力下去（Duckworth et al., 2007）。

有研究表明，坚毅对成功有预测作用

（Duckworth et al., 2007）。在二语习得

方面，有研究发现坚毅与英语成就呈

正相关（官群等，2015）。个体高坚毅性

有助于取得高水平英语成就。然而，在

追求长期目标的过程中，个体坚毅性

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多重内外因

素共同作用呈现动态变化。个体坚毅

性变化的差异导致了成就水平的差

异。因而，了解坚毅变化特征，坚毅变

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外语学习和外

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

外关于二语习得领域的坚毅研究数量

有限，关注坚毅变化及其差异和影响

因素的研究更为鲜见。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和学者关注

内容语言融合型学习即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并

将其运用到了外语教学环节。该种模

式以内容为载体，语言为媒介，有助于

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拓宽知识，提

升技能，实现内容和语言的“双丰收”。

相比传统的语言学习课程，CLIL课程

内容更系统全面，语言更地道丰富，学

生兴趣更浓厚，会长期投入精力学习；

其授课方式也会一定程度受丰富的课

程内容影响，更加灵活多样，提升课程

的趣味性，学生兴趣更高涨，从而促进

学习。CLIL课程特征与坚毅研究所需

条件契合度较高，以此为情景开展二

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不同水平英语专业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不同水平英语专业
学生坚毅研究学生坚毅研究

张淼铎① 夏 洋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本研究采取回溯性质性个案研究方法，以3名不同水平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对
其在为期两年的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坚毅变化进行深描，探究引发坚毅变化的关键课
堂环境因素，并从坚毅的四个维度出发深挖不同水平学生的坚毅变化差异。研究发现：1)高
水平学生坚毅性持续保持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学生坚毅性呈高低交替波动状态；低水平学生
坚毅性呈现持续升高的趋势。2)坚毅变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目标设定、兴趣与努力的一致性、
努力的意义和挫折应对方面。3)引起坚毅变化的关键因素包括：学业成绩、教材认知质量、教
师授课方式和同学关系。
关键词：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英语专业；坚毅

①张淼铎，女，本科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②夏 洋，男，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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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习得领域的坚毅相关研究效果更

好。

鉴于此，本研究以内容语言融合

课堂环境下不同水平英语专业学生坚

毅变化为切入点，探究不同水平学生

的坚毅变化差异和引发坚毅变化的关

键因素。

二、文献综述

1. 坚毅

坚毅是指朝着长期目标，保持激

情并且坚持努力，即使面对挫折，仍不

放弃的一种品质 (Duckworth，2007)。
Duckworth将坚毅分为两个维度：持久

的激情和不懈的努力。持久的激情指

很少转移兴趣和目标。不懈的努力指

面对挑战和挫折依旧坚持努力。

Duckworth et al.（2007）研究西点

军校军训学员表现，拼字比赛胜负情

况及学习成就与坚毅的关系，发现坚

毅对各类成功有预测作用；并解释称

坚毅性高的个体将取得成就视为一场

马拉松，优势便是毅力。纵观历史名人

和科学家，他们持久的成功多是智力

和毅力的结合（Howe，1999)。随后，坚

毅与成功的相关研究拓展到教育等诸

多领域且获得相似结论。此外，在研究

过程中 Credé et al.（2017）发现坚毅的

努力维度比兴趣维度能更好地预测个

体表现。努力维度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

精力，进行刻意练习；坚毅性高的个体

更可能长期刻意练习，而中等水平坚毅

性个体更愿意参加有即时奖励且简单

的练习（Duckworth et al., 2010），刻意练

习的差距，进而引发成就的差距。

针对坚毅与其他心理学概念的联

系，坚毅与五大人格中的尽责性高度

相关（Credé et al., 2017）; 坚毅和自我

控 制 高 度 正 相 关 (Duckworth et al.,
2014），但坚毅更多关注长期目标，自

我控制更多关注短期目标;坚毅的坚持

努力维度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Jordan et al., 2015），自我效能感强，掌

控感强，不易焦虑，投入后更容易有所

收获，形成良性循环，坚毅性更高。投

入和意义导向的个体比享乐导向的个

体坚毅性更高（Duckworth，2014)；成长

型思维模式与坚毅性显著正相关

(West et al., 2015)，此种思维模式的人

认为现状可以改善，努力提高，坚毅性

更高。

大量研究讨论了坚毅的影响因素：

坚毅性与年龄显著正相关，即被试者年

龄越大，心智更成熟，经验更丰富，坚毅

性越高（Duckworth et al., 2007；Eskreis⁃
winkler et al., 2014）；目标承诺与坚毅

显著正相关，找到目标会激发出个体实

现长远目标的品质（Hill et al., 2016）；

失败经历可以提高人的坚毅表现(Me⁃
nichi & Richmond，2015）; 青少年学习

过程中，其从教师，父母和同学处获得

的社会支持与其坚毅性呈正相关(Kelly
et al., 2019），学生可以从其中获得帮

助，有效应对挫折，提升坚毅性。

2. 坚毅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

究

二语习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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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者坚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因而坚毅对二语习得至关重要(Baker，
2014；Thomas & Collier，2002)。但目前

坚毅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较

少。

Saman Ebadi（2018）将 Duckworth
的两个维度展开并结合英语学习情

境，制定四个维度的坚毅量表，即设定

英语学习目标，英语学习兴趣，刻意练

习英语和面对困难努力学习英语，这

使得坚毅的解释更为饱满。本研究基

于以上四个维度进行调整，从目标，兴

趣，努力和挫折角度阐释。

坚毅与英语学业成绩呈正相关

（官群等，2015）；同样地，坚毅也可以

预测日语学业成绩，Takuhiro（2018）
研究日语习得发现在以学生为中心

的课堂中，学生坚毅与学业成绩呈正

相关；Teimouri et al.（待刊）研究发现

二语习得领域的坚毅与学习成就呈

正相关。以上文献证明坚毅对二语习

得的学业表现有预测作用。但是，上

述多从定量角度证实个体坚毅的高

低及其与成就大小的关系，没有深入

探讨个体坚毅在四个具体维度方面

的表现和差异及其与成就大小的关

系。因此，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个体坚毅的四个维度深描。此外，

上述研究时间跨度不大，而坚毅是指

坚持数月乃至数年。长期的坚毅会呈

现动态变化，上述研究用笼统的数据

或高低水平代表整个时期内坚毅水

平和可能出现的变化不够妥当。因

而，本研究将时间跨度设置为两年，

追踪坚毅的动态变化。

对于坚毅与其他二语习得领域重

要心理概念的联系，Keegan（2017）讨

论认为坚毅与优秀语言学习者四大特

质，即天赋，个性，态度和动机，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相关性；Teimouri et al.（待

刊）从定性角度发现学习者学习动机，

沟通意愿和情绪水平与二语习得领域

坚毅呈正相关；Changlek & Palanukul⁃
wong（2015）研究发现英语课堂下高水

平学生动机高，焦虑低，坚毅性高；而

低水平学生动机高，焦虑高，坚毅性

低。以上研究表明，坚毅与动机联系紧

密。上述研究多关注二语习得过程中

坚毅与个体及个体心理层面因素的联

系，并未对影响个体及个体心理的外

界因素给予相应的关注。

在坚毅的外部影响因素方面，

Gyamfi & Lai（2020）针对泰国英语专业

学生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背景会

影响学生坚毅性，相关因素包括职业

规划，社会需要和名誉等。研究将坚毅

放在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框架下，涉

及的变量较多，且针对相关变量进行

后续有效改进的难度较大，意味着对

提高学生坚毅性的效用较小。因此本

研究聚焦课堂环境下坚毅的影响因

素，变量更精确更可控，研究结果更具

学习和教学实用价值。夏洋（2015）研

究发现英语专业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

境下影响学业情绪的课堂环境因素，

这对于本研究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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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本研究聚焦

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英语专业学

生坚毅变化，重点考察不同水平学生

坚毅变化差异和引发坚毅变化的关键

因素。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不

同水平英语专业学生坚毅变化存在何

种差异？

（2）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环境下哪

些因素引发了不同水平英语专业学生

的坚毅变化？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依据

差异最大化原则进行的目的抽样法，于

2020年6月18日抽取东北某高校接受

过两年英语专业内容语言融合课程的

高中低水平学生各一名，将其作为研究

对象，再分别抽取一名高中低水平学生

用于检验资料饱和度，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信息重复出现为止。纳入标准：

2017年-2019年间接受过两年英语专

业内容语言融合课程并取得相应课程

成绩的学生；能充分表达自己内心感

受；自愿参加本研究。两年内容语言融

合课程，即大一至大二的四个学期，详

细课程见表1。高中低水平学生的划分

标准为学生大一和大二两学年的内容

语言融合课程英语专业必修课总成绩

排名。前 30%划定为高水平学生，后

30%划定为低水平学生，中间群体划定

为中等水平学生。最终确定的三名学生

为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1 四学期内容语言融合课程

学期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课程

美国-A；美国-B；美国-C；美国-D
英国-A；英国-B；英国-C；英国-D

E；F
G；H

表2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高水平

学生

中等水

平学生

低水平

学生

性别

男

女

女

年级

2017级

2017级

2017级

年龄

21

21

21

排名

前10%

约50%

后30%

3.资料收集

本研究从 2020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20年7月30日对三名研究对象进行

调查并收集资料，资料主要来源包括深

度访谈、文本资料和学业成绩（见表3）。
表3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深度访谈

文本材料

学业成绩

资料描述

对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三次访

谈，即初步访谈，半结构化回溯

性访谈和回访，并录音转写

研究对象两年必修课学习资

料，学习笔记，学习成果

研究对象两年必修课学业成绩

深度访谈环节，向研究对象解释研

究目的和内容，保证其个人信息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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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保密，获得知情同意后开展深度访

谈。深度访谈共分为三部分：初步访谈，

获取研究对象基本资料，了解其英语学

习经历，建立关系，为后续正式访谈获

取信息打下基础；半结构化回溯性访

谈，在此过程中提供课程目录，授课教

师等信息作为回忆刺激物，帮助研究对

象回忆尽可能多的信息，访谈时认真倾

听，观察研究对象情感变化和语调变

化，做好记录且全程录音，最终获得2小
时 29分钟访谈录音，共计 33，825字的

访谈转录文稿；回访对象，确保对研究

对象的分析解释正确。

在半结构化回溯性访谈前，研究

者查阅文献，经反复修订形成正式访

谈提纲。访谈提纲围绕坚毅展开，分为

四部分：目标，兴趣，努力和挫折。访谈

按照时间轴进行，即大一上，大一下，

大二上和大二下，了解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关键事件。访谈提纲示例见表

4。

访谈内容不限于上述访谈提纲，

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收集三名研究对象的必修课笔记

等文本资料和必修课学业成绩，形成

三角互证，确保研究的严谨性。

4.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录音

进行转写并反复阅读，利用Nvivo11并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

和形成主题；其间撰写研究者个人反

思日志，实现最大程度悬置。研究者最

后将分析结果返还给研究对象并进行

回访，以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图1 编码示例（仅列举部分数据）

Teaching 教学研究

访谈模块

目标

兴趣

努力

挫折

访谈提纲示例

1. 您在大一/大二有设定目标吗？有的话，是什么呢？

2.没有的话，为什么？

1.您喜欢大一上/大一下/大二上/大二下内容语言融合课堂吗？为什么？

2.与上一阶段的喜欢程度相比，这阶段有变化吗？为什么？

1.您在大一上/大一下/大二上/大二下付出了多大努力呢？为什么？

2.与上一阶段的努力程度相比，这阶段有什么变化吗？为什么？

1.您在大一上/大一下/大二上/大二下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2.您是如何应对的呢？

3.上述挫折对您有何影响呢？

表4 访谈提纲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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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整合和多

元资料的梳理，本研究通过文字和曲

线图呈现三名研究对象的坚毅变化。

其中的曲线不代表任何具体的数值，

只是对质性研究结果的可视化和具象

化处理，以凸显不同案例的变化趋势

和差异。

1.高水平学生坚毅变化：不忘初

心，努力成习惯

图2 高水平学生坚毅变化

大一上：憧憬大学学习，脚踏实地

前进

高水平学生高中学习理科，对于

大学文科课程和独立自主的学习方式

充满好奇，学习兴趣高涨；同时，身边

同学积极的学习态度，大学教师循循

善诱的教学方式，对其学习兴趣起到

了更好的推动作用。在兴趣作用下，学

生努力水平比较高。由于对环境和体

系的陌生，为了保证“不输在起跑线

上”，会努力做到最好。但在学习过程

中要面对从“被人推着走”到“自己开

辟道路”的转变，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高水平学生没有抱着从高中解脱，放

任自由的态度，而是保持适度紧张，持

续努力。

大一下：熟悉后的放松，着重攻克

难点

由于对课程和教学了解，高水平

学生新鲜感下降，进而导致学习兴趣

略微下降。同时，这种“程式化”的熟悉

感会使其在课程英国-A和课程英国-
B等较简单的科目上不用花费很多精

力就可以取得良好的成绩。对于难度

较大的课程英国-C和课程英国-D，高

水平学生会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

学习，以获得满意的成绩。

大二上：课精彩兴趣低，平稳推进

学习

课程E老师和课程F老师和蔼的

气质，温和的授课方式，新颖的课堂活

动让学生保持着一定的兴趣，但是由

于对学习体系的熟悉，兴趣仍旧下降。

同时，该阶段的课程难度不大，易于理

解，高水平学生表示不需要很努力就

可以达到课程要求标准，取得良好成

绩，但努力程度与大一下差不多，没有

松懈。

大二下：兴趣分化明显，外压促进

投入

高水平学生兴趣与大二上接近，

但对于不同科目的学习，兴趣分化明

显。对于专业性比较强，比较抽象且与

自身规划相关度不大的课程G，感觉排

斥；而对于实用价值高且与自身出国

规划相关性高的课程H，兴趣更浓，投

入更多。

其努力水平与大二上接近，甚至

有所提高。一方面原因是课程G难度

增加，课程兴趣不高，但仍需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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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因而要投入更多精力；但并没有

因为课程难就轻易放弃，而是考虑成

绩和课程价值后选择加大努力。同时，

高水平学生为了留学的顺利进行，会

给予课程H等相关课程更多关注，并

且进行拓展学习。同期的英语专业四

级考试压力也会促使高水平学生投入

更多时间学习，以期取得优异的成绩。

2. 中等水平学生坚毅变化：走走

停停，间歇性努力

图3 中等水平学生坚毅变化

大一上：初来兴趣浓厚，考后状态

松懈

中等水平学生高中学习文科，自

然而然地对课程产生初始的兴趣。学

习过程中发现教材内容实用价值高，

对出国有帮助；教材编写分为基础和

拓展部分，既可以夯实基础，又可以开

拓视野，学起来很舒服，因而兴趣处于

较高水平。她十分钦佩教授，想要深入

了解老师，获得更多知识。课程C教师

幽默等人格魅力和积极互动的授课方

式，丰富的课堂活动对学生的兴趣起

强化作用。

虽然，中等水平学生兴趣浓厚，但

是在努力程度却比较低。高考任务完

成后只想放松休息，并且家人和教师

也没有对成绩提出要求，外界压力不

大，就容易松懈。学生还称自己有一定

文科基础，偷懒儿也可以通过考试，于

是就没有投入过多。对于初入大学不

适应的问题，学生认为时间长就习惯

了，便没有主动寻求办法解决。

大一下：熟悉后体验佳，低迷后要

崛起

由于与大一上是同一批老师，相

似的教材内容和课堂活动，中等水平

学生兴趣没有太大变化。新鲜感会有

所下降，但是相应的熟悉感和默契会

使课堂教学顺利开展，学习体验更佳。

看见自己大一上成绩低，而其他同学

成绩高，还有奖状和奖学金，中等水平

学生萌生竞争意识，决定无论喜欢课

程与否，都要更加努力；班级良好的氛

围也督促自己认真学习。

大二上：喜好分化明显，投入随之

分化

中等水平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化不

大，但对于不同课程兴趣出现了明显

的分化。在面对自身不喜欢的课程 E
时，本身兴趣不够浓厚，加之教材阅读

难度大，课程作业多，考试压力大，教

师严格要求高，兴趣消磨殆尽，情绪低

落，有无力感；在面对自身喜欢的课程

F时，本身兴趣浓厚，加之实用的交际

技巧，轻松的课堂表演，灵活的考试和

亲和的老师，学生兴趣越发浓厚，更愿

意投入学习。

面对分化严重的兴趣和已取得的

高成绩，中等水平学生有所懈怠，努力

水平明显下滑。但是对于感兴趣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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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依旧会投入较多，对于不感兴趣的

课程不会过多关注和努力。

大二下：兴趣分化趋低，无力挽回

放弃

中等水平学生学习兴趣下降，且

分化明显。其中课程G是两个班在一

个100人的大教室上课，授课老师是位

新老师，课程活动安排不公平不合理，

教师采用滚屏点名和手机考试等新技

术，这些让中等水平学生反感，加之课

程内容抽象专业性强，理解难度大，教

师语速快，同学间不熟悉，课堂氛围沉

闷，致使学生产生了厌烦情绪。另一门

课程H契合自身兴趣，教师态度亲和，

内容开拓视野，而且教师划重点，学业

压力不大，兴趣保持得不错。

同期，面对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

等水平学生表示考试会耽误她对课程

的投入。在考完专业考试后，只想放

松，并且本身对课程就没兴趣，也无力

挽回专业考试耽误课程学习带来的后

果，只想糊弄过去，于是便放弃努力

了。

3.低水平学生坚毅变化：摸索方

向，越来越努力

图4 低水平学生坚毅变化

大一上：没兴趣不在乎，没适应不

努力

低水平学生兴趣不高。本身对课

程美国-C兴趣不大并且一直不会学，

课程美国-B老师按课本读的授课方式

也不喜欢，但是课程美国-A老师会分

享她的旅游见闻，授课内容丰富，话题

有趣，开拓视野，兴趣度较高。

刚进入大学，生活和学习环境不

适应，自我要求和外界压力降低，学生

努力水平很低。对于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学生不想太在意，不想让自己去拘

泥于此，把自己放纵在挫折当中，并且

认为只要不挂科，开心生活就行。

大一下：羞愧后变积极，头顶困难

也学

低水平学生兴趣稍微提高。学习

心态变得积极，客观看待课程英国-C，
寻找学习方法，加之教师的正面反馈，

兴趣有所提升。但是对课程英国-B的

兴趣依旧不高，因为老师的授课方式

没有改变，自己也无力改变。

看到大一上自己成绩低，而班级

同学成绩高，感觉羞愧，也不想给班级

拖后腿，同时自己也有不服输的态度，

努力水平大幅提高。面对不会学且不

喜欢的课程英国-C和课程英国-B也

硬着头皮学，跟紧老师节奏。

大二上：理性摆正心态，跌倒后又

站起

低水平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兴趣

和努力总体都有所提升。但是出现了

明显的兴趣分化。课程F内容有趣实

用，课堂活动很丰富，同学氛围友好，

兴趣浓厚；但课程E难度大，教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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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但自身能力不足，屡屡受挫，兴

趣大幅下滑。由于自己已经决心努力

学习，即使遇到挫折，情绪偶尔崩溃，

但能够清醒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和前

进路上遇到的重重障碍，加上同学的

鼓励，重新站起来追求目标。

大二下：兴趣分化明显，摸清前进

方向

低水平学生兴趣有所提高，但是

兴趣分化明显。课程G专业性强难度

大，教师授课方式不合理，并且没有丰

富的课堂活动，导致兴趣大减；对于课

程F，自身兴趣浓厚，内容实用价值高，

老师和同学很融洽，兴趣不错。

低水平学生努力水平也不断提

升，主要是因为思想逐渐成熟，更加清

楚职业规划，遇到挫折时会勇敢直面，

理性解决，想办法从困难中学习，以期

达到目标。回顾两年的努力和学习成

绩，低水平学生表示付出有回报，很欣

慰，获得成就感，受到鼓励会继续努

力。

五、讨论

1. 不同水平学生坚毅变化差异

高中低水平学生的坚毅变化呈现

出整体性和阶段性差异。本研究发现

该种差异体现在目标设定，兴趣与努

力的一致性，努力的意义和挫折应对

方面。

在目标设定方面，高水平学生为

提高专业能力设定长期目标,动机明

确,执行力强，坚毅性持续较高；低水平

学生意识到能力不足，设定不断提高

的目标，自身规划逐渐清晰，动机强，

努力程度随之提升，坚毅性稳步提升

（Nunan, 1999 & Pina-Watson，2015)。找
到方向和目标会激励个体发展出帮助

其实现长远目标的品质（Hill et al.,
2016；Akin & Arslan，2014）；坚毅便是

目标明确的产物。高低水平学生的目

标多源自内部动机，易长期保持良好

的学习态度和兴趣，更加努力（Ryan &
Connell，1989；Ryan & Deci，2000）坚毅

性更稳定也更高。而中等水平学生高

考后放松，“小有成就”后松懈和专业

考试后懈怠体现出其多关注眼前的短

期目标，选择“走一步看一步”，且目标

多是外部动机，坚毅性时高时低，波动

较大。

在兴趣与努力的一致性方面，高

中水平学生前期兴趣高涨，后期兴趣

一定程度下降，且分化明显；但高水平

学生持续努力，减小兴趣降低的影响，

坚毅性持续较高，而中等水平学生受

外部因素影响，坚毅性随外部情况变

化，与兴趣相关性不大。两者均出现了

兴趣与努力不一致，努力比兴趣更能

预 测 两 者 的 坚 毅 性（Credé et al.,
2017）。相反，低水平学生的兴趣和努

力同时不断提高, 兴趣与努力一致，坚

毅性不断提升。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

努力和兴趣对个体行为表现预测效果

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体特质，不能抛开

个体谈两者的预测效果。

在努力的意义方面，高低水平学

生以提升能力为目标，内部动机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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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持续较高或不断提高，坚毅性

随之变化。这与Duckworth et al. (2014)
的研究发现，即从投入和追求意义中

获得愉悦和幸福的人坚毅性更高，相

吻合。而中等水平学生将努力取得成

绩和荣誉当作愉悦和新奇的事，未赋

予意义，动机来自外部；一旦达成目

标，便丧失了后续的愉悦和兴趣，不会

投入过多，导致其高坚毅性是短暂一

瞬 ，随 后 便 下 降（Duckworth et al.，
2014）。低水平学生坚毅性不断提高，

其成绩也随之升高，但其总体学业成

就水平仍旧处于低水平，原因是中国

学生步入大学之前已经接受了为期12
年的英语义务教育，其间学生坚毅性

差距所带来的成绩差距很难通过大学

两年的高坚毅性补足。因而，研究认

为，长期范围内成就水平与个体坚毅

性呈正相关；短期内成绩变化趋势与

个体坚毅性呈正相关。

在挫折应对方面，高水平学生专

业能力强，困难较少，且自我效能感更

强，应对挫折的态度更积极，坚毅性较

高(Jordan et al., 2015）。受到挫折外部

刺激后，若中等水平学生学习决心较

大，会勇敢面对困难，增强自我控制，

不轻言放弃，坚毅性较高（Duckworth，
2014）。若其学习意愿不强，顺其自然

或回避，轻易放弃，坚毅性低。面对困

难不尝试解决，便认为难以改善的固

定性思维，阻碍其继续坚持努力，坚毅

性因而较低。正如Blackwell et al.(2007)
研究发现，固定思维会阻碍学习和成

功。中等水平学生的案例也表明，个体

坚毅性高低有时是在外界刺激下的一

种主观意愿和选择，并非是多重外部

因素作用下的客观结果。低水平学生

能力不足，困难更多，自我效能感很

低，经常有挫败感和无力感。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学生能加理

性看待问题并解决，能受挫后快速振

作起来，坚毅性提高（Duckworth et al.,
2007；Eskreiswinkler et al., 2014）。

2. 引起坚毅变化的关键课堂环境

因素

在为期两年的内容语言融合课堂

环境下，高中低水平学生的坚毅性均

会出现一定程度宏观或微观变化，引

起变化的关键因素包括：学业成绩，教

材认知质量，教师授课方式和同学关

系。

首先，学业成绩会对坚毅变化产

生直接且明显的作用。当外界对成绩

的要求降低或没有时，高水平学生保

持警醒，严格要求自己，以确保不落后,
坚毅性提高；中低水平学生降低自身

要求，选择放松，坚毅性降低。这印证

了Duckworth & Gross（2014) 的研究发

现，即坚毅与自我控制显著正相关，两

者都是决定成功的重要变量。当外界

对成绩有要求时，高中低水平学生都

会一定程度投入，坚毅性有所提高。当

学业成绩较低时，学生感到羞耻和焦

虑，进而决心排除学习路上的种种障

碍，加强对情绪和行动的自我控制，以

降低负面因素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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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rol et al. 2020)，努力学习，以取得

优异的成绩，坚毅性提高较大。该研究

结果与 Menichi & Richmond（2015）的

研究发现契合，即过去的失败经历可

以提高人在任务中的坚毅表现。当成

绩较高时，部分学生有自满情绪，懈怠

学习，坚毅性下降；部分学生会将其视

为正面反馈，备受鼓舞，投入更多，坚

毅性呈现提高趋势。

其次，教材认知质量（夏洋，2015）
对学生坚毅变化产生一定的作用。英

语专业课堂上，学生会因为教材认知

要求高，感觉失败很难避免，自我控制

感不强，从而产生焦虑情绪（夏洋，

2018），导致兴趣下降，努力程度随之

下降，坚毅性降低。但部分学生增强对

焦虑情绪的自我控制，仍旧努力学习，

以期扭转局面；若没有得到正面反馈，

学生有强烈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最后

放弃，坚毅性由高降低。少部分学生努

力保持兴趣，坚持到底，坚毅性极高。

正如 Duckworth et al.(2009)研究发现，

在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坚毅性高的人

更愿意继续坚持，即使有所损失，他们

付出更多。若教材难度适当，内容实

用，学生获得愉悦感，兴趣大增，从而

增加对课程的投入，坚毅性提高。若教

材难度较低或者学生对内容熟悉，学

生自我控制感较强，便不会投入过多；

同时，其新鲜感和兴趣也下降，整体的

坚毅性下降。由于高中低水平学生的

能力不同，其对于同一本教材的认知

会呈现出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甚

至不同方向的坚毅变化。

授课方式对坚毅变化产生一定影

响。若教师态度亲和，语速适中，课程

活动丰富有趣，学生获得课堂愉悦感

（Dewaele & MacIntyre，2014），对课程

萌生兴趣，投入更多精力，坚毅性提

高，最终提升学业成绩。从拓展-建构

理论和价值-控制理论角度看，积极情

绪对学业表现有正向预测作用（Fred⁃
rickson，2001；Pekrun，2007）。坚毅在积

极情绪和学业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魏宏君等（2019）研究发现坚毅

提升学生外语课堂愉悦感，进而提高

外语课堂表现。综合来看，本研究认为

积极情绪与坚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

外语课堂表现；外语课堂表现也可以

反过来影响坚毅与积极情绪，三者形

成良性互动。相反，教师态度冷淡，课

程活动少且枯燥，学生厌烦甚至抵触，

降低投入，坚毅性降低，最终成绩下

滑。

同学关系会对坚毅变化产生一定

作用。身处班级之中，学生会不由自主

地将自己与其他同学做对比。若其他

同学能力强且收获荣誉，学生感到一

定程度羡慕和焦虑，期望自己也可以

达到同样成就，获得认可，从而端正学

习态度，积极努力，坚毅性提高。反之，

若班级整体学习兴趣和努力程度低

迷，则一定程度影响个体，降低其坚毅

性。这与 Sumter et al.（2009)的研究发

现，同学影响青少年坚毅性相符。面对

学习困难时，若有同学相助，更加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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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轻易放弃，更有毅力（Gerhards &
Gravert，2016），坚毅性提高。即使没有

学习困难，同学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

也会提升学生坚毅性。正如 Kelly
Clark et al.（2019）研究表示同学可以激

励学生坚持追求并实现长期目标。

基于上述讨论，研究认为内容语

言融合课堂环境下坚毅变化主要受到

学业成绩，教材认知质量，授课方式和

同学关系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多样化的个体差异，学生对相同外

界因素刺激反应不尽相同。这需要教

师对学生有深入的了解，观察并发现

学生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有效

干预。

六、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内容语言融合课堂

环境下不同水平学生坚毅历时变化特

征和坚毅变化差异，探究了引起坚毅

变化的关键课堂环境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高水平学生坚毅性保持持续较

高；中等水平学生坚毅性高低交替波

动；低水平学生坚毅性不断提高。高中

低水平学生在目标设定，兴趣与努力

一致性，努力的意义和挫折应对方面

呈现出的差异导致了坚毅变化的差

异。引起坚毅变化的关键课堂环境因

素包括：学业成绩，教材认知质量，教

师授课方式和同学互助或竞争。

由于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小且为回

溯性短期研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数量更大范围更广

的样本，且进行长期甚至超长期的动

态追踪，从而得到更为饱满的研究结

果。此外，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形式，

不同研究对象自我要求标准不同，满

足社会期望的倾向不同，或维护自身

形象的需求不同等因素会不可避免地

造成结果偏差。未来研究可以采纳主

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结

合自我报告和观察者报告，以提高研

究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期待未来坚

毅及坚毅变化研究，考虑开发外语课

堂下坚毅量表，进行坚毅和坚毅变化

的量化研究，得到更为精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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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rit of High, Mid and Low Language
Achievers in CLIL Classroom for English

Majors
ZHANG Miaoduo XIA Yang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This study adopted a two- year retrospective qualitative study on three

English majors of different achievements to examine their grit changes in Content Lan-

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 classrooms, explore differences in grit changes, and fig-

ure out key factors that effect such changes. The study yields three major findings: 1) high

achiever consistently shows high level of grit; median achiever’s grit alternates between

high and low level; low achiever grows increasingly gritter. 2) Differences in such areas

contribute to various types of grit changes as goal setting, the consistency of passion and

effort, the meaning of effort and difficulty coping. 3) The key factors in CLIL classroom in-

clude: academic performance, cognitiv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and classmate relationship.

【【KeywordsKeywords】】CLIL; classroom environment; English major; g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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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2018年 9月中国“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的实施，中国新文科开

始浮出水面。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

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引导不同

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坚持

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综合

性的跨学科学习。新文科建设催生新

外语学科，但是传统外语学科在对学

生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都有所缺失，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

间。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要对接新文科

发展战略，主动呼应新的学科转向，

就要凸显文科的本质，即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就离不开对学生的思辨能力的培养。

只有这样，才能更新人才培养理念，

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加快英语

专业发展的学科性建设。

目前，我国英语专业学生最突出

的一个问题是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

条理性较为低下, 缺乏较强的分析、

综合、判断、推理、思考和辨析能力,
缺少批判思维能力和独创精神，即黄

源深教授所说的“思辨缺席”(黄源深，

1998)。针对这种现象，孙有中(2011)从
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缺席”现

状及缺席成因进行了全面而深化阐

述, 提出要“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

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强调“要

把思辨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所有课程

的教学中去,让思辨能力培养进入每

一门课程, 进入每一节课堂”，还指出

“写作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最有效的

新文科视域下英语专业写作教学新文科视域下英语专业写作教学
思辨能力培养研究思辨能力培养研究

毛峻凌①

闽江学院 福 州 350108 中 国

摘 要：对接新文科发展战略，我们应如何在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提高思辨能力？如何同步
提高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本文通过阐释思辨型英语写作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技巧，探讨
高校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把语言学习、学科知识和思辨能力有效融合并实现协同发展的有
效路径和策略。
关键词：新文科；思辨能力；英语写作教学

①毛峻凌，女，博士，闽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英语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闽江学院2019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面向应用型本科生的英语专业写作教学模式改革”；闽江学院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项目“外语专业“双创”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新探索”（201810395014）；外研社2020年横向课题“面向应用型本

科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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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之一”(孙有中等，2011：604)。基
于此，本文着眼于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需求，尝试以外语专业写作课为例，

探索思辨英语写作教学的有效课堂

操作方法，探讨在新文科背景下该如

何将思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培养纳

入外语专业写作教学过程，提高外语

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升他们的决

策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思辨能力的涵义界定

关于思辨能力的定义和维度，哲

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对

其看法不一。思辨概念本身的内涵是

相当丰富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最早

可追溯到美国学者杜威提出的“反省

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

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

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

的结论”。而在教育领域颇受推崇的

德尔翡报告则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

种“诠释、分析、评估和推论，是有目

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包括认知技

能和情感倾向两个维度（Facione，
1990），即思辨能力不仅包括一系列

典型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

而且包括一系列“情感特质”（affec⁃
tive dispositions）（孙有中，2011: 53），

从《德尔斐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兴

趣、动机、情感、性格等非认知因素可

以在思辨能力的运用和发展过程中

起到补偿和促进作用。其他学者如

Ennis 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

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

省的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反思性

思维”。而美国“批判性思维国家高层

理事会”主席 Richard Paul 把元认知

模式引入批判性思维研究, 认为批判

性思维是一种个体思维模式, 在这个

思维模式中思考者熟练地控制思维

的内在结构并应用知识标准来评价

它们, 借此改善自己的思维 (Paul,
1990)。在国内，以文秋芳为首的英语

界学者（2009，2010a，2010b）认为思辨

能力可分为认知技能和情感特质，提

出“层级理论模型”。综上所述，我们

可以看出，思辨能力源于反思，注重

分析推理，强调对个人和他人的观点

做出质疑、反思和判断，对于学生获

取知识、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独立提

出见解以及进行创新有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

三、思辨能力与写作

思辨能力一直是外语专业学生

的软肋，虽然写作是体现学生思辨能

力的重要方式，但专业英语的写作课

程思辨含量很低。众所周知，英语写

作运用文字实现概念的具体化，不仅

是综合性很强的一项语言输出方式，

也是衡量英语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

指标，是通过英语知识和语言的重组

与构建（如判断写作主题、组织思想、

文本生成及修改）来表达情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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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思维创作过程，这个过程伴随

着分析、推理、解释、说明、评价等思

辨能力的运用。目前，对比较认同与

重视听说教学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

能从多角度综合运用语言进行流畅

写作，是一个重大挑战。从写作角度

来看，英语专业学生常常面临两个主

要问题：首先是写作思辨能力缺席，

把写作看成是单纯语言技能训练。由

于外语学习的内在规律使然，英语语

言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模仿、记忆、理解、应用基础上的，因

此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常常面临思辨

缺席的问题，如学生文章结构不合

理，缺乏逻辑性、思想性及条理性；说

理辩驳无说服力，无法用说服人的道

理去概述自己的观点；解决问题缺乏

创造力，难以运用分析、比较、综合等

能力解决科研和现实中的问题。“思

辨的缺席直接影响人的创造能力、研

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人的

素质”（黄源深，1998：1）；其次是写作

主动能效缺乏。由于英语专业四级考

试的反拨作用，目前的英语专业写作

教学，尤其是二年级英语写作教学普

遍实施“教师讲解写作技巧，分析范

文，布置作文，讲评作文”这一以教师

为中心的演绎型灌输式教学模式，学

生写作主体意识缺失，写作兴趣和自

主写作能力缺乏，没有机会对别人和

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和进行评判。大

部分学生英语作文语法错误多、思想

空泛，甚至有部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

惯于套用网络提供的格式化作文，热

衷于模拟“万能模板作文”“满分范

文”“作文宝典”“四八级作文秘笈”的

套路化写法，严重缺乏英语写作的自

主意识。总之，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教

育对个性思考的忽视，对独立批评与

分析的缺失，对思辨能力培养的不

足，无从适合应新文科建设对人才的

需求。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缺乏

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

力的思辨缺席症问题依然困扰着外

语师生。“该痼疾不出，外语学生难有

出头之日”。（黄源深，2010：11）
为了适应新文科建设发展需要，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提

升人才培养能力的新阶段，2018年颁

布的《高等学校外国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明确

提出了“培养规格”，其具体“能力要

求”如下：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

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

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

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

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根据国标的

界定，思辨能力包括勤学好问，相信

理性，尊重事实，谨慎判断，公正评

价，敏于探究，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

这些思辨品质，同时还包括能对证

据、概念、方法、标准、背景等要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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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阐述、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能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孙

有中，2019：827）《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也明

确指出，“……突出能力培养和专业知

识构建，特别要突出思辨能力。创新能

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可见，单纯

掌握英语能力的人才已经不足以面对

入境复杂的社会需求，思辨能力是 21
世纪人才必备的核心能力，把思辨能

力的培养融入到写作教程的教学中，

这是新文科大背景下提高英语专业学

生写作综合能力的唯一出路。

显而易见，思辨能力已成为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

心能力之一。要满足新文科大背景下

对于“知识+能力”型人才的需求，顺

应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就必须

探究英语写作教学的创新模式和有

效途径，把全面提升人才所需的思辨

品质和思辨技能的培养全面贯穿写

作教学的全过程，创建适合且有利于

提高学生自主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

的写作教学模式。这是当前我国英语

写作教学刻不容缓的任务。

四、突出思辨能力的英语写作教

学

新文科背景下的英语写作过程

是开师生合作探究和建构知识的过

程，以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思辨能

力和创新能力为写作教学过程最终

目的。思辨能力的培养在写作教学过

程中是具体和可操作的概念，授课教

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精心设计思

辨性写作活动，把思辨能力教育贯穿

整个课程体系和每一个教学环节，使

英语学习与思辨学习融为一体，扩大

学生思维空间，同步提高英语写作能

力和思辨能力。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在英语专业写作课程中，如何设计思

辨英语写作教学的有效课堂操作方

法，如何采用网络与课堂相结合交互

性专业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在外语专

业教育中实现思辨能力的发展。

1. 课前教学活动的设计

（1）明确教学目标

思辨英语写作的教学目标在于

融合培养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和思

辨能力。教师可从思辨能力、语言能

力和学科知识三个层面设定教学目

标。思辨目标有:（1）培养学生能对口

头或书面的输入信息进行阐释、分

析、推理和评价；（2）引导学生在此

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合理论述自己的

观点；（3）能自我评估和自我修正，

形成独立判断；语言能力目标是在

内容讨论中学习、应用语言，以产出

意义丰富、逻辑清楚的文本或话语；

学科知识能力目标是掌握各类文体

的写作方法并学习论证过程。教师

在提高学生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增

强学生谋篇布局的能力同时，还要

088



明确思辨能力、认知技能和思辨品

质教学目标，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重视反思和修改，自觉关

注思辨能力基本要素，为学生的思

辨能力由理解知识的低层级向分

析、评价的高层级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2）网络推送教学任务

教师课前通过网络给学生提前

推送任务，明确所探讨问题的对象、

范围和相关资料，可通过以下步骤：

（1）布置互动任务的写作话题并提供

相关阅读资料，使学生初步了解学科

思维的范式和方法；（2）组织学生对

阅读材料分析性解读，以小组交流与

咨询、合作等形式搜集信息，形成思

想与写作目的，并及时记录自己的体

会及创新性思想，为将之补充、增添

到自己的英语写作中做准备。由于大

部分学生常因“信息失辨”而无法形

成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容易按照努力

程度最小的模式选择信息源，经常根

据情绪、直觉、喜好对观点进行快速

判断，线上布置的学习任务能有效促

进学生利用各类信息源和渠道提前

认知学习内容，这种自主学习能帮助

学生提高查找、甄别，综合信息的能

力，增强写作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

期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写作策略，能针

对不同题材和写作目的写出不同文

本。

2.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专业英语写作的课堂教学活动

应围绕提高学生的自主写作能力和

思辨能力展开，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

入手：

(1) 线下师生互动 为了有效促进

学生认知技能和思辨品质的顺利发

展，教师应对学生的写作训练提供有

效的指导，如用一些具体的事例，设

置一些现实的情景，深入浅出地讲解

此次写作中需要用到的技巧，指导学生

为写作过程做思想、内容、概念上的储

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

合作探究学习，如通过对相关阅读材料

的文本内容、写作目的、写作手法的解

读和分析，设计不同的写作任务，使合

作和推理成为可能，以提高学生的写作

兴趣。总之，教师只有根据思辨能力的

培养目标来设计和实施具体的教学活

动，才能达到延伸与扩充线上学习任

务，提升学生好奇心，高度激发学生的

思辨能力的目的，才能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写作积极性。

(2) 线下生生协作 协作学习是线

下的实践项目，由教师根据此次课的

主题选择体裁并确定读者，安排各小

组分组讨论以促进深度探索。学生根

据预留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

尝试从多视角探讨确立论点，细化写

作主题，制定写作提纲，罗列证据进

行阐释与支撑。同时要求每个小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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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个代表进行课堂口头陈述，促进

知识内化。由于大多数学生自我中心

意识较强并对细致的论证过程缺乏

耐心，在此阶段教师要积极参与学生

探索协作，适时引导学生以批判的眼

光评价作文，使其成为独立自主、具

有分析能力的写作者。在协作学习的

环节中，监督比讲解更重要，教师应

当大力鼓励同学间的交流和讨论，分

享观点和相互倾听，努力寻求共识，

避免有分工无合作，创造民主、宽松、

包容的合作氛围。同时，教师还需督

促学生认真听取其他学生发言，引导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透视

发言体现的逻辑性、发散性和创新

性，着力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和善于提

问的思辨品质。

(3)课堂同伴互评当次课的第二

课时，学生依照老师下发的写作文本

评价表进行同伴互评反馈和自我测

评。写作文本评价表除了关注语言形

式层面的评分（如文章的组织与衔

接，观点与内容，语法与标点等），还

要包含教师制定的思辨维度评价标

准，如对关键信息的分析能力（识别、

阐释、推理等），根据作文主题推理论

据（假设、推论等）的能力，以及在讨

论过程中是否能恰当评价对方论点

与理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做出适时

反应的能力。把思辨能力融入到写作

能力的测评中，既有助于释放思辨教

学潜力，又有助于把思辨标准内化为

学生的学习习惯并最终外化为思辨

能力。具体地说，原作者既可以根据

反馈意见，针对作文中实际存在的问

题解构作文，罗列论据和论点之间关

系，反思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客观评价自己的观点及论证过程

是否清楚、合理、公正、符合逻辑，又

可以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自

行修正或与反馈者合作修改或完善，

展现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性和适宜

性，最终完成第二写作过程。实际上，

同伴互评这个环节是对思辨写作的

反思总结，教师提供的思辨性评价原

则应明确体现思辨的维度，以学生课

堂表现和口笔头作业思辨能力的体

现和运用为导向。

3. 课后反馈与评价

注重思辨能力培养的英语写作

需要由教师以及学生共同完成，学生

在多稿修改过程中获得写作乐趣，实

现自我探索和自我创新建构，提高写

作自主性和积极性。学生也可以通过

课外组建的班级论坛，对每周线上发

布的阅读材料发表评论、改写或复述

要点，也可每周撰写写作感悟反思，

通过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向教师

实时反馈。总之，课后反馈与评价也

尝试把语言、内容和思维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开展课外探

究性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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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思辨能力的培养对于写作教学

尤其重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

进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的新阶

段，专业英语写作课程要达到《国标》

所规定的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能力

要求，教师可从教学方法、课堂设计、

作业布置及作文评估等方面提升思

辨能力培养强度，探究创新能力导向

的写作教学，运用多元教学理念与手

段对学生进行有目的引导、指导、组

织、考核、监督, 把语言技能训练和学

科知识的传授与思辨能力培养的有

机融合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对

适应新文科建设需要，对全方位人才

的终身能力培养作出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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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堂展示（in-class presentation）是
指以一定主题为背景，学生以小组的

方式开展围绕主题的内容创作，同时

借助PPT用规范的语言形式将自己的

见解表述出来，然后在课堂上公开展

示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朱白非 &
郑桃云，2019：52-54）。课堂展示作为

英语专业锻炼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及思辨力的教学活动，得到广泛应用

(韦丽秋，2007：5-9)。以某外语类高校

的英语专业为例，该校学生在大一、大

二的所有内容依托式课程（CBI）中，都

需进行课堂展示。然而，在笔者的前期

调查中发现，即使经历过多次课堂展

示，学生仍然对课堂展示的基本要求

和评判标准含糊不清，学生的展示能

力并未通过多次课堂展示的锻炼而得

到提升。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教师只对课堂展示的结果做出评价，

忽视对学生准备过程的阶段性指导；

教师并未对课堂展示的要求做出规范

性说明，导致学生无法发现自身存在

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展示能

力，某外语类高校的英语专业进行尝

试性改革，将“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

应用于CBI社会文化的课程当中。此类

课堂展示具体包含五个步骤，即话题

选择、大纲制定、PPT制作、预演、正式

展示。每个步骤学生拥有1-2周的时间

进行组内准备和“对子组”（两个小组

自愿结成对子组）间互评，然后各个小

组在课上汇报准备成果，教师和所有

““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模式下英语专业学生模式下英语专业学生
展示能力提升策略探究展示能力提升策略探究

唐韵淇① 曲 涛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具有形成性特征的反馈能帮助师生不断修正教学和学习策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
标。本论文旨在探索“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对英语专业学生展示能力的影响，分析此类课
堂展示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提高其可实施性和可推广性。结果显示，“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
从PPT制作、内容选择、个人表现等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展示能力的提升，但在如何简化反馈
的形式、如何增强反馈的有效性等方面还需要继续完善。
关键词：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能力提升策略；英语专业

①唐韵淇, 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②曲 涛, 男，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小说、叙事学理论、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1. 本文是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训练项目：基于反馈和评改的课堂展示对英语专业学生展示能力的影响（项目编

号：202010172169）最终成果

2. 本文是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7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叙事教学法理念下“亚洲英语国家研究”课程构建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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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组给予口头指导和反馈。在正

式展示的过程中，教师和所有学生填

写并上交对展示小组的纸质反馈意

见。“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将课堂展

示的前期准备过程细化，并且通过不

断给予学生形成性反馈来促使其进

步。

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形成性

反馈课堂展示对学生的展示能力具有

哪些促进作用？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

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

二、文献综述

Cauley 和 McMillan(2010：1- 6)指
出，有效地使用形成性评价，特别是反

馈和指导性纠正，对学生的学习动机

和 学 习 成 绩 至 关 重 要 。MacAlpine
（1999：15-25）的研究发现，课堂展示

和同伴互评相结合是一种有效的、建

设性的教学方法，并且有助于学生培

养独立学习和价值判断的能力。Magin
和 Helmore（2001：287-298）将教师和

同伴对于课堂展示评价的可靠性进行

了比较，尽管教师评价相对更可靠，但

他们提出将教师评价分数与同伴评价

平均分数相结合的方式，这不仅保证

了最终分数的可靠性，还培养了学生

专业判断的能力。国外的研究者充分

肯定了形成性评价对教学的积极作

用，但并未细化到形成性评价当中的

反馈。他们虽然认可了教师反馈和同

伴反馈对课堂展示的积极作用，但这

种反馈仍是终结性反馈，而不是形成

性反馈。

而国内对形成性反馈的研究集中

在写作、口语和口译课堂上。彭翩翩和

李丹（2020：151-153）指出，在学术英

语写作课程中，形成性反馈对学生选

题、研究设计、撰写三个阶段的自我效

能感均产生显著影响。翟禹楠和赵滨

丽（2017：153-156）认为形成性评估中

的反馈模式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具有

积极作用，但在反馈的有效性和教学

步骤的采用等方面还需教师和学习者

的进一步探索。王睿（2018：94-96）将

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形成性反馈方式细

化，指出“肯定+建议”的评价反馈方

式是最有效的教学反馈方式，并且认

为形成性评价中的不同反馈方式都有

助于学生英语口语自我效能感的提

升。万宏瑜（2013：45-49）认为，在自建

小型学生视译练习库的形成性评估基

础上，进行有的放矢地反馈和建议有

助于调整教学/学习策略, 提高学习效

果。

由此可见，无论应用于何种课堂，

形成性反馈的积极作用都得到了研究

者的认可。但是，目前在教学中不仅形

成性评价难以实施，对持续性反馈的

研究更是少见（姚香泓 邓耀臣 傅琼 王

雅楠，2014：60-65+71）。虽然近几年，

国内外对形成性反馈的研究加大重

视，但相关的研究数量仍然少之又少，

并且几乎没有针对课堂展示的反馈研

究。因此，为了使形成性反馈在英语专

业课堂展示上得到广泛应用，本论文

将对该种模式进行尝试性研究，探索

其对学生展示能力的影响，并提出建

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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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本项目研究对象为大连外国语大

学英语学院2015—2018级接受过或正

在接受“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训练的

英语专业学生。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量研究工具

为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问卷包

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个人信

息；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学

生对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的接受度和

不同形式反馈的接受度进行评分；第

三部分为学生接触此类课堂展示前后

展示能力的改变，主要包括PPT制作、

内容选择和个人表现三个方面；第四

部分为学生对此类课堂展示的期望和

建议。半结构化访谈的内容涉及对形成

性反馈课堂展示的态度变化、对教师反

馈和同学反馈的看法、形成性反馈课堂

展示对其展示能力产生了哪些影响、对

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的建议等。

2.数据收集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共123份，其中

女生占 82.11%，男生占 17.89%。参与

访谈的学生共 6人，4名女生，2名男

生。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学生对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的

接受度

68.3%的学生表示，在初次接触形

成性反馈课堂展示时感到反感。但在

接触一段时间后，91.87%的学生都认

可此类课堂展示对自身是有帮助的。

82.11%的学生认为自己在提出建设性

意见方面具有进步。在自己给同伴反

馈时，有 89.43%的学生能够同时警醒

自己，避免犯同样的错误。56.1%的学

生认为在反馈上耗费大量时间是值得

的。

数据显示，在形成性反馈课堂展

示开始初期，学生普遍接受度不高。一

位参与访谈的同学表示：“老师一开始

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描述这种课堂

展示的步骤和要求，让人觉得很繁琐。

我认为大家都有点被吓到了。”但是在

亲身经历以后，学生看到了自身的进

步，于是此类课堂展示的接受度变高。

一位同学说：“过程确实很辛苦，但是

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知道如何做好一

个课堂展示了。与普通的课堂展示不

同，这种课堂展示在准备过程中可以

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意见，所以最终呈

现出来的效果也更好。我认为前期付

出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学生态度的转

变也证实了反馈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提出反馈的过程能够促使学生思考，

增强学生思辨力。同时，个体问题可以

起到警醒全体同学的作用，让学生更

加明确优质课堂展示的标准，从而提

升课堂展示的能力。

2.学生对不同反馈意见的接受度

相较于同学（对子组或其他组）提

出的意见，82.93%的学生更愿意接受

教师提出的意见。并且 26.83%的学生

认为他们可以接受并吸收 75%-100%
的教师意见，51.22%的学生可以接受

并吸收 50%-75%的教师意见。而对于

同学（对子组或其他组）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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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4%的学生只能接受 50%及以下。

“ 教 师 直 接 反 馈 ”的 接 受 程 度 占

70.73%，远远高于其他反馈形式。

数据显示，来自于教师的直接反

馈在“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中更为学

生所接受和期待，在学生能力的提升

上更具积极作用。因此，教师在未来的

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中，应加大直接

反馈的给予。但其他形式的反馈仍具

有特殊意义，比如教师通过电子设备

的文字反馈能保护学生自尊心，同学

间彼此的反馈能促使学生不断思考、

完善自身不足等等。一位同学在访谈

中提到：“在话题选择阶段，有些同学

的意见可能会提供新的思路。”另一位

同学说：“给其他同学提意见的同时，

我的思辨力也得到了锻炼。”因此，形

成性反馈应该保持其多样性的特征，

“教师直接反馈为主导，多种反馈方式

并存”更能够加强师生的参与性和互

动性，让师生在研讨中共同进步。

3.学生展示能力的提升

(1)PPT制作

在接触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之

前，学生在制作 PPT时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在PPT上堆砌大段文字、字体或

字号不当、背景图片花哨或图片过多、

忽略投影屏幕比例等。而接触此类课

堂展示之后，学生在以下方面得到了

改善：PPT上只放关键词和短语、使用

恰当的字体和字号、图片的位置和数

量适中、PPT外观整洁干净、PPT比例

与投影屏幕大小匹配、会使用适当的

动画效果、在结尾处标明参考文献等。

(2)内容选择

在内容选择上，学生普遍认为在

以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选择的

话题更具有探讨价值和现实意义、内

容逻辑紧密且紧扣话题、大部分内容

都是书本外的新知识、能合理安排时

间、内容由浅入深且详略得当、设置与

观众的互动环节。

(3)个人表现

在个人表现方面，学生的语言表

现和非语言表现都取得了进步：学生

能够保持语速适中，语音和语调有起

伏，时刻留意观众是否听懂；也能够做

到仪态大方，表情自然，与观众有眼神

交流，有适当的手势动作。

一位同学在访谈中说：“一开始其

实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优质课堂

展示的标准是什么。但幸好老师在每

个阶段都会给我们提出修改意见，而

且从别的小组的错误中我们也能借鉴

到很多。”另一位同学表示：“话题选择

这个阶段是最难的，我们需要翻阅大

量的文献才能想出一个能展示出思辨

力的题目。比如，我们小组最初分配到

的话题是‘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礼

节’，而我们最终课堂展示的话题为

‘英国绅士与中国君子文化差异的研

究’，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小组成员大量

的努力。因此，当我们得到老师认可的

时候，感到无比激动。”

在课堂展示准备过程中的形成性

反馈，能帮助学生不断明确优质课堂

展示的标准，鼓励学生朝着正确的方

向不断努力。学生在有了明确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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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后，就会有动力去缩小与“标

准”之间的差距。当学生付出的努力得

到教师的肯定时，学生的动力就会继

续被激发出来，在下一阶段做得更好，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这个过程

也是学生展示能力提升的过程。由此

可见，与传统的课堂展示中教师单一

的终结性评价方式相比，此种课堂展

示对学生展示能力的提升有着更大的

积极作用。

4.学生对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的

期望

(1)反馈与网络平台相结合

有些学生建议构建一个网络反馈

平台，让每次的反馈更直观、更高效。

如本文引言所述，准备阶段的反馈模

式为：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给予口头

反馈。正式展示时的反馈模式为：教师

和学生填写纸质反馈表。一位同学表

示：“希望每次的反馈可以用更正式的

方式来传达，否则很容易出现由于某

些同学表述不清而难以理解的情况。

如果将反馈用文字的形式直接提交到

网络平台，不仅可以节约一部分课上

的时间，还能让每个小组查看时更清

晰直观。”另一位同学表示：“正式展示

阶段，在课堂上手写反馈表，有些过于

浪费时间，而且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

听懂其他小组展示的内容。如果做课

堂展示并没有真正给其他同学带来知

识上的科普，最后只会流于形式，也就

失去了课堂展示的意义。”

(2)增加话题选择阶段的反馈次数

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选择一个有思

辨力的话题是十分困难的，这就使得

首次选定的话题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无法达到要求。而学生在没有得到反

馈之前，难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因

此，如果在这个阶段增加一次教师反

馈的机会，就能够给学生指明正确的

方向。而一个好的话题会让课堂展示

成功一半，这也就大大增加了学生的

自信心。

(3)增强同伴反馈的有效性

某些学生反映，在“对子组”间互

评时，同学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大降低

了反馈的有效性。一位同学说：“如果

能将互评表实名制，并且老师参考这

一部分计入成绩的话，同学就会因为

害怕成绩低而更认真一些，同时也能

鼓励所有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互评。”

实名存档学生的每一次反馈，也是从

侧面监督学生的学习态度、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同伴反馈的

有效性。

五、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形成性反馈课堂

展示”对英语专业学生展示能力的影

响。结果表明，形成性反馈在学生课堂

展示的 PPT制作、内容选择和个人表

现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学生能

够从反馈中了解到优质课堂展示的标

准，并以此为努力目标，不断完善自己

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展示能力。在今后

的教学中，教师应做好形成性反馈课

堂展示的合理运用，在课堂展示的前

期准备过程中给予学生指导，帮助其

解决问题，让课堂展示能够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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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展示能力。但是，在简化反馈模

式、增加某些阶段必要的反馈次数和

增强同伴反馈有效性等方面，还要进

一步实验和完善。

本研究仅以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

学院的部分学生为研究对象，未能拓

展到全国更多英语专业学生，所得到

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本研

究仅考虑了“形成性反馈课堂展示”在

提高学生展示能力方面的作用，未能

考虑到其他作用，尚有必要在今后的

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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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Learning Assessment is a very im⁃

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British Assessment is For Learning
(AIFL) puts forward three dimensions of
Assessment,“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for Learning”and“Assess⁃
ment as Learning”. With the wide appli⁃
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
tion of test item bank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col⁃
lege English teaching. Yang Leida and
Chen Minghui (2013) believe that the de⁃

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st item bank assisted by com⁃
puter network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pro⁃
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detection of stu⁃
dents’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addi⁃
tion,“the level of language skills is relat⁃
ed to the density and intensity of stu⁃
dents’training”(Cai Jigang, 2003). We
expect to stimulate the training density
mainly by increasing the density of ordi⁃
nary tests. Gu Xiangdong’s (2007) mod⁃
el of CET backtracking effect, namely
the“participants-perceptions-process⁃
es-products model”, was propo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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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s of Hughes’s model of back⁃
tracking effect, which further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nts’percep⁃
tions of examina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focus on the use of test item bank to
develop students’ability of self- assess⁃
ment.

Construction of Test Item BankConstruction of Test Item Bank
English test item bank is a neces⁃

sary component of computer aided Eng⁃
lish teaching and an important tool of
routine English teaching. This study
used an online platform, constructing the
test item bank.The teaching portal of the
platform includes modules such as activi⁃
ties, statistics, materials, notices, assign⁃
ments, examinations and discussions,
among which the“materials”module
contains course materials, question
bank, homework bank and test item
bank. Dynamic test item ban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liness, effective⁃
ness, reliability which could repeat prac⁃
tice and review at any time.

Overall Design of Test Item Bank

Taking the textbook New Progres⁃
sive College English Integrated Course
(2019) as an example, the test item bank
covers 80% of knowledge of the text⁃
book. The types of questions include Vo⁃
cabulary &Structure, Bank Cloze, Read⁃
ing Comprehension, Translation and
Compound Dict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Compound Dictation, the direc⁃
tions as follows: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hear a passage 3 times. When the pas⁃
sage is read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listen carefully for its general idea.
When the passage is read for the second
time, you are required to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exact words you have
just heard. Finally, when the passage is
read for the third time, you should check
what you have written. The Compound
Dictation in the test item bank with
about 300 words per essay, including 15
blanks, will focus the ability of listening
and dictation.

Analysis of Test Item

Teachers can choose question type,
difficulty, quantity and test time on the
Super Fanya Platform, which could be
flexible handl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
ic course schedule, such as set preview
questions before class, check in class
and test after class. It can refine each
knowledge point and language point,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active learning. In the quiz, the invigila⁃
tor can be carried out to check the num⁃
ber and specific time of students leaving
the answer page, so as to evaluate the dif⁃
ficulty of the test questions and stu⁃
dents’mastery. The test item bank’s
principle is“multiple questions, multi⁃
ple sets, and random selection”. Each
student can answer questions for many
times, and each test is different, which
provides sufficient test for students who
have plenty time to review.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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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e StudyDesign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freshmen ma⁃
joring in economics in a college, which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parallel
class: Class A (experimental class,47 stu⁃
dents) and Class B (the control class, 45
students).The difficulty of Compound
Dictation, question type and essay type
in the final exam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the test item bank. Question⁃
naires were sent out through the Ques⁃
tionnaire Star, 92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8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 data was input
into SPSS16.0 to sort out the statistics.
The author adopted the independent sam⁃
ple t- test, and the test value was set as
3, that is,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general”.
Research Tools

Tests
This research selects the Com⁃

pound Dictation topic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with 6 times of unit tests and 1
final exam.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Th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basic personal
information;(2) 14“can do”statements
and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stu⁃
dents’self- assessment ability (Spanjers
et al., 2015).The questionnaire design 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with reference to Wu et al.(2010) Devel⁃

op 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for self-
assessment.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eaching mode, learning
ability, teaching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 The questionnaire adopts a
five-point scale, from 1 to 5, indicating

“very dissatisfied”,“not very satisfied”,
“general”,“satisfied”and“very satis⁃
fied”.

“Self-confidence”assessment ques⁃
tionnaire: Zeng (2002) indicates that Stu⁃
dents’ confidence in answering ques⁃
tions indicates how well they have mas⁃
tered the language knowledge when com⁃
pleting the test. To evaluate the Confi⁃
dence in making judgments about their
own abilities is essential. It uses Five-
point Likert Scale, after trial testing and
modification,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
liability of the self-evaluation of the ques⁃
tionnaire was 0.966, and the internal con⁃
sistency of the self-confidence was 0.972.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mainly

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students
using the online test item bank (experi⁃
mental class) and the paper test (control
class).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perfor⁃
mance. The third research question con⁃
cerned students’self- rated confidence.
It condu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stu⁃
dents’confidence-ratings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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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trend of students’self- rated
confidence and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
ences in self-rated confidence among differ⁃
ent skills.

Results and Discussion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unit quiz are re⁃

corded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for⁃
mative evaluation. The online platform
can record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makes the self-assessment of students more
specific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est Score

Firstly, the author conducted ANO⁃
VA analysis based on students’com⁃
pound dictation scores in the final exam
and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Table1 Group Statistics

Class

Score 1= Class A
2=Class B

N

45
45

Mean

69.56
77.09

Std.
Deviat
ion

9.973
7.932

Std.
Error
Mean
1.475
1.174

Table 1 shows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Class A (M=77.09, Std.=7.932)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lass B (M=69.56, Std.=9.973),
with a smaller standard deviation.

As shown in Table 2, the signifi⁃
cance level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est was P =0.074>0.05, indicating ho⁃
mogeneity of variance. In the stud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two learning effects (M=-

7.543, P =0.000<0.01). Class A has a
good learning effect and is conducive to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Score Equal
variances ssumed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F

3.320

Sig.

.074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t

-3.966

-3.966

df

88

83.838

Sig. (2-
tailed)

.000

.000

Mean
Differen

ce

-7.543

-7.543

Std.
Error

Differen
ce

1.899

1.89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11.309

-11.311

Upper

-3.769

-3.766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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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students’English level.
Analysis of Self-assessment Question-

naire

The self-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involves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listen⁃
ing skills”(recall/forecast/main idea/un⁃
derstanding),“dictation skills” (under⁃

standing/inference/taking notes/fill a va⁃
cancy/speculating) and“learning effect”
(attitude/improving skills/strengthening ex⁃
ercises/self-study/self-assessment), with a
total of 14 questions.

Table 3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self-assessments. The scores and self-

Group

Class A
Class B

Number

47
45

Mean

44.21
39.89

SD

8.29
11.23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0.983

ANOVA
F

1.283

Sig

0.041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assessment Score

* p<0.05 ** p<0.01

Table 4 Statistics of Self-assessment Score of Class A

Listening
Skills

Dictation
Skills

Learning
Effect

Abilities
recall
forecast
main idea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inference
taking notes
fill a vacancy
speculating
attitude

improving skills
strengthening
self-study

self-assessment

M
3.05
3

2.975
2.95
3.225
3.125
3.075
3.3
3.45
3.35
3.425
3.675
3.55
3.65

SD
0.986
1.038
1.025
1.061
1.025
1.09
1.047
1.091
0.959
0.975
0.984
0.971
1.037
1.051

t
0.321
0

0.154
0.298
1.388
0.725
0.453
1.74
2.966
2.27
2.731
4.396
3.356
3.911

p
0.75
1

0.878
0.767
0.173
0.473
0.653
0.09

0.005**
0.029*
0.009**
0.000**
0.0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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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d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the average self-
rated score of the Class A was 44.2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lass B.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
evaluation and achievement was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In addition, Table 4 shows the de⁃
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elf-
evaluation scores of Class A.

Table 4 shows that the average val⁃
ue of the four questions of“listening
skills”is about 3, and there i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P < 0.05), in⁃
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score of students
for listening skills is low. The average of
the five questions in“Dictation Skills”
was above 3,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However, for
the five items of“learning effect”, the
mean value is the highest, and the stan⁃
dard deviation is also small, so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ata. This
shows that the online test item bank can
better improv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evaluation ability.

Analysis of Self-confidence Question-

naire

Finally, it is the comparison of self-
confidence questionnaire. The varianc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the self- rated
confidenc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
dents. As shown in Table 5, the average
self- confidence of Class A was 44.895,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lass B.

ConclusionConclusion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dynamic test

item bank can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greatly improv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timely check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learning. It can effectively develop stu⁃
dents’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self- evaluation ability. Secondly, it can
help teachers to receive better under⁃
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Moreover, English test item
bank is a necessary part of computer-
aided English teaching, and also an im⁃
portant tool of regular English teaching,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l.

Group

Class A
Class B

Number

47
45

Mean

44.895
40.561

SD

3.523
5.758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0.153

ANOVA
F

2.125

Sig

0.047

Table 5 Comparison of Self-confidence Score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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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政治文本特殊的文本内容以

及承担的外宣功能，总是带有鲜明的

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

政治文献翻译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的考量尤为重要。以往的研究大多关

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较

少关注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实

际上，翻译与意识形态是一种互动的

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行为，反之，

翻译也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构。建

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吕俊，2005）翻译

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语建构出的内

容进行再次的建构，通过翻译重构，思

想观念和经验意义都能得到重新的诠

释。

二、理论基础

胡开宝、李晓倩（2015）提出了语

料库批评翻译学，即采用语料库方法，

基于描写性译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相

关理论，在观察和分析大量翻译文本

或双语文本的特征并进行相关数据统

计的基础上，来探究翻译与意识形态

之间的互动关系（胡开宝 李涛 孟令

子，2018)。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立足于

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将微观分析和宏

观研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并重，采用

语料库的方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

究相结合，为翻译与意识形态的研究

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语料库

批评翻译学提出将名物化作为一种研

究路径，来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

的关系。前人的研究中已发现名物化

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意义：王彦

（2009）提出，英语语篇中的某分类系

统、及物系统、情态系统和转换系统

基于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政治文献英译研究基于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政治文献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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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往往具有比较突出的可分析的意

识形态意义。名物化作为一种转换系

统，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值得关

注。孙志祥（2009：58）则直接提出，“有

必要对名物化转换中的意识形态进行

研究，探讨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意识

形态意义潜势的重构”。

为此，本研究选取官方权威发布

的政治文献作为语料，以语料库批评

翻译学为理论框架，考察名物化的翻

译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意义潜势的变

化。语料选择有以下原因：首先，政治

文献是国际社会和外国读者了解中国

最权威的渠道，选取的政治文献是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出版，作为国家层

面的翻译实践（任东升，2019），其正式

程度不言而喻。正式性是政治文献的

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而名物化正是

体现语篇正式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由于政治文献的外宣功能，即向

国际社会传递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念和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是

我国对外宣传政治主张和塑造国家形

象的重要翻译实践，因此，政治文献翻

译的意识形态尤为值得关注，政治文

献翻译过程中，名物化的使用能够有

效地建构意识形态（张同德 艾淑臻 黄

青，2014）。意识形态它既具有消极的

意义，又具有中性的意义。目前越来越

多的学者将其视为一个中性概念，比

如 van Dijk（1998）认为，意识形态没有

真实和虚假之分，它包括三个方面：认

知因素、社会因素和话语因素。意识形

态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而是

一个包括知识信念、价值体系、个人生

活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规范、话语的表

征方式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概念（尤泽

顺，2019）。本研究采用的是意识形态

的中性概念，仅指由认知、社会和话语

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认知和评价。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1）所选政治文本中的名物化结

构有哪些翻译模式？具有哪些特点？

（2）这些翻译模式呈现出怎样的

意识形态意义潜势？

2. 语料选取

本研究以官方权威发布的政治文

献的汉语和英语两个文本为研究对

象，选取其中国际部分相关语篇。内容

多为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发表的或

针对国际事务所作的讲话，表明我国

对待国际问题的立场和原则以及在国

际合作与发展中秉持的观点和理念，

体现了我国为国际事务和问题贡献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及为国际发展

所作的尝试和努力。由于当今全球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国际问题和国

际事务与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发展息息

相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

也成为了各国更为关注的内容。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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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和译文文本形符、类符如表 1所

示：

表1 所选语料中英文类符、形符统计

文本

英语译文

汉语原文

类符（Type）
3747
4032

形符（Token）
33434
23752

3. 研究步骤

（1）使用 ICTCLAS对汉语语料进

行分词，为保证分词的准确性，对分词

后的语料再次进行人工校对。

（2）将语料导入 Antconc中，使用

wordlist功能，剔除“的”“和”等无实际

意义的词，得到语料词频表，其中“发

展”一词位居第一位，共出现415次。高

频词是语篇内容和主题的最好体现，

因此，本研究选择“发展”一词，作为检

索词。

表2 语料高频词汇

Rank
1
2
3
4
5

Freq
414
290
279
253
230

Word
发展

合作

中国

我们

经济

（3）利用自建的政治文献英汉双

语平行语料库，通过文本对比细读，分

析“发展”的翻译模式和特点、翻译模

式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

四、结果与讨论

Halliday（1994）最早提出了“语法

隐喻”的概念，认为名物化是产生语法

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最有力的

资源，语法隐喻根据纯理功能可分为

三大类：概念隐喻、人际隐喻和语篇隐

喻，名物化是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
phor）的重要形式。语言是一个可分层

的有机系统，内容层面可分为语义层

和词汇语法层，语义层面的过程、属性

和实体，在语法层面分别由动词、形容

词和名词来体现。因此，在语义层面，

名物化是将过程和属性转化为实体，

在词汇语法层面，名物化是将动词或

形容词转化为名词或名词词组(Halli⁃
day，1994: 352)。意义的表达存在一致

式（congruent form）和 隐 喻 式（meta⁃
phorical form）。一致式是指语义层和语

法层固定的对应关系，即名词在语义

上指的是实体或抽象的事物，表示参

与者；动词在语义上对应的是动作或

事件，表示过程；形容词用来表示人或

事物的特征、属性或状态。名物化

（nominalization）的使用改变了语义层

和语法层的这种固定的对应关系，把

过程动作或属性特征看作事物，由此

产生了隐喻式的表达。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

“发展”本身的词性为动词，表示：1）事

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

高级的变化；2）扩大（组织、规模等）。

但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发展”在

实际使用中经常作为名词或名词结构

出现。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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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语的形态标记较少，不具

备像英语一样的屈折形态变化，因此

在确定汉语的名词结构时，本研究主

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参考郭锐（2002）
对词项功能的界定，即在词典中标注

为动词的单词，在文中是否呈现“指

称”的用法；二是看其在小句中是否能

够充当主语或宾语成分。

由于“发展”一词本身的词性为动

词，因此，当其在小句中作为名词或名

词结构出现时，可视其为汉语的名物

化现象，即隐喻式表达；若作动词，则

属于一致式表达。根据Antconc检索结

果，在汉语原文中，“发展”一词共出现

415次，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其中以名

词或名词结构出现356次，以动词出现

59次。由此可见，“发展”一词含有丰富

的隐喻资源。

表3.“发展”的隐喻式与一致式统计

隐喻式（名词或名词结构）

一致式（动词）

Total

频次

356

59

415

比例

85.78%

14.22%

本研究以翻译过程为参照，通过

文本细读，将“发展”的翻译模式总结

为：再隐喻式、去隐喻式、一致式、隐喻

式和省译式。每种翻译模式的频次和

所占比例如表4所示：

表4.“发展”的翻译模式

发展

415次

隐喻式：356次
（85.78%）

一致式：59次
（14.22%）

再隐喻式：307次
（86.24%）

去隐喻式：9次
（2.5%）

省译式：40次
（11.24%）

一致式：33次
（55.93%）

隐喻式：10次
（16.95%）

省译式：16次
（27.12%）

由上表可以看出，汉语原文中“发

展”一词的名物化特征十分明显，比例

高达 85.78%，一致式的使用比例仅为

14.22%，即“发展”在原文中指代事物

更多，描述动作过程较少。去隐喻式是

将原文描述的事物在译文中转化为动

作过程，隐喻式是将原文描述的动作

过程在译文中转化为事物，隐喻式的

比例明显要高于去隐喻式，可见，与汉

语相比，英语更倾向于使用名物化来

描述事物。

“发展”一词以名词或名词结构出

现共计356次，通过与对应的目的语译

文进行文本细读发现，“发展”一词主

要存在以下几种翻译模式：1.再隐喻

式 2.去隐喻式 3.省译式。每种翻译模

式的频次和所占比例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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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隐喻式翻译模式

再隐喻式

307
86.24%

去隐喻式

9
2.5%

省译

40
11.24%

Total
356

1. 再隐喻式（保留名物化）

汉语隐喻式结构译为英语后，如

果依然使用隐喻式结构，则属于再隐

喻式译法。

（1）特点——多出现在专有名词

和政治术语中

再隐喻式的译法多出现在专有名

词、政治术语或被反复提及的具备一

定共识的概念之中，这些概念在我国

的其他政治文献中也频繁出现，体现

了我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特色。专有

名词有其固定的译法，英语中通常以

名物化形态呈现，体现了其作为既定

的客观事实或共识的稳定性。如：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
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
共同发展→common development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名物化结构是构建中国特色词

汇、概念和政治术语的重要方式，将政

治思想凝炼为隐喻化事物的过程充分

体现出名词化在政治语篇中建构意义

的重要作用（唐革亮 杨忠，2016），同时

名物化结构的稳定性也更有利于政治

概念的传播。

（2）意义潜势——焦点化

通过名物化结构，调整句子的重

心，对重点内容进行突出强调，体现了

名物化结构翻译传递出的意识形态倾

向的滑移（尤泽顺，2019）。
例（1）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大家

庭，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

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符合所有

成员共同利益。

We are all APEC members. It
meet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us all to
foster an open economy in the Asia-Pa⁃
cific featur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terconnected growth, and converging
interests.

将名物化信息放在句尾，起到突

出强调的功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

利益融合”即亚太经济格局的特点，将

重点信息通过名物化结构凸显出来以

传递给读者，转移关注的焦点。除了

development外，growth也是使用较多的

一个名物化词汇。

2. 去隐喻式（去名物化）

汉语名词或名词结构译为英语

后，若使用过程动词、形容词或词组，

发生去名物化（de-nominalization）现

象，则属于去隐喻式译法。名物化的去

隐喻式表达转换为语义层和词汇语法

层相对应的一致式表达。

（1）特点——动作过程表达多样化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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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隐喻式译法，将实体“发展”转换

成动作过程，即还原发展本身的动词词

性，体现发展作为动词具有的动态性。

（2）功能——动态化、具体化

去隐喻式翻译将静态、抽象的实体，

变为动态的动作过程或具体的属性特

征，使得译文表达更加直接生动。如：

例（2）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

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

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

发展潮流。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global devel⁃
opments and follow the underlying trend of
the times is a constant and crucially impor⁃
tant task that requires our abiding attention
if China is to move forward.

“中国要发展”中的“发展”一词在

译文中用动词词组“move forward”来表

示，由静态变为动态，还原了事物的动

作过程，用过程动词来展现“发展”的

动态性；且将“move forward”放到句子

的最后，起到了突出强调的作用，凸显

了发展的重要性。而“世界发展潮流”

中的“发展”一词在译文中用“develop⁃
ment”来表示，同样使用名词，没有改

变其词性，名词往往表明事物的固有

属性和永久性特征，此处表明，世界发

展潮流是既定的客观事实，使其作为

一种已知信息，发挥背景化的功能。

例（3）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壮大

有赖于大家共同支持。

A stronger and more dynamic
APEC is possible only with support from
all its members.

原文中“发展”一词在译文中用词

组“stronger and more dynamic”来表示，

名词往往表明事物的固有属性和永久

性特征，而形容词一般是临时的属性，

这种词性转换弱化了“发展”的力量，

表明“发展”不是无条件的，自然发生

的，只有所有成员共同支持，才能实现

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同时，去名物化

式翻译还原了事物的特征和属性，由

抽象概念变为具体特征，“stronger and
more dynamic”展现了亚太经合组织的

发展前景，即更强大更具活力的特点，

将这样的特点和愿景传递出来，能使

读者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形成更清

晰更具体的认知。

“发展”以其本身的动词词性出现

共 59次，通过对相应的英语译文进行

文本细读，发现汉语原文中的“发展”

作动词时在英语译文中主要有以下几

种有译法：1.一致式 2.隐喻式 3.省译

式。每种翻译模式的频次和所占比例

如表6所示：

表6.一致式翻译模式

一致式

33
55.93%

隐喻式（名物化）

10
16.95%

省译式

16
27.12%

Total
59

3. 一致式

汉语原文中的“发展”作动词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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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后，如果依然使用动词或动词词

组，则属于一致式。

（1）特点——形式多样

汉语原文中本身作为动词的“发

展”，在英语译文中同样使用其本身的

词性，体现了语义和词汇语法层面的

一致性，但在具体的词汇使用上，却存

在多种形式的表达，汉语中 33处“发

展”，在英语译文中，存在 14种不同的

表现形式：

表7.译文一致式表达的词汇及出现的频率

Ran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Words or phrases
develop
grow
build

move forward
foster
become
advance

incorporate
pursue
thrive

enhance
boost
surge

became increasingly busy
total

Freq
11
5
3
2
2
2
1
1
1
1
1
1
1
1
33

（2）功能——保留动作过程

使用不同的动词，不仅是出于搭

配的需要，更体现出动作过程的不同

倾向。

例（4）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

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

We should, summing up our pas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enrich and de⁃
velop our diplomatic theories and prac⁃
tice and conduct diplomacy with salient
Chinese features and a Chinese vision.

在 BNC语料库中，“develop”后面

搭配的高频名词有“strategies”、“poli⁃
cies”等表示战略、政策含义的词汇，在

英语译文中，“develop”后面的宾语是“

diplomatic theories”，即对外工作理念，

与“strategies”、“policies”含义相似，表

示做出决定或者指导行动的理念，de⁃
velop多表示的是政策理念等内容性概

念的发展。

4. 隐喻式

汉语动词译为英语后，若使用名

词或名词结构，属于隐喻式译法。

（1）特点

隐喻式译法多采用词汇层名物化

结构，即添加词缀的方式，以 develop⁃
ment居多，还包括growth和movement。

（2）功能——实体化、背景化

动词的名物化能够把动作过程固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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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实体，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的传递

更加自然化、常识化。如：

例（5）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

不断发展壮大。

Our biggest opportunity lies in Chi⁃
na’s steady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in its strength.

原文“不断”为副词，修饰动词“发

展”，作为动词的“发展”译成名词“de⁃
velopment”，将动作过程固化成实体，

暗示我国稳定发展是既定的客观事

实，展示出了对于我国发展的自信。

例（6）我们愿意同各国加强合作，

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

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

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We are ready to step up cooperation
with all countries. Through the develop⁃
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the
building of information economy demon⁃
stration zones, we will be able to spur
the growth of worldwide investment and
trade, and promote globa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中的“发展”

一词做动词使用，译文中将其表达为

名词“development”，同样将动作过程

固化成实体，暗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

展是稳定存在的客观事实，使用名物

化发挥背景化的功能，使“电子商务发

展”和“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成为已

知的背景信息，使得意识形态的传递

更加自然化、常识化。

隐喻式和一致式的省译式译法，

多是出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不具有突

出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本研究重点

探讨再隐喻式、去隐喻式、一致式和隐

喻式四种翻译模式的功能和意识形态

意义潜势的变化。

五、结论

本研究不仅探讨了“发展”作为名

词或名词结构时，隐喻式表达的翻译

模式、特点和功能，还分析了“发展”作

为动词时，一致式表达的翻译模式、特

点和功能，以及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意

义潜势。研究表明：一致式和隐喻式表

达，存在五种翻译模式：再隐喻式、去

隐喻式、一致式、隐喻式和省译式；呈

现出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包括突出焦

点、动态化和具体化以及实体化、背景

化等功能。本研究仅以原文中出现频

次最高的词汇——“发展”一词为研究

对象，没有涵盖语料所有的名物化词

汇，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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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in Light of 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HUO Yuehong HUANG Xue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With 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

work, this research does both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nomin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on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potential od political documents.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five transla-

tion modes of nominalized translation: re- metaphorical translation, de- metaphorical transla-

tion, congruent translation, metaphorical translation, and metaphorical ellipsis and that

the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potentialsincludes: focus, dynamicness and specifi-

cation, substantial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KeywordsKeywords】】political documents; Corpus- 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nomi-

nalization; meaning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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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Building Con-

struction Projects, a high-rise building con⁃
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specification,
published by the Myanmar Committee
for quality control of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the specifica⁃
tion and standard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a specification doc⁃
umentation for contractors who seek op⁃
portun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Myanmar.

The source text, is written in scien⁃
tific and technical English which is a
special language or“register”used by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both for academic and
occupational purposes. It is considered
academic, for example, when studying
chemistry, physics, geography, and as⁃
tronomy in English. It is meant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s or comput⁃
er programmers. (Zhu, 2008：5)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vocabulary,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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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and writing styl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English can be defined as a kind
of English to describe the theories, tech⁃
niques and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in English”.

The main fun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nglish is to deliver the mes⁃
sage and information of technical specifi⁃
cation logically and objectively, which is
function-related varieties (Xue, 2003: 2-
4), which refer to the varieties of English
used to perform various practical func⁃
tions, such as technical English, legal
English, and advertising English. The
source text,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Build-

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 type of sci⁃
ence and technique English, so it falls in⁃
to function-related varieties.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Technical terms

For the reason of function-relatedvari⁃
eties, in the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large num⁃
ber of technical terms, firstly, which re⁃
fers to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a given
scientific discipline to describe explicit,
define concept, and technical terms. Sec⁃
ondly, the technical term, with precise
and narrow meanings, which are only
comprehensible to those who are special⁃
ized in the engineering and can hardly
be understood without engineering back⁃
ground knowledge. So the technical terms
are the major difficulties for the transla⁃

tor, for instance, geotechnical investiga⁃
tions, percolation test,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water pump, discharge,
design calculation, building dimension,
brass, galvanized iron pipes and fittings,
cold water supply system, sanitation,
spent water，hot water supply system, ba⁃
sins, sinks, soil water, soil, waste and
vent pipe system，fixture installation，
public drain, SS (suspended solid), efflu⁃
ent, fire protection system, deviation,
BOD(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ef⁃
fluent quality, incubation periods, origi⁃
nal disinfected，chlorinated，horizontal
collecting pipes, combined soil and
waste water treatment and disposal,
hanger, velocity, sewage pumps, and so
on. The technical terms only could be
translated in the“narrow”but accuracy
meaning on condition that the translator
was equipped with technical and engi⁃
neering specific knowledge.

Long and complicated sentences

As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mainly to state
objective facts and describe quality and
technique specifications, sentences in the
text must be accurate and well-knit. For
thoroughly elaborate what the specifica⁃
tion is, long and complicated sentences
which contain many phrases, clause and
logic connecter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whole context of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obviously that“readability of a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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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 direct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s
or length of words in the sentence”
(Zhang & Cui, 2000: 64) R. Flesch fur⁃
ther quant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ability of a sentence and number of
words as following:

Very easy 8 words or less
Easy 11 words or less
Fairly Easy 14 words or less
Standard 17 words or less
Fairly Difficult 21 words or less
Difficult 25 words or less
Very difficult 29 words or less
Following examples are taken form

the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Building Con-

struction Projects,

1- 20 All design calculations shall
be provided with graphs, chats, tables,
and monographs used put data shall be
submitted in the design, justification for
assumptions shall be clearly stated. If
computer software is used, both inpu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ogram are to be
duly stated. (M)

2-1-1 The system used for the on-
site treatment of either soil and waste wa⁃
ter to meet the recommended effluent
quality as given in para 2.2, guidelines
V, should be selected with due consider⁃
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premises.
(R)

Sentences written in passive voice

Passive voice is another outstand⁃
ing feature and difficulty of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 emphasizing objective facts and stress⁃
ing the critical and important informa⁃
tion. Comparing with active sentences,
passive voice sentences are usually
much more concise and objective. The
follows are examples of passive voice in
the text:

(1)For down feed system of roof
tank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with ade⁃
quate water storage capacity to meet the
50% of one- day supply (R), with the
minimum of 35% of one-day supply.

(2)Character curves for pumps in⁃
stalled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head, discharge, horse power, and
efficiency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de⁃
signer in the design calculations. (See
guidelines VIII, 1-19)

(3)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ip of the deepest pile or the bottom
of the shallow foundation and the top of
the aquifer from which ground water will
be tapped shall not be less than 150 feet.
(M)

Tools and theory to translationTools and theory to translation
Tools for translation

For translating the text accurately,
tools are necessary and critical, includ⁃
ing dictionaries such as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Dictionary, E-dictionary, and some of the
related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
sion about China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ntrol specification are read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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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curate⁃
ly understand the terminologies in the
Guidelines for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

tion Projects.
Translation theory: Functional Equiv-

alence

No translation is ever completely
equivalent and equivalence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 but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 i.
e., based on degrees of closeness of func⁃
tional identity. (Nida, 1997: 117). This
view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mplies
different degrees of adequacy from mini⁃
mal to maximal effectiveness of the basis
of both cognitive and experiential factors

For achieving functional equiva⁃
lence, following principles govern the
kinds and degrees of adjustment may be
helpful (Nida, 1992: 92-95). The princi⁃
ples for production of functionally equiv⁃
alent translation have several very practi⁃
cal implications (Nida, 1997: 95-96):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
lence has bypassed and supersede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 the target lan⁃
guage, and the consequent faithful ver⁃
sus beautiful, literal versus free, form
versus content disputes. (Newmark,
1981: 10).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erving as guid⁃
ance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guid⁃
ance to the Report on Translation of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

struction Projects.

Accurat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Accurat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
cep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cep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rms

The chief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are lexical, not grammatical, i.e., words,
collocations and fixed phrases or idioms;
these include neologisms and“unfind⁃
able”words. Difficulties with words are
of two kinds: (a)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m; (b) you find them hard to translate.
(Newmark, 2001: 32-33)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is of critical
to the translation of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first step i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to
the words, and the second step is literal⁃
ly translation the technical terms. Con⁃
text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echnical terms. As argued by Nida

“Words, in fact, only have meaning in
terms of the particular culture in which
they are used and to which they belong,
and they can only be defined on the basis
of how they are used and definitions must
be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words and
contexts.”(Nida, 1997: 29-33) For in⁃
stance; lateral loads (侧面负载), lateral
ties（侧面图）, bracing and lateral transfer
of loads（载重的横向与竖向迁移）

Accuracy translation to long and

complicated sentences

There are three steps for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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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ng and complicated sentences as ar⁃
gued by Jia, Y.M.,“three steps are sum⁃
marized for translation of long and com⁃
plicated sentences, namely, to find out
the basic structure, analyze logic rela⁃
tionship between clauses and phrases
and finally to reproduce in Chinese”.
(Xue, 2003: 13) For example:

a.a. 1- 20 All design calculations
shall be provided with graphs, chats, ta⁃
bles, and monographs used put data
shall be submitted the design, justifica⁃
tion for assumptions shall be clearly stat⁃
ed, if computer software is used, both in⁃
pu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ogram are to
be duly stated. (M)

Step one: to find out the basic struc⁃
ture of this sentence, which is“all de⁃
sign calculation shall be provided with”,

“data shall be submitted the design,”
“justification for assumptions shall be
clearly stated”,“if computer software is
used”, and“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o⁃
gram are to be duly stated”are subordi⁃
nate clause.

Step two: to analyze inner logic rela⁃
tionship of phrases and clauses.“with
graphs, chats, tables and monographs”is
adverbial of the“design calculations”.

Step three: to reproduce the sen⁃
tence into Chinese, which should be“所

有关于设计计算书的图表、图像和资料

须一并提交，数据分析和阐述须清晰的

说明，对计算机使用软件程序的局限性

须充分的说明。（M）”

Translation to sentences written in

passive-voice verbs

Passive voice of sentence is another
feature and difficulty of the translation of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

tion Projects, compare with English, pas⁃
sive voice in Chinese is less commonly
used, so“in dealing English- Chinese
transl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stick⁃
ing to the pattern and try to convert the
passive voice into various Chinese sen⁃
tence patterns,”the strategies for trans⁃
lating passive voice in English are as fol⁃
lowing:

a. Change passive voice into activea. Change passive voice into active
voice.voice. Passive voice as a wide use in
English is considered as an advantage,
especially for science and technique
English while active voice on the con⁃
trary dominates in Chinese. Therefore, it
is common to transfer the passive voice
into an active voice, for example:

(1)3-2 Water treatment unit/plant
shall be provided where the source of
drinking-water quality does not meet the
recommended lever.

Translation: 在饮用水源质量未达

到要求的标准时，须提供水处理装置/
厂。

In this case, the passive voice was
change into active voice,“shall be pro⁃
vided”is translated into“须提供”。

b. Change original subject into obb. Change original subject into ob⁃⁃
ject, for example:ject, for example: 4- 2- 1 A clear water
reservoir shall be provided either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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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level or basement floor. It shall
be duly protected from potential sources
of pollution. (M)

Translation：在地面和地窖，须准备

一个清水池，而且须将其与潜在污染源

完全隔离。（M）
In this sentence,“a clear water res⁃

ervoir”（一个清水池）is the subject of
passive voice, it is usually treated as ob⁃
ject in Chinese version and in Chinese,
the subject is always elliptical.

c. Keep the passive voice. Although
active voice dominates in Chinese, pas⁃
sive voice may remain unchanged by ap⁃
plying words such as“受”，“被”，“由…

所”etc. For instance：
(1) 4-3-3 Character curves for pumps

installed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ad, discharge, horse power, and efficiency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designer in the de⁃
sign calculations.

水泵安装的水龙头、分流量、马力

以及功率的曲线要求都通过设计者的

设计计算书提供。

ConclusionConclu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Guidelines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skills and strategies a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text,
which have been analyzed in lexical and
syntactic level.

In a nutshell, the source text (Guide-

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ghly-
technical terms, long and complicated
sentences and sentences written in pas⁃
sive voice.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or⁃
der to render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Guidelines for High 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First, the
translator must be good at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hich is the critical and ba⁃
sic requirement. Knowledge of the build⁃
ing industry,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
tec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ccu⁃
rate translation. Without a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ckground, it is hard to un⁃
derstand and translate source text accu⁃
rately.

However, due to the time and
knowledge constraint, the report only an⁃
alyzes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accurat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
tional equivalence, leaving other consid⁃
erations, for instance, a more polished
version —“elegance”i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r
in a more readable format,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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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茶经》由我国唐代“茶圣”陆羽所

著，共三卷十章，七千余字，科学系统

地概括唐代及以前有关茶学的知识和

经验。作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茶经》的外译对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意义不容小觑。迄今为止，

《茶经》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一部由美

国学者Francis Ross Carpenter所译，名

为 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 & Rituals，

1982年收录于英国《大百科全书》；另

一部由我国学者姜欣、姜怡两位教授

合译The Classic of Tea, 2008年完成，为

《大中华文库》分册之一。

翻译比较研究包括不同时期同一

种语言平行译本的研究或同一时期不

同语言的平行译本研究，旨在发现不

同语言的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

（Toury，2001）。本文运用描写翻译研究

的方法，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的角度

对Francis和姜氏姐妹的两个译本进行

描写分析，旨在寻找两个译本之间差

异的根源，丰富中国古籍翻译策略的

研究，为《茶经》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研究。

二、切斯特曼翻译规范下两个译

本

霍姆斯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

描述了翻译研究所应涵盖的内容，为

翻译研究搭建了一个整体框架。图里

继承和发展了霍姆斯翻译研究学派的

译学构思，特别是描写翻译理论，并将

霍姆斯的框架用图表表述出来。他提

出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以非规范性

方 法 理 解 翻 译 过 程 中 的“ 规 范 ”

（norms）的应用，以及发现翻译的一般

“规律”（laws）。图里认为规范是针对某

一文化、社会和时代的社会文化约束，

个人是在接受教育及社会化的整体过

程中学到这些规范的，翻译是由规范

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视角下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视角下
《《茶经茶经》》英译本对比研究英译本对比研究

杨红梅①

四川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成 都 610041 中 国

摘 要：《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为我国唐代陆羽所著，目前仅有两个英文全译
本。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为指导，详尽分析两个译本在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下的不同，探
索两个译本之间差异的根源，有利于丰富中国典籍外译的策略，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茶经》；翻译规范；期待规范；专业规范

①杨红梅，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及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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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约的一项活动（Munday，2005）。切

斯特曼进一步发展了“规范”这一概

念，将社会生物学中的“模因”（meme）
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如同生物通过

基因得以进化和繁衍一般，模因通过

模仿在同一文化中进行传播。若模因

要通过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则需要

翻译。因此，翻译是模因跨越文化疆域

进行传播的生存载体。当某一模因被

某一社团广泛接受便成为了规范。当

某一翻译模因在某一时期处于支配主

导地位，这一翻译模因就演化成了翻

译规范，而其他翻译模因则处于被压

制的弱势地位（Chesterman, 1997）。切

斯特曼关注的是在客户委托翻译之后

那些起作用并能指导译者工作的规

范, 他提出了译品规范/期待规范和过

程规范/专业规范的概念。

1. 期待规范下的两个译本

期待规范，是基于某一特定类型

翻译作品的读者对该类型翻译作品的

期待而确立的。其影响因素包括：目标

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翻译传统、类似

目的语类型的话语习俗，经济或意识

形态、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

系等等（Chesterman，1997）。读者可能

对语篇类型和语篇习惯、语体和语域、

语法适度性、词汇选择等方面有所期

待。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典籍

的翻译中心逐渐转移至欧美大陆,以中

国为主题的图书已经成为英美最畅销

的图书。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经典

的英译从一个明显的市场化阶段进入

了一个高度学术化的阶段。由于地缘

政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设

立了与东亚和中国有关的系和研究机

构。从事汉学或比较文学研究的专业

读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七十年代中

美联合公报开启了中美交流的大门。

正如Francis在其译本的序言中所说，

如果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 & Rituals

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促进东西方人民之

间的相互理解，那么这个译本的目的

就达到了。

Francis译本共 177页，包括序言、

引言、正文和注释四个部分，其中序言

2 页，引言 53 页，正文 95 页，注释 20
页。图文结合是此译本翻译一大显著

特点，插画由著名画家Demi Hitz提供。

除了文本翻译，Francis还用了 45幅精

美的插图来补充翻译。考虑到许多茶

具极富中国特色，那个时代的目的语

读者难以理解，译者使用了 15幅插图

来解释各种茶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封面茶杯的设计及引言部分。这款精

致的瓷杯上包含诸多中国元素，最引

人注目的是茶杯正中的红色繁体汉字

“無”，它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

“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正文之前 53
页的引言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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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思想; 第二部分着重介绍唐代

以前“茶”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渊源和考

证; 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茶的种类，并

介绍了与茶有关的各种贮存和使用的

容器;第四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茶文化

在其他国家的传播;第五部分介绍了陆

羽的生平事迹，以及《茶经》的创作经

历，包括译者对陆羽名字的文化诠释。

此外，译本还包括20页尾注。陆羽的原

著并未包含这部分内容，这是译者为

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作而增加的内

容。

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进行的，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目

的语文化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往往

通过读者的期待规范对翻译产生影

响。70年代正值中美建交，美国众多读

者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但却知之甚

少。Francis译本中略去了陆羽的文言

文原文，补充自己对于茶文化的相关

理解和介绍，符合西方读者急于想要

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需要，也符

合当时的期待规范。

与Francis译本相比，姜欣、姜怡的

译本有着截然不同的框架结构，译者

对序言和注释的处理也不尽相同。作

为《大中华文库》分册之一，姜氏姐妹

的版本于 2008年完成。全球一体化趋

势日益明显，中国优秀文化也被众多

西方读者所了解。译本无需任何插图

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第一部分为《大中

华文库》主编杨牧之为整个系列丛书

所写的前言，主要介绍翻译和出版这

一系列中国古籍的原因，后附英译。在

第二部分，译者简要介绍了陆羽的生

平、《茶经》的主要内容及其翻译过程、

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等。第三部分为

正文。为便于读者学习，页面排版形式

为：左页上半部分为陆羽原文，下半部

分为译者翻译的现代汉语，对应的右

页是英文版本。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

学一直以文言文为主。新文化运动后，

中国文学语言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现代汉语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中国

的主流文学语言。考虑到今天的普通

读者已经不具备理解文言文作品的能

力，西方读者更是如此，姜欣、姜怡两

位译者先将原文译成现代汉语再译成

英文；然而她们的译文似乎更多的是

吸引了对古汉语感兴趣的读者及国内

研究翻译的学者。

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是一种有目

的、有针对性的文化行为，想对西方社

会产生影响，对译文读者及其译文接

受语境的分析是确保译文有效传播、

进而产生预期文化功能的重要前提。

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具有

明显的反向交际性，即从相对弱势的

文化到强势的文化，翻译必须以现代

的方式来解释，以满足目标读者的期

望(廖七一，2014)。但中国译者更倾向

于忠实于原文，并且不遗漏地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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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含义翻译成英文(耿强，2010)。
姜欣和姜怡也不例外，她们侧重于原

文信息的传递，最大限度地争取译语

和原语在各层面地对应，而在某种程

度上忽略了目标读者对文本类型的话

语惯例、文体、语法等的期待。

2.专业规范下的两个译本

专业规范制约着翻译过程，它从

属于期待规范，并受制于期待规范。它

包括：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及“关系”规

范。

(1)责任规范

责任规范是一种道德规范，关注

职业标准。译者应该忠于职守，这是人

类交际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原则(Nord，
1997)。译者为他提供给委托人和读者

的翻译作品承担责任。“职业”是指社

会中被认为是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

成员，社会相信他们具有这种地位，并

且可能进一步被其他社会承认为称职

的专业人员(Chesterman，1997)。
Francis曾在斯坦福大学和伦敦大

学学习汉语和哲学，后为美国政府工

作，负责与中国相关的事务。虽然从严

格意义上讲，Francis并非受过专业训

练的译者，但是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使他完全具备职业译者的素质。他的

译文能够在西方社会被接受并传播，

这与他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密切相关。

翻译过程中 Francis除查阅大量资料

外，还向专业人士咨询，这在在译文后

的鸣谢部分都有所表现。

姜欣和姜怡均为大连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的教授，中国典籍翻译为她

们的研究方向之一。他们对茶文化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关于

茶文化和典籍翻译的学术论文和著

作。作为专业译者，他们在翻译过程中

追溯历史文化背景，在不同版本的底

本中反复考辨、逐句斟酌，以保持原作

的本土韵味为原则。她们的翻译还得

到了我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教授的

指导，及茶文化专家余悦、王河的专业

协助。

为了保证译文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两个版本的译者都征求了农学专

家的意见，从而符合责任规范。他们没

有对原文进行任何重大的删除或增

补。原文中带方括号内的注释，姜欣、

姜怡同样用括号，括号中的内容没有

遗漏地进行了翻译。Francis译本中没

有中文原文，也没有用括号做注释，所

有的注释都在译文之中，他采用的策

略使得译文正文文本更简洁。

(2) 交际规范

交际规范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

规定译者的角色为交际专家，既是他

人意图的中介者，也是自己权利的交

际者(Chesterman，1997)。作为交际专家

的翻译人员，应该努力确保各方之间

的最大程度的沟通。翻译并不是简单

地翻译词、句或文本，而是引导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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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的交

际 (Holz，1984)。因此语际翻译被描述

为“从原语文本出发的一种翻译行

为”，是一个涉及一系列角色和参与者

的交际过程，包括翻译的发起者、中

介、原文本作者、目的语文本作者、目

的语文本使用者和接受者。

尽管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专家，但

他可能在文本类型和特定领域并非专

家，故此领域额外知识的获取需要通

过原语作者或者通过翻译者的仔细研

究。《茶经》为我国唐代陆羽所作。虽然

无法与原文本作者进行交流，但两个

译本的译者都对原文的意义和意图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以跨越时空的方式

传达原文的信息和风格。Francis既是

翻译的发起者，又是中介，还是目的语

文本作者，具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和策

略。母语为英语，Francis在与目的语使

用者和接受者交流时，最大限度地利

用目的语的优势也是其翻译的优势。

相比之下，姜氏姐妹的版本中充

分交流要困难得多，因为涉及的各方

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首先，《大

中华文库》是以国家名义组织的最大

规模的翻译和出版项目，发起人是新

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

次，目的语文本使用者和接受者为全

球读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

与我们完全不同。译者无论与发起人

还是目的语读者哪一方进行充分交流

都绝非易事。此外，译者自身的意识形

态与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密切相关，意

识形态影响译者的交际内容和交际方

式。译者也承认，从中国本土理解的角

度向全球读者展示这部经典作品，将

确保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

因此，尽管译者在尽力地与各方沟通，

但是整个交际过程涉及地因素过多，

或多或少都影响着译本最终功能性交

际的实现。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

文化背景下，两个译本的译者都试图

与翻译过程中的各方进行沟通，以传

播中国茶文化。由于交流的程度不同，

他们的译本在目标读者中的接受程度

也不同。

(3)关系规范

关系规范是一种语言规范，关注

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译者的

行为方式应该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

立和维持一种恰当的类似关系。根据

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意愿、原作者的本

义以及潜在读者的可能需要，翻译者

可以决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什么样的

关系是合适的(Chesterman，1997)。在翻

译的过程中，Francis在保障译文流畅

的同时，严格遵守原文的语言。当两者

矛盾时，他尽可能与原文的意图一致

的表达 (Francis，1974)。姜氏姐妹努力

在“意义”、“形式”和“精神”的层面上

对等，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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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欣 姜怡，2008)。
总的来说，两个译本的译者都选

择了直译作为主要的翻译方法，而且

他们的译本都忠实于原文。他们力求

准确地保留中国特色，体现当时的关

系规范，并与原文保持适当的相似性

关系。

三、结语

两个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

努力恪守各自时代的期待规范和职业

规范。但由于经济或意识形态因素、译

者自身期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

翻译规范不是静态的或永恒的，不同

的译者会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翻译规

范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为了最大限

度地提高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译

者应主要采取符合译语规范和读者期

待的策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读

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都缺乏了解，

Francis为避免目的语读者对于古汉语

的理解之艰难，省去了陆羽的原文，用

引言、尾注及插图的方式补充了众多

关于中国文化的个人阐释。二十一世

纪初，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了解中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

人也越来越多。本着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的目的，姜欣和姜怡首先将古汉语

翻译成现代汉语，译文中尽可能地保

留其现代汉语的语言结构和文化形

象，译文中省略了一些人们所熟知的

文化元素如“五行”、“八卦”、“阴阳”等

的解释。

两个译本虽然截然不同，但对于

传播中国茶文化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译者身份不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

景和意识形态不同、对于翻译规范的

理解不同，这些都导致他们对原文的

理解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最终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只有

在译者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去分析和对

比译本，才能理解译者所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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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Classic of T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Norms
YANG Hongmei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actAbstraact】】The Classic of Tea, the first monograph on tea, was written by Lu Yu of

the Tang Dynasty. Till now, there are two complete English versions.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ssemi-

nation of Chinese tea culture and ev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esterman’s transla-

tion norms are adopted to make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ver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ctancy norms and professional norm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rate-

gi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o dissemin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KeywordsKeywords】】The Classic of Tea; translation norms; expectancy norms; profession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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