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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NALLTS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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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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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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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周玉忠、董广才、杨跃、袁洪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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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于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由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承办，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50多位正式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全国共有100多所高

校的125位老师向大会递交了国际CPCI-SSH会议论文，8位中外专家做了主旨演讲。此外，还有30位代表

专门向本次会议提交论文，

并在会议进行了分组交流。

2019年 11月 16日上午

开幕式，开幕式由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承宇教授

主持。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党委书记文旭教授致欢迎

词，2018NALLTS承办单位代

表贾浩泉教授致辞，共有 14
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论坛名

誉主席、主席、副主席和执行

副主席，有 20位各高校外语

学院领导成员当选为论坛组

委会常务理事。

论坛共进行了8个主旨发言和30多人分组发言。主旨发言分别由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承宇教授、兰

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任育新教授、桂林理工大学傅广生教授、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候雁慧教授、论坛秘书长

丁俊华教授主持。分组发言由西南大学龚腾龙和黄磊博士主持。

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和廊坊师范学院王燕教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承宇教授、兰州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任育新教授、麻省大学 Jerry Blitefield教授、西南大学文旭教授、佛瑞姆州立大学Andrew Avitt 教授、

桂林理工大学傅广生教授、西南大学Francisco Aguirre教授8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以“翻译与对外文学

话语体系之构建”，“新时代我国多语教育及其研究视角概览”，“变异语用学视角下民族身份差异与致歉言语

行为研究”，“The Physics of Rhetoric:An Original Theory”，“全人教育与课程思政”，“About the Author: Biographi⁃
cal Information Effects on Student Reading and Writing Self Efficacy”，“文化教学与研究：问题与思考”，“Peer
Feedback”为题做了主旨发言。

11月16日上午，主旨发言后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入选论文宣讲，分语言学、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语言学、

文学、翻译及教学研究两个讨论专题。11月17日上午主旨发言后进行闭幕式，由论坛秘书长丁俊华教授主

持。西南大学龚腾龙和黄磊博士对小组讨论和论文宣读做了总结发言，王玫教授宣布2018 NALLTS文集获

奖论文名单，崔丹、王佳、王莉莉、姜言胜等12人获奖。

（转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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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邱

园》（1919）以邱园为背景展示了一幅

日常生活画卷。邱园在现实中真实存

在，是在伦敦的一处皇家园林。1762年
为肯特公爵建造，由英国皇家营造总

监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设计。在

18世纪中期，英国的园林设计中非常

流行中国风。钱伯斯曾两度来到中国，

他在《东方园林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中写道：“园林在中

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在欧洲；它

们体现着人类伟大的理解力，堪称完

美的艺术品；……”（范存忠，2015：
178-179）园林艺术是物质文化与精神

文化的双重体现，能反映一个民族的

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钱伯斯设计的

邱园富于中国特色，最典型的是南端

有座飞龙绕身的宝塔。伍尔夫将故事

的背景设置在这样一个有着东方风情

的园林中，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对

其创作的影响。小说发表后得到了传

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的赞扬，认为伍

尔夫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和句

式。美学家罗杰·弗莱将小说的结构与

当代绘画的发展进行了比较。中国伍

尔夫研究专家瞿世镜教授则建议：是

否可以考虑将伍尔夫所在的布鲁姆斯

伯里文艺圈的美学观与中国绘画理论

作一点比较研究？因为他们表现出在

审美惊人地高度一致、契合。(瞿世镜，

2015:“序”)《邱园》作为西方现代主义

短篇小说名篇，宛若一幅用文字创作

的中国水墨画。

二、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

过去，在比较文学中一提到现代

主义，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想到西方文

化及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邱园邱园》》里的中国文化里的中国文化
段艳丽① 王密卿②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 中 国

摘 要：世界文化的发展向来是一个异质文化间彼此影响、借鉴、吸收、转化的过程。以往现
代主义文学研究比较更多的侧重在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然而，中国文化在西方现代
文学语境下的接受与传播也很重要。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邱园》为个案解读，以中国文化
为切入点，透过短篇小说一角，分析中国文化在作品中的体现。共同的精神体悟与对异质文
化艺术手法的积极借鉴使伍尔夫能够超越固有的文化模式而得以艺术创新。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邱园》；中国文化；现代主义

①段艳丽，女，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现代文学

②王密卿，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2018年省级研究生示范课程立项建设项目“欧洲文化概况”（项目编号：KCJSX201803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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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与传播。当然，中国对现代主义

文学创作的刻意追求确实源自那些留

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李欧梵在《剑桥中

华民国史》中将 1895 年至 1927 年间

的中国文学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

许多人把当时的西方文化当作先进文

化，迫切希望学习西方的文学表达方

法。此外，现代性本来就是指欧洲对一

段历史的自我认知，鲍曼说：“我把‘现

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

十七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

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Berman,
1991: 4)而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一

种批判性反应是不是只能是舶来品？

到底中国自身的文化可不可能孕育出

现代的思想文化因素？或者，中国存不

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以前至

少有两种观念给出的答案全是否定

的：“冲击-反映”模式论认为：中国的

现代化只能依靠西方的“冲击”来实

现，中国只能“被现代化”；而“侵略-革
命”模式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引发了

中国人民的革命，从而被迫走上现代

化道路。概括起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

如果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撞击和入

侵，凭自身的发展很难走到现代主义

这一步。但是人们忽略了文化有其自

身的生机和活力，有自我更新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创作的观念并

非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它事实上在十

九世纪一十年代浮现，早在‘五四’时

期被神圣化的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

始滋生了。”（王德威，2005: 80）更有学

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清初的

时候就已从内部在转型。中国的小说

创作数量在晚清时也不少，按照王国

维的说法，“一切文体，始胜终衰，”积

弊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王国维，

2016: 76)虽然杰作不多，但已有现代萌

芽浮现。

如果现代主义只是指发生在西方

的那个文学运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

但如果是指创新的文学表现手法，那

么中国文学自身就已经产生，只是没

有西方声势浩大，没有形成规模而已。

因此，也就不能说，我们的现代主义文

学作品全是学习或模仿西方。近年来

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越来越宽泛，

甚至有人用复数的modernisms指代这

一时期各种形态的文学样式。（Leven⁃
son, 1999: 7）2004年，代表英国文学权

威论断的《牛津英国文学史》之现代卷

《现代运动：1910-1940》出版，与 1963
年老版只介绍了八个现代主义作家相

比，新版介绍了两百个作家，（Baldick,
2004）将处于这一时代的大部分作家

囊括其中。美国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J. Powers）认为：“现代性的实际面貌是

跨文化的、多彩多样的，只是它的面具

是西方式的。”(包华石，2007: 202)在艺

术创作中，有时异域艺术传统会被有

意或无意地引进、编织进自身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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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理论话语中，拓宽理论研究的

思路，使得艺术创作更加丰富多姿。有

论者就指出：中国唐宋画论中的“形

似”与“写意”“通过宾庸和弗莱直接影

响了欧洲的现代主义理论，而在现代

形式主义理论的建构中起了关键作

用。”(包华石，2007: 201)从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西方的现代主义其实是由

“东方”、或者更具体一点，是由中国文

化参与构建的。其实，现代艺术的发展

原本就是跨文化、多民族、国际性的彼

此影响的互动过程，只是，“自 18 世纪

以来，‘现代性’在文化政治战场的修

辞功能将跨文化的现象重新建构为纯

粹西方的成就。”(包华石，2007: 199)因
此，中国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学语境中

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得以挖掘和研

究。

三、中国文化对伍尔夫的影响

能被誉为文学大家的作家，肯定

是集文化于大成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与她能够

主动学习、吸收各种异质文化里的优

秀元素并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分不

开。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或书籍研究

外来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例如，格利

斯派（Diane Gillespie）在《弗吉尼亚·伍

尔夫的多面缪斯》（Multiple Muses of

Virginia Woolf）中就研究了俄罗斯芭蕾

舞对她的影响；在《伍尔夫与戏剧》

（Woolf and the Theatre）中，作者普茨泽

尔（Steven Putzel）指出了希腊戏剧、罗

马神话对她的影响；她的两位朋友斯

特里奇·利顿和罗杰·弗莱对法国文学

和艺术的热爱与推崇也都给她带来一

定影响；而远在东方的亚洲、尤其是中

国对她的影响，也可见于帕特丽夏·劳

伦斯所著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

睛》。

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在西方倍

受推崇，中国物品与风格成为一时之

时尚，茶叶、瓷器、漆器、屏风、丝绸等

货物为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所追捧。

1790年的中华帝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自由内贸市场，人均收入与欧洲

国家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只是后来，欧

洲在经历几次革命后，以一种被解放

了的姿态快速发展，而曾经强盛的中

华帝国由于保守封闭，国力急剧衰退，

变得僵化落后。在伍尔夫所生活的年

代，中英差距更是明显：英国处于帝国

的鼎盛期，财富的发展处于巅峰状态，

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扩

张，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和优越

感；而中国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

次鸦片战争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

把曾经强大的帝国拖入无底深渊。但

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

的国度，中华文明不会因暂时的经济

落后和政府腐败而为有识之士视而不

见。1993年，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欧

文（Alfred Owen）出版的《龙与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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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的中国风采》，以详实的资

料揭示了孔子思想对美国建国者富兰

克林、潘恩、杰弗逊等人的深刻影响：

富兰克林32岁就发表了对孔子言论的

摘录；潘恩在 38岁发表了对中国的评

论；杰弗逊在 28岁就推荐阅读两本中

国古典著作。歌德在 1827年 1月 31日

对他刚读到的中国小说大加赞赏，评

论说“中国人几乎与我们一模一样地

思考、行事、感觉；……，只是他们比我

们做事更清晰、纯粹、高雅。”(Damros⁃
ch, 2009: 21)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

的政治和信仰危机也引发了中学西

渐。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典籍纷纷

被译成英语。自 1886年到 1924年，《道

德经》的英译本就达 16种之多，还有

《唐诗三百首》《中国诗集》等，汉学家

阿瑟·韦利翻译的《170首中国诗歌》大

受欢迎。

对于伍尔夫来说，中国这个国度

虽然遥远，然而并不陌生。她经常去大

英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中国古代

展品；她的姐姐文妮莎也会去参观皇

家艺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展，除了带回

图案鲜艳的盘子和丝绸扇子，还买了

一张中国地图。此外，当时的一些中国

留学生在英国学习，牛津、剑桥都有他

们的身影，他们也与布鲁姆斯伯里艺

术圈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例如，伍尔

夫的好友E.M.福斯特就同萧乾等来往

密切。伍尔夫在 1928年的日记中发牢

骚说：丈夫伦纳德身边老围着一些中

国学生（可惜她没有记下名字），求教

合作社运动之类的问题。经由到中国

武汉大学教书的伍尔夫的外甥朱利

安·贝尔的介绍，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将

自己用英文写的作品寄给伍尔夫，求

得指正。在给凌叔华的一封回信中，伍

尔夫从跨文化的角度阐释了文学创作

中的语言、风格、修辞、文化意蕴等诗

学问题：

我认为它很有吸引力。……我发

现那些比喻奇特且有诗意。……请继

续写下去；放开、自由地写；“不必介意

你是怎样直接地将汉语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我愿建议你尽你所能在风格和

意思上尽可能贴近汉语。……始终像

你 面 向 中 国 读 者 写 作 那 样 来 创

作。……我认为应尽可能保留汉语味

道，使之对英语读者来说既能懂又奇

特。”（Woolf, 1980: 290）
对伍尔夫来说，在阅读凌叔华作

品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风俗、人

情世故等有了更多、更直观的了解。凌

叔华除了文学创作外，还是一位画家，

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曾拜师

几位绘画名家，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

会不知不觉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从

疏密得当的谋篇布局，到隽永清丽的

意境，伍尔夫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一

种创作上的契合与审美上的共鸣。葛

桂录在《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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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说：

“寻找”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也

许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自我，是另

一种变形的自我欲望。他者之梦也许

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

我们解释的也许正是我们的未知身

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

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

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葛桂录，

2015：12）
四、《邱园》里的中国文化

从结构上来说，《邱园》如同中国

的水墨画一样，简繁得当，浓淡相宜，

架构分布错落有致。小说的开头和结

尾是浓厚的铺陈，大段的景象细节描

写，并带有强烈的印象主义风格。作者

一丝不苟地写了花儿的形状和颜色，

分别写了花蕊、花瓣、花茎、甚至地上

的泥土，运用了大量的色彩对比：绿色

的叶子衬托着红、黄、蓝、白的花朵，花

瓣彩色的闪光落在褐色泥土上、灰白

色鹅卵石上、蜗牛棕色的壳上……这

不只是客观描述，还带有浓郁的主观

色彩，突出光与影的变幻。可是当作家

写到人物的时候却极尽简约，呈现的

是简单、平淡的日常生活情节。小说以

邱园中的卵形花坛为轴心，先后描述

了四组从花坛边走过的游人、其心理

活动与意识状态等。四组人中一、四组

对话稍详细，二、三组则简略。

先以第二组为例，走来的是两位

男子，一个年老一个年轻，不知是什么

关系，也许是父子。年轻的不做声，年

长者一直在絮叨，或许有些精神错乱；

而紧跟在后面的第三组是两个女人，

与前面两个男子形成呼应，也是一个

絮叨一个冷漠。这些人物，没有具体的

外表描述，作家摈弃了清晰记述人物

生平、细致描绘人物外貌、精心刻画人

物性格的传统小说的人物塑造模式，

对人物的刻画，寥寥几笔，着墨不多，

非常凝练，与景物描写形成鲜明对比。

作家也没有就景叙情，只是淡然掠过，

然而却用一些叠用词来描述老妇人的

喋喋不休与琐屑：

——白糖、面粉、腌鱼、青菜，

——白糖、白糖、白糖。（吴尔夫，

2003：28）
如果说中国诗歌中，枯藤、老树、

昏鸦等摆放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悠

远寂寥的意境的话，这里作家只是揭

示出了生活的无聊与琐屑，具体说什

么并不重要，达到一种深者反浅，曲者

反直的效果。没有大段的对话，而是日

常食品的并置。这种简洁性是中国文

化所推崇的，尤其在绘画中，简单的勾

勒、甚至“留白”可以捕捉艺术的精髓，

使画面简淡、疏朗。南宋马远的《寒江

独钓》，一叶小舟，一个渔翁，船的周围

几圈水波纹，却能让人们领略江面烟

波浩渺；齐白石画的虾，几只或是一

群，几棵水草，却知它们是在水中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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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意境全出。水墨画讲究画面不能过

满，要有满有空。唐寅的《湖山一览图》

山间亭子细描重彩，而远处的湖面留

白，几乎空无一物。清代书法家邓石如

说：“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

风”，这样才能疏密有致，意蕴丰富。

写意在中国传统画论中得到高度

重视，认为“意”比“笔”更为重要，所谓

“笔可断而意不能断，笔不周而意不能

不周”。这样的审美，与伍尔夫的文学

创作理念高度契合。《邱园》中的第一

组人物和第四组人物貌似和谐，实则

危机四伏：第一组是一家人。与妻子并

肩散步的丈夫回想起了过去的恋人，

并且告诉了妻子，还问妻子“你不在意

吧？”妻子也毫不客气，反问道：我为什

么在意？也直白地告诉丈夫自己正在

回忆一个吻。潜台词是：谁没有浪漫的

过往？读者可以想象到丈夫的悻悻然。

妻子又接着反驳：那树下一对对陷入

热恋的男男女女不就是你我的过去

吗？读者不由想到：那么那些男男女女

的未来也就是男女主人公的现在——

心猿意马的爱情、貌合神离的婚姻。但

这样的婚姻是最差的吗？男主人公当

时向恋人求婚，用蜻蜓来打赌，如果蜻

蜓落了就被接受，如果不落，就不被接

受。一句“当然没有落，幸好没有落”，

（吴尔夫，2003：25）揭示出他当时矛盾

的心理：表面上苦苦求婚，心里其实很

恐惧，也许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也许

是对感情的不确定；另一方面又揭示

出他释然的心理，也就是说他对自己

当初选择现在的妻子很满意，过去也

仅是回忆而已。第四组是一对恋人，作

者通过男女间简短奇特的对话就把他

们彼此不同的想法、性情刻画出来：男

人的算计、漠不关心，女人的不满、委

屈。“it”到底指什么？他们都欲言又止，

小心翼翼不愿说出口，但彼此又都心

知肚明。对话点到为止，不一一说破，

言有尽而意无穷，为读者留下想象和

品味的空间。作者通过捕捉人物在特

定时空内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意识

流动来探索人性的奥秘和生活的本

质，然而又能瞬间离开，从外在的视角

做漫不经心的观察，自然转换不留痕

迹，呈现现代人曲幽难诉的心理。王国

维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

外，故有高致。”（王国维，2016：85-
86）。

伍尔夫的好友利顿·斯特雷奇在

去苏格兰旅游的时候，读到赫伯特·贾

尔斯 (Herbert A Giles)选编的《中国诗

集》(Chinese Poems)，非常喜欢。他在给

麦卡锡的《新季刊》（New Quarterly）写

的评论文章中，大加赞赏这些诗歌，认

为这样的诗歌描述的不是大悲大喜，

也不见大开大合，传递的是温情、宁

静、沉郁、含蓄，感情细致深沉。诗歌常

用自然界的事物如风、雨、树、等来描

述心情起伏，综合各种微妙的感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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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愫，给人暗示，引人回忆，淡淡地流

露出对人类关系脆弱的悲伤，并将这

些悲伤上升为哲学上微妙、深刻、持久

的东西，朦胧中真理影影绰绰闪现，使

得转瞬即逝的场景长留记忆。利顿说：

读者会觉得这些诗是当时某一个时期

英国所出版的最好的诗篇，可是它们

却是远在东方的中国人在以前一千年

间所写的，阅读它们会让人想到希腊

雕塑的古典之美。利顿对中国诗歌的

这些评价不由让人想到伍尔夫的这部

《邱园》，一样意境悠远，韵味深长，诗

意朦胧中透着淡淡的哀伤。没有埃兹

拉·庞德那样绝望的孤寂、呐喊、怒吼，

也没有詹姆斯·乔伊斯那样一味描写

城市的颓废与沦丧。所有人物的情绪

并不饱满浓烈，而是像白雾般轻轻飘

过。四组人物各怀心事，彼此隔膜，反

映了现代人生活的众生相。蜗牛在每

组人物之间穿插，使他们形成一个整

体，互为呼应。花园里的人、花、景及动

物联为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交融在一起。花园不只是提供一个

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演变为一个不

确定意义的符号，进入文本空间，展示

现代人灵魂与欲望的冲撞。

五、结语

不同地域、不同的历史背景造就

不同的文明，但是各种文明都有交汇

处。世界文化有很大的普同性，正是这

一点沟通了东西方人们的心灵，使不

同民族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借

鉴。从《邱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尤其

是绘画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其与

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契合说明：

文明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互动、互建的过程。在 1972年出版的

《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强调了中西文

明互补对于人类生存和幸福的意义，

认为未来人类的全新生活方式的核心

乃是中西文化的根本特性的融合。他

寄希望于中国：“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

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

守的、稳定的文化传统融为一炉。如果

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

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

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汤因

比，2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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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ulture in "Kew Gardens"
DUAN Yanli WANG Miqi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process of mutual influ-
ence, referenc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past, the
study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more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
ture on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reception and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should also be put on the agenda. Take Virginia
Woolf's“Kew Gardens”as a cas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r aesthetic tie
with it are studied. With the shared spiritual pursuit and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learned
from Chinese culture, Virginia Woolf has transcended the fixed cultural mode to carry on
the creative innovation.
【【KeywordsKeywords】】Virginia Woolf; "Kew Gardens"; Chinese culture; 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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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As for how to analyze literary works,

we are familiar with two completely differ⁃
ent theoretical paths. One is vulgar Marx⁃
ism, which is notorious for its mechanical
determinism. In terms of decisive fac⁃
tor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they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and
role of economy unilaterally, when ana⁃
lyzing complicated literary works, they
often regard them as a convenient
mouthpiece for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haracter is the inevitable prod⁃
uct of his/her social class background.
Thus, the literary works with sophisti⁃
cate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

found implications are degraded into publi⁃
cizing materials that advocate class ideolo⁃
gy and its struggle. However, Russian for⁃
malism, Anglo-American“New Criticism”,
French structuralism and post- structuralism
strongly resist this approach which separates
literature from society, politics and history.
It seems that only in this way can litera⁃
ture be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form.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se two analyzing
methods have achieved some success,
partly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istics of literature, obvious notwith⁃
standing their biases and shortcomings.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original⁃
ly focused on revealing the objective

Jameson's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MA Bin①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ng,224051,China

【【AbstractAbstract】】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Jameson advocates that when reading literary works, we
should start from aesthetic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pure aesthetics and form, and then
meet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se analyses. He points out that all texts are ultimately historical and polit-
ical. He has made innovative discover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sence, form and content of lit-
eratur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society and history. Hi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provide us
with a tool to dispel illusions and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o read and analyze literary works.
【【KeywordsKeywords】】totality; Jameson;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①马宾，男，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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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law and the macro mode of so⁃
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out
much elaboration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
ary and artistic works, which also left
room for other theoretical schools to de⁃
velop.

II.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otality.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otality
Jameson (1971) insists on viewing

and commenting on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history as a
whole. He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biases
and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
method:“the anti-speculative bias of that
tradition, its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fact or item at the expense of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at item may be
embedded, continue to encourage submis⁃
sion to what is by preventing its followers
from making connections, and in particu⁃
lar from drawing the otherwise unavoid⁃
able conclusions on the political level.”
(2) Jameson (1972) put forward his own
unique dialectical thinking pattern,“lan⁃
guage as a mode! To rethink everything
through once again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What is surprising, it would seem, is only
that no one ever thought of doing so be⁃
fore; for of all the elements of conscious⁃
ness and of social life, language would ap⁃
pear to enjoy some incomparable ontologi⁃
cal priority, of a type yet to be deter⁃

mined.”(2) Although some people will
object to this, they think that“it reca⁃
pitulates the earlier problematic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at it re⁃
turns to pre-Marxist and indeed pre-
Hegelian conceptual dilemmas and
false problems with which we no lon⁃
ger have to concern ourselves.” (2)
Jameson (1987) advocated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structuralist methodolo⁃
gy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patterns. Moreover, the
synchronic method and diachronic
method are combine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rough the
synchronic research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literature teachers must re⁃
gard their research object as a prod⁃
uct of culture, so that they can under⁃
stand the meaning and essence of
works.”(2)

IIII.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ordinary texts lies
in their formal and aesthetic features.
The analysis and decoding of literary
form is also a problem that many crit⁃
ics have been trying to solve for a
long time. The classical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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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nd content of Marxism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many
theoretical schools, especially for James⁃
on. He took the basic position and basic
views of Marxism, and actively and ef⁃
fectively absorbed and used for refer⁃
ence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West⁃
ern Marxism, formalism and other theo⁃
ries, and made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expansion on the basis of formalism.

He not only acknowledged the de⁃
cisive position and role of content, but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ecial status of form. He corrected the
wrong tendency of vulgar Marxism to re⁃
gard literature as the intuitive expres⁃
s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mechanical
correspondence. While fully affirming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form, he criticized formalism, new criti⁃
cism, structuralism and post structural⁃
ism, and sealed the text in isolation the
malpractice of closed style research
leads to a Marxist formal criticism road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personal style. Jameson ad⁃
heres to the dialectic interpretation of
totality, takes the ideology of form as
the ultimate direction, and deeply ana⁃
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social history.

In classical Marxism,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is the
sam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
rial 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It is a kind of relation⁃
ship of contradictory movement in which
one side determines the other. This is
the basic posi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which
we can not deviate from. Form is histori⁃
cally determined by the“content”that
they must embody; they undergo change,
transformation, destruction and revolu⁃
tion with the change of content itself. In
this sense,“content”takes precedence
over“form.”In Marx's viewpoint,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in the same way as
content determines form. When analyz⁃
ing literary works, we can follow the
same thinking mode and draw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short, the content of art
determines the form of it. If this kind of
principle and viewpoint is not dialecti⁃
cally appli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it
will lead to the malpractice of mechani⁃
cal correspondence and oversimplified
application. Just like the abuse and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economic deter⁃
minism, there will also be a wrong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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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cy to exaggerate and simplify the
content determinism in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Because
Marx and Engel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
ti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is less involved, so the develop⁃
ment of Marxist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needs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Jameson regards Marxist interpre⁃
tation as the overall framework that con⁃
tains other interpretation modes or sys⁃
tems, and uses production mode as the
dominant code of his literary interpreta⁃
tion theory to reveal the original infor⁃
mation and original experience con⁃
tained in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works
that are suppressed and distorted sub⁃
consciously. He believes that works of
art embody the reflection function of po⁃
litical un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epitome of society and history in the
text. The content of works is determined
by society and history. He believes that
the process of criticism is not so muc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as a rev⁃
elation of the content, a display, and a
recovery of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distorted by the subcon⁃
scious repression. The task of criticism

is not to add meaning to the work from
the outside, but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ob⁃
jective significance from the inside.

IIIIII.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the.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the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essence, the method of totality
is to discover and explain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 between things. As far as lit⁃
erary criticism is concerned, we should
combine the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form of literature with the excavation of
its internal ideological factors. Jameson
adheres to the basic view of Marxism
that the productive forces play a deci⁃
sive role and class struggle constitutes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He thinks
that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should start with the concrete manifesta⁃
tion of class struggle, that is, people's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thinks that liter⁃
ary works are essentially the produc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As a critical
theorist with a strong historical mission
and a keen sense of the changes of
tim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ames⁃
on's analysis on literary texts must have
an instinctive political perspective and
sensitivity.“Literature interests him as
a ki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ehavior,
rather than ‘pure literature’”. (Lv,
1988:296) In his opinion, the righ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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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cipher the rich meanings in liter⁃
ary texts is to read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From the the⁃
oretical point of view, Jameson is un⁃
doubtedly 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classic Marxism. Therefore, Jameson
(1981) clearly wrote in his Political Un-

consciousness:“This book will argue the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It conceives of the politi⁃
cal perspective not as some supplemen⁃
tary method, not as an optional auxilia⁃
ry to other interpretive methods current
today—the psychoanalytic or the myth-
critical, the stylistic, the ethical, the
structural—but rather as the absolute
horizon of all reading and all interpreta⁃
tion.”(8) It can be seen that he regard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s the final de⁃
terminant of socie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desire as the ultimate signifi⁃
cance of literary works.

The goal of Jameson's literary criti⁃
cism is very clear, that is to“explore the
multiple paths that lead to the unmask⁃
ing of cultural artifacts as socially sym⁃
bolic acts.”(Jameson, 1981:20) Through
the surface of the text, we can reveal the
real soci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appeal
implied in the text. Jameson agrees with
Lukacs'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liter⁃

ary texts. Jameson (1997) thinks that
“Lukacs means to me to explore the
content from the form, which is an ideal
way." (13) Jameson (1997) took an
eclec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two differ⁃
ent way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dopt⁃
ed a method of combining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litera⁃
ture. "I always advocate reading artistic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history, but I never think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n the con⁃
trary, people should start with aesthet⁃
ic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pure aesthetics and form, and then meet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se analyses. "
(7) According to Jameson's views, we
may suggest that we should first pay at⁃
tention to the formal beauty of literary
works.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i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till
attribute to the role of deep- seated so⁃
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at is to
say, James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es⁃
thetic form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
ty of opposites between personal differ⁃
ences and class attributes, which is a
more comprehensive literary criticism
mode. At the level of concrete opera⁃
tion, Jameson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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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cs' and Althusser's ideas. He not
only saw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 and the macro purport of expres⁃
sion, but also should not ignore the exis⁃
tence of local subtle heterogeneity and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lines.

As Jameson (1981) himself said:“I
have found it possible without any great
inconsistency to respect both the meth⁃
odological imperative implicit in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or totalization, and
the quite different attention of a "symp⁃
tomal" analysis to discontinuities, rifts,
actions at distance, within a merely ap⁃
parently unified cultural text.”(51) We
cannot simply assert that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form are completely con⁃
sistent with the personal feelings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expressed by them,
the latter completely determines the for⁃
mer, while neglecting the relative inde⁃
pendence of literature's own develop⁃
ment rules and expression mode; howev⁃
er, it is also too radical to view literary
text as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the au⁃
thor,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giving readers unlimited
right to interpret literary texts. It is like⁃
ly to cause literary works to become the
product of arbitrary exertion of reade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suspended in the
space of readers' willful imagination.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close relation⁃
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expressing personalized
life experience and major political
themes by artistic means; we should al⁃
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xaggeration, ob⁃
scurity and indirect expression of litera⁃
ture. There is a unity of opposites be⁃
tween them.

IVIV.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pro.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pro⁃⁃
cess of the workcess of the work

As the famous saying goes:“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but Hamlet will not be⁃
come King Lear.”We must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eaders.
Everyone may have different reac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same work because
of social background, knowledge level
and personal preferences. However, af⁃
ter summarizing their views and feel⁃
ings, we can still get a general consen⁃
sus. The playwright held the suspense
throughout the tale, with rises and falls
in the plot, unexpected events, astound⁃
ing dramatic effect. Characterization is
not formulaic and facial, creating char⁃
acters just like the people who live
around us.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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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readers will be willing to read and
experience it again and again, and will
not feel bored. Although Hamlet was a
prince, he was ruthlessly excluded and
persecuted. He relied on his own re⁃
sourcefulness and was able to save him⁃
self from danger. In the face of love and
enemies, he was reluctant to achieve
both. He was thoughtful and ambitious,
brave and good at fighting, and deter⁃
mined to revenge. Finally, he was se⁃
cretly harmed by the villains. In addi⁃
tion to the outstanding formal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is work, the 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tragic fate
contained in it is also an eternal topic,
which leads to heated discussion and
deep thinking. This is why Shake⁃
speare's works remain popular and be⁃
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works.

Jameson's literary“political inter⁃
pretation”has a standardized proces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totalization, it
gradually reveals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hidden behind
the text. We can cite the above example
of Hamlet to illustrate. On the first level
of political view,“the individual narra⁃
tive, or the individual formal structure,
is to be grasped as the imaginary resolu⁃

tion of a real contradiction.”(Jameson,
1981:77) Hamlet is a fictitious charac⁃
ter, and the plot is also fictional, espe⁃
cially the appearance of ghost and so
on, which reflects the fictional charac⁃
teristics of literary works. However, peo⁃
ple hope that fictional works can con⁃
quer the evil and cruelty in real life, up⁃
hold justice and enjoy sweet love. On
the second level of social outlook,“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or the individual
formal structure, is to be grasped as the
imaginary resolution of a real contradic⁃
tion.”(Jameson, 1981:77) We can re⁃
gard Hamlet as a bourgeois humanist,
and his patricide Claudius represents
the feudal tyrant. Hamlet's final victory
over Claudius symbolizes that the bour⁃
geoisie will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rule of the feudal class. On the third lev⁃
el of expressing the view of history, text
is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Hamlet represents the advanced capital⁃
ist production mode, which is full of vig⁃
or and vitality, while Claudius repre⁃
sents the conservative and backward
feudal production mode.

VV. Conclusion. Conclusion
Ideology is contained in the text

and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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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So Jameson (1997) claims,“what we
habitually call the‘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is, the stage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 is not‘external’to formal analy⁃
sis, but rather‘internal’”. (262) And it's
embedded in the text that determines the
form of the text. Different text forms repre⁃
sent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The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of various literary text types
corresponds to the synchronic existence
of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Wheth⁃
er it is political view, social view or his⁃
torical view, they all embody the politi⁃
cal demand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refore,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ot social and historical-indeed,
that everything is‘in the last analysis’
political.”(Jameson, 1981:20) Although
literature takes a more secretive and ar⁃
tistic form of expression, it is consistent
without exception in the pursuit of polit⁃
ical purposes. He took the ultimate vi⁃
sion of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nterpre⁃

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regarded
them as the essence of literar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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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查德·鲍尔斯 (Richard Powers,
1957- ) 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

家之一，自1985年发表的《三个农民去

舞会》(Three Farmers on Their Way to a

Dance)数十年间笔耕不辍，十余部作品

归其名下。2011年与德里罗入选美国

文学艺术学院院士,被誉为“我们这个

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和“最后一位通

才作家”。鲍尔斯的小说涉及多种学科

的融合，打破了科学与艺术的界限，

“总是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和解决一些

困难的问题”(Taylor：74)，他的小说往

往还涉及宏大主题，是人类命运的真

实写照，引发读者的种种思考，就像他

本人曾在采访中表明他将“试图以不

同的方式去展示信息时代兴起、数字

计算机革命、广播媒体革命所带来的

疏离以及那些彻底改变个体存在的所

有科技”（Sun：337）。同时，他也不断在

强调文学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能够

在更大范围内提供发展优势，这意味

着在现实生活中思想能够在行动之前

被检验”（Morris：90），他将科学话语与

文学话语进行融合，不断尝试新的叙

事策略来拓展创作主题，有效地化解

了后现代叙事危机，使人们清晰而完

整地把握世界。鲍尔斯的第九部作品

《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于 2006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于 2007年

获得普利策奖提名，该书一经问世，就

受到了学界关注并受到好评。鲍尔斯

将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中西部

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市，由主人公马克

重建西部景观重建西部景观，，构筑民族身份构筑民族身份
—共同体视域下的—共同体视域下的《《回声制造者回声制造者》》解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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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景观在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鲍尔斯的《回声制造者》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
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主人公卡琳与马克重塑在沙丘鹤治理的过程中重塑
亲情，构建了血缘共同体。另一方面，西部景观的重建又推动了精神共同体的构建，进而消
解了美国911之后的民族身份危机，重建民族身份。小说不仅表达了鲍尔斯对生态环境的关
切，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人与人的关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理查德·鲍尔斯；《回声制造者》；共同体；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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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奇车锅和沙丘鹤迁徙故事同时展

开，不仅使读者感受到了美国西部平

原景观之美，同时小说也反映了对从

重建共同体的思考。目前，国外研究主

要是从叙述策略、声音意象、创伤主

题、家庭关系去研究该作品，国内研究

主要集中在创作手法、创伤研究以及

身份危机等角度去加以阐释。因此，该

作品还有待从景观的角度入手去研究

作品所渗透的个人身份和国家身份问

题。本文主要运用斐迪南·滕尼斯的共

同体理论去解读作品，通过作品中的

景观重建，去探析与其相联系的共同

体，进而重塑个人以及民族身份。

二、重建区域景观，构建血缘共同

体

《回声制造者》的地点设定在美国

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从历史上看，这

里曾经是印第安保留地。自 18世纪末

的西进运动以来，大批东部移民到西

部进行开发，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美国的发展。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

所说：“边疆的开拓就意味着逐渐摆脱

欧洲的影响，和逐渐增强美国的特征”

(特纳：5 )。从这一角度来讲，西进运动

无疑是进步的。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

推进，西部的资源不断被开发利用，因

此造成了生态破坏。

《回声制造者》每一章的开篇都涉

及了对沙丘鹤的描写，而普拉特河沿

岸则是沙丘鹤栖息之地。作为西部边

疆景观，普拉特河随着工业化发展对

而不断遭到破坏，由此也引发了沙丘

鹤栖息的破坏，甚至对沙丘鹤造成灭

顶之灾。“沙丘鹤随着季节变化由南向

北迁徙，汇聚在这个三万人口的小镇”

（Powers, 2007）。环保人士丹尼尔对次

感到深深的担忧：“沙丘鹤过去沿大河

湾附近而栖，大河湾有一百二十英里

之长，现如今它只有六十英里了，甚至

还在缩短。鸟儿还是那么多，但是他们

要拥簇在只有过去一半大的栖息地之

上，疾病，焦虑，压力充斥其中，比曼哈

顿区还要严重”(Powers：57)。作者借丹

尼尔之言道出了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对

生态环境冷漠的态度，并指出“只有人

类不再自封为‘万物之灵’，不再将自

然敌人，真正树立‘地球共同体’的生

态观念，人类才有可能摆脱经济中心

主义和唯发展论的蛊惑，主动维系与

自然万物的和谐共荣关系，重建自然

的真实”(刘丹：27)。“生态学作为一门

交叉学科，往往涉及自然与文化的关

系”（Glotfelty：71）。生态环境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栖息地，只有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才能实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

和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生态环境

中不仅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

凸显了在维系生态环境过程中所构建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血缘共同体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

南·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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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三种共同体之一，他认为“姐妹

与兄弟之间的爱作为最富于人性的

爱，却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血缘亲戚

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兄弟

姐妹间，因为他们最为依赖共同和相

同的活动，最纯洁地表现出真正的帮

助、相互支持和相互提携”(滕尼斯：49-
52)。“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家族体系

理论作为社会心理方法而发展去解决

人们由于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而出现

的个人以及家庭问题”(McFarland-
Wilson：5)。童年时期的卡琳就已经被

父母的怪异行为留下阴影，他的母亲

竟然用涂抹了圣油的十字架为卡琳的

弟弟马克祈祷，以此来治疗他的口齿

不清。当卡琳长大后离开家乡在芝加

哥担任接线员时，母亲以对声带不好

的理由禁止她那样讲话。对于卡琳来

说，家庭问题是她牵绊在内心深处不

愿向他人提及的话题，就像文中写道：

“家庭耻辱的无底深渊使她无法讲出

自己的全部情况……事实上，她只不

过是狂热分子抚养长大的乡下人”

(23)。父母的怪异行为使她早已失去对

家乡的向往，使她一次又一次逃离故

乡。童年时期马克与卡琳的相互陪伴，

才让两人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而马

克由于车祸罹患了双重错觉综合征。

在他苏醒之后，看到卡琳认为她是冒

名顶替者。正如文中所述：“双重错觉

综合征总是错认自己所爱之人，父母

或配偶。大脑中辨识面部的功能完好

无损，然而不知何故，处理情感联系的

那部分与他们分离开了”（16）。因此，

对于马克来说，他依旧记得他的姐姐

卡琳，但并不认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

她本人，而是假扮卡琳的特工。马克的

车祸让卡琳再次回到家乡照顾弟弟，

这一举动勾起她许多关于和弟弟童年

往事的回忆。‘回声制造者’最初是指

代沙丘鹤，这是这部小说的中心象征，

沙丘鹤呼应彼此的叫声和动作，以此

来保持联系。

“《回声制造者》的题目本身认为

声音提供了主要的修辞隐喻。‘回声制

造者’也指的是的主题—回声和双重

身份—他们相互呼应、相互对立。在音

乐中，‘doubling’可以指一个相同音符

的演奏者，也可以指两个演奏相同音

符的演奏者，这其中演奏间隔是固定

的。这部小说包含了多个双重身份的

例子，其中之一便是‘真实的’卡琳和

‘虚假的’卡琳”(Siegelman：50)。
在照顾马克的过程中，卡琳也一

度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挥之不去

的孤独感和碎片感”(Dewey：5)，始终

萦绕在她周围。

“最亲近的人不能相认，最真实的

身份不能确认，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王阿芳：72)。
受到环保人士丹尼尔的影响，回到家

乡的卡琳与马克感受了周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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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逐渐开始关注沙丘鹤的生存

状况。在与丹尼尔的不断接触中，卡琳

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她曾认为“他是

具有正义感的新嬉皮士，过于追求本

来的单纯……他只是希望人们应尽可

能无私，对那些维系自己生命的持感

恩态度，对他们慷慨大方，就像大自然

之于我们一样”（54）。马克也道出自己

的心声：“白人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

合法财产，我也不例外。这就是你们应

该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找你们的律

师，找几个印第安人站在你们这边，你

们应该能把整个州的东西都清理出

去，以此恢复它的原貌”(392)。在卡琳

不断改变的过程中，马克的状态得到

了很好的恢复，他们互相帮助和支持，

仍然存在着最宝贵的亲情。就像他们

的父亲曾对他们说道：“如果真有什么

事情发生—一定会发生—你们永远、

永远不要放弃彼此”(425) 。马克与卡

琳在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重

建了与马克的关系，宝贵的亲情又重

回他们之间。这个小镇形成了马克和

他姐姐卡琳的精神想象”（Powers,
2007）。由此可见，区域景观对于血缘

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帮

助了卡琳与马克重塑亲情, 构建了属

于他们的血缘共同体。

三、重建西部景观、构建精神共同

体

《回声制造者》中罹患双重错觉综

合征的马克为其他人提供了一面镜子，

“双重错觉综合征表现为一种衰弱的精

神状态，然而它也代表人类普遍的精神

状态，因为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由人物

和事件所创造的内部模拟来运作的”

（Brindley：11）。作者通过引入双重错觉

综合征这一概念，喻指911事件之后美

国社会的状态。正如小说中说：“整个人

类都罹患了双重错觉综合征”(347)。“创

伤不仅在在个人心理经历层面有所体

现，它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

（Crothwaite：25）。911事件对美国来说是

一次巨大的打击，这次事件之后的美国

呈现出一种焦虑与恐慌的状态。正如小

说中的开发商卡什说道：“在美国，有百

分之四十五的人都在服用对行为有所改

变的药物，包括抗焦虑药物、抗抑郁药物

以及类似药物，因为不用根本无法生活

…事实上，这些药物，我也有服用其中两

三种”(326)。由此看出，美国人无法摆脱

恐怖袭击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国家民众

需要靠药物在缓解自己的紧张焦虑。小

说中的海思医生也从神经学的角度给予

解释：“大脑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再次设

计，它无法逃避过去，只能在已经存在基

础上加以补充”(17)。因此，911事件对美

国人来说是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在此

之后美国民族优越感下降，怀疑自己不

再是世界的主导。因此美国需要重构民

族身份，重回世界中心。

但随着911事件的影响，人们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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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迷失、绝望与恐慌。因此，想要摆

脱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就要重建西部景

观，使积极乐观的拓荒者精神回到美国

社会中去。美国景观研究的先驱者杰克

逊对景观作了如下定义：“景观是一个由

人创造的或改造的空间的综合体，是人

类存在的基础和背景…景观不仅强调了

我们的存在和个性，还揭示了我们的历

史”(杰克逊：11)。西部地区作为美国精神

的发源地，这里充满着积极乐观的拓荒

者精神。普拉特河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主

要河流，《回声制造者》中对此有着这样

的描述：“夏天的普拉特河，有着闪闪发

光的海市蜃楼，有着闷热的深绿色墙壁，

这却使大草原成为他人眼中的蛮夷之所

…卡琳顿时有了放松的感觉，至少她熟

悉此地——广袤无垠、宽敞自由，自己可

以隐身其中”(245)。普拉特河不仅作为沙

丘鹤的栖息之地，更是人们找寻自我的

精神慰藉之所。因此，这部小说对于西部

地区的生态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度关切，

以丹尼尔为代表的环保主义人士和以开

发商为首的卡什对是否开发普拉特河的

问题进行争辩。虽然丹尼尔未能成功阻

止开发商们继续对河水进行开发利用，

但是马克和卡琳在参与生态拯救的过程

中找回了自我。卡琳决定留在家乡，陪在

马克身边。马克的状况也得到好转。他的

姐姐卡琳也回到鹤类管理所工作，丹尼

尔虽然辞去原来在沙丘鹤避难所去往阿

拉斯加，但他并没有失去对环境治理的

信心，而是将自己的生态思想传递给更

多的人。重建西部景观，对于重构民族身

份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世界上，一切社

会和文化都能感觉到，扎根属于自己的

一块土地才是安全感和认同保证……领

土是民族的凝聚因素”(诺格：13)。
斐迪南·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

与社会》中提到：“精神共同体在同从

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

解为真正的人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

(54)。精神共同体是在血缘共同体、地

缘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最终在心灵

上产生共鸣。在《回声制造者》中，卡

琳、马克以及丹尼尔以内布拉斯加草

原为纽带，重塑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虽

然小说并没有以一个明确的结局收

尾，但是他们在参与生态治理中，增强

了对家乡的责任感，用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来守护自己的家乡。这也正契合

了鲍尔斯的写作宗旨：“我相信那些讲

述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都会不断继续

发展，这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产

物，它不会产生关于我们自己的新故

事，这种故事模式固定且永远神圣，所

有的故事都是偶然”(340)。虽然生态保

护的任务任重道远，但这为他们摆脱

精神焦虑，找寻身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景观重建对构建精神共同体具

有重要意义，作者希望让积极乐观的

拓荒者精神重回到美国社会当中，以

此来建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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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重建西部景观对于共同体的重建

无疑意义深远，在重塑亲情、找寻身份

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部

地区作为美国精神发源地充斥着积极

乐观的拓荒者精神，只有重建西部景

观，才能摆脱人们焦虑的状态，不断回

归自我，构建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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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Western Landscape and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o Interpret The Echo Maker
ZHANG Mengtong LIU Da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116044,China

【【AbstractAbstract】】Western landscap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Echo Maker by Richard Powers, an American contemporary writer. On the one hand,
Karin and Mark, two protagonists, remold the kinship and build the blood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sandhill crane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landscape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iritual community, which reduc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after the 911 and rebuilt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e novel not
only expresses Powers' concern abou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au-
thor'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KeywordsKeywords】】Richard Powers; The Echo Maker; community; national identity

024



一、引言

唐·德里罗是1936年出生于纽约市

布朗克斯区的美国杰出作家。他曾获得

多项荣誉，比如哥根哈姆奖、美国国家

图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美国小说成

就索尔·贝娄奖等。近年来，他一直是诺

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他的代

表作有《白噪音》《地下世界》《大都会》

《天秤星座》等。其中，《天秤星座》是闻

名遐迩，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以丰富惊人的想象力再现了

肯尼迪总统遇刺案这一“摧垮了美国世

纪的七秒钟事件”(李震红，2018：6)。谋
杀案件使整个国家蒙上一层恐怖的阴

影。总统的遇难不仅带给美国人民心灵

上巨大的伤痛，而且人民在美国这个大

集体中变得越来越迷茫。除过阴谋论和

死亡等老生常谈的主题之外，学术界的

批评家们聚讼纷然，国外学者主要从存

在主义、冷战偏执症和历史创伤视角来

剖析这部作品，而国内学者主要从认同

观点、美国例外论和文学重构历史与后

现代批评视角来分析此小说。目前，很

少有人从共同体视角解读这部小说，

“但《天秤星座》中却透漏着想象的民族

共同体思想”（Green，2008：96）。这一点

在主人公奥斯瓦尔德身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本文主要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的共同体理论为分析视角，展示了在印

刷科技的刺激下，苏联成为奥斯瓦尔德

想象的共同体，但追寻共同体的过程充

满重重障碍，在苏联的挫败经历最后不

得已使奥斯瓦尔德回归到自己的国家

—美国。这一过程体现了尽管美国民族

论唐论唐··德里罗德里罗《《天秤星座天秤星座》》中中
共同体的追寻与背离共同体的追寻与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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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德里罗；《天秤星座》；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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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摩擦与矛

盾，但国家与个体始终是一个不可分离

的整体。

二、共同体追寻的缘由

小说中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最明

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书籍充满着无限

热爱。受这些印刷语言潜移默化的影

响，愈发加强了他对苏联民族这个共同

体的想象。在启蒙运动之后，“人民”等

理念不断传播，“nation”（民族）一词在

18世纪末也随之而生。但是对于这个词

的定义却很难界定，“我们根本无法为

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

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Hugh Seton-Watson）”。这也从侧面说

明了关于民族理论被讨论与研究的多

样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厄内斯特·盖尔

纳、安东尼·史密斯、齐格蒙特·鲍曼、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等人。其中，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的理论影响尤为深远。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

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

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安德森，2016：6）”。《天秤星座》中

李·奥斯瓦尔德不可能认识苏联的每一

个成员，但他们心中却有相互联结的意

象。而意象可以从印刷的文字中折射出

来。正如安德森强调的，“印刷资本主义

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

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

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安德森，

2016：33)”。奥斯瓦尔德通过文字，更加

坚定了探索苏联的决心。就像李·哈维·

奥斯瓦尔德自己所说：“我确实认为，苏

联存在着一种我很想自己去发现的独

特的东西（Delillo,1988：112）”。这种独

特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主义之类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通过印刷语言，确实逐渐能在心中

大体想象出数以千计和自己一样的人

（安德森，2016：74）”。
事实上，对于主人公李·哈维·奥斯

瓦尔德而言，印刷科技只是共同体追寻

的一个客观外在原因，而深层的内在因

素是因为他在美国缺乏安全感。“共同

体是一个象征着安全和谐的有机体”

（郭台辉，2007：106）。然而，奥斯瓦尔德

在美国的生活却一直被恐怖氛围所笼

罩。一触即发的战争和社会的黑暗都让

奥斯瓦尔德脆弱的心痛苦不已。当时的

国际大背景是冷战时期，虽然主要是美

苏两个国家抗衡，但还牵涉到美国与古

巴等一些小国家的矛盾冲突。“我怎能

忘记在无数小型战争似的你争我夺的

美国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呢（德里

罗，2013：115）？”动荡不安的美国环境

使奥斯瓦尔德觉得危机四伏，前途暗

淡，并且为他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德

里罗曾在小说中这样描述过“为你的国

家而羞愧，这真是最严酷、最可怕的事

了”（德里罗，2013：75）。这也说明了国

家的任何行为都会对个体产生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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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影响。当国家带给个体消极影响

时，这会让个体对自己产生怀疑，对民

族失去信心，从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根据集体视角去定

义自己（Giaimo, 2011：98）”。作为生活

在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奥斯瓦尔德亲眼

目睹了美国社会最为真实的一面，暴力

与威胁等种种阴谋围绕并吞噬着他，这

让他看不到任何生活的希望。痛苦的经

历以及社会主义书籍对他的深深影响，

使他脑海中一直想象着苏联是一个与

美国制度体系完全不同的国家，苏联会

是一个让人产生安全感的共同体。总而

言之，印刷科技的刺激以及奥斯瓦尔德

在美国缺乏安全感的双重缘由，加快了

他追寻苏联这个共同体的步伐。

三、共同体追寻的困局

“民族归属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2016：
4）”。这种人造物是历史的产物，不可避

免地被吸纳到政治与思想意识领域。政

治制度的截然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偏差

会使共同体追寻之路充满众多阻挠。苏

联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治关系被视

为水火不相容的状态。两者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巨大差异以及冷战现实中的激

烈冲突势必成为奥斯瓦尔德共同体追

寻之路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在奥斯瓦尔

德去了苏联之后，沉痛的打击如同当头

一棒，真实的苏联与自己想象中的共同

体有着天壤之别。苏联这个国家的人并

没有接纳他，一直排斥他，与他有着隔

阂与距离，并且不断劝说奥斯瓦尔德回

到美国去。“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意味着

你总是一个局外人（德里罗，2013：
152）”。没有被这个民族认同的奥斯瓦

尔德，他经常感到失望与孤独，丝毫没

有一丁点的民族归属感。“民族主义的

想象与认同具有排他性（张巧运，2016：
55）”，而奥斯瓦尔德恰恰在苏联这个大

群体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他者形象，不被

接受与理解。他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一腔热情并没有换来同等的对待，

反而是疏离与伤害。德里罗在接受采访

谈论《天秤星座》时，曾说过“这是一个

寻求归属的局外人的故事（Arensberg，
2005：43）”。被视为局外人的奥斯瓦尔

德面对真实的苏联，难以接受如此大的

反差，选择了割腕自杀，幸运的是最后

他被抢救过来。但他心中对苏联所怀有

的崇高信仰顷刻崩塌，不复存在。

“民族既有开放性，也有封闭性（安

德森，2016：140）”。封闭性就在于在追

寻共同体之路上遍布丛生的荆棘与困

难。奥斯瓦尔德对苏联的向往之情不被

接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民族中

心主义。“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

共同体，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

（安德森，2016：12）”。从资本主义国家

来到社会主义国家，情理之中奥斯瓦尔

德是会受到另一种不同制度的蔑视与

怀疑。从这一点而言，可以清晰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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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联当局会一直密切地观察监

视奥斯瓦尔德，甚至会偷看他的往来信

件，监听他房间的声音，使他活在完全

的控制之下，让他感觉自由与权利被完

全地剥夺。“他内心的恐慌是真实的，那

失望的声音和深深的失落感也是真实

的（德里罗，2013：212）”。在苏联的真实

生活带给奥斯瓦尔德的是无限痛苦与

重重猜忌，而不是安全感。他所经历的

残酷现实与想象中的苏联大相径庭，这

使他追寻共同体的美好理想逐渐破碎。

四、共同体追寻的终曲

“德里罗在他的小说中，一直在探

索美国个体身份在时间的洪流中是如

何与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力量相联系

起来（Duvall，2008：2）”。这里所谈到的

“大的社会环境”包含内容甚广，亦可被

理解为国家这个共同体。个体与国家的

关系依赖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而民

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产生于不同时间阶

段的亲身经历活动与体验。“在《天秤星

座》中，德里罗不断探索美国民族意识

的过渡时刻（Duvall，2008：3）”。过渡时

刻是一个阶段，此阶段经历的事会改变

个体对于一个民族原有的看法。而奥斯

瓦尔德在苏联的生活恰恰属于过渡时

刻。苏联的遭遇让奥斯瓦尔德感觉到自

己是个局外人，这个共同体并不接纳自

己。“此时他眼中的俄国不再像以前那

么庞大、那么神秘了（德里罗，2013：
208）”。而在绝望之际，支撑奥斯瓦尔德

坚强地存活下来的理由是他对美国的

依恋。虽然美国在政治或其他方面令奥

斯瓦尔德不是很满意，但他对美国的情

感却一直存在。“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述

是：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

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家（安

德森，2016：6）”。即使奥斯瓦尔德抱怨

过美国的国家制度，抱怨过核武器带给

人们的心灵恐慌与创伤，抱怨过在美国

的不幸，抱怨过出身卑微被人瞧不起，

但他还是无比想念自己的祖国。“他具

有坚强信念（德里罗，2013：152）”，这种

信念是回美国的坚强信念。他在苏联多

待一天对他而言都是折磨，然而他对美

国的想念与认同却愈发地浓烈起来。于

是，他写信给自己的妈妈与哥哥，让他

们帮助他回国。

究其原因，奥斯瓦尔德在苏联无法

久居是因为缺乏归属感，不一样的种

族、不一样的语言，以及不一样的环境，

使得他感到自己不属于苏联。相反，他

却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割不断的感情与

美好信念。“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有

某种的信念（安德森，2016：245）”，这种

信念是一直存在的。个体有时会感觉不

到，但这种信念却是始终无形地存在。

美国就如一个大家庭，不论奥斯瓦尔德

走得多远，最终都会回到美国，因为“他

是个恋家的人（德里罗，2013：208）”。虽
然奥斯瓦尔德曾亲身感知过苏联这个

共同体，但美国对于他而言仍然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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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一部分。

五、结语

《天秤星座》记录了奥斯瓦尔德的

人生轨迹，他的经历表明了他一直渴望

得到民族认同。虽然他的方向迷失过，

追寻过苏联这个共同体，渴望融入其

中，但最终他的背离说明了只有自己的

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解读

《天秤星座》中共同体的追寻与背离，不

仅对于探析美国民族与个体之间的关

系具有启示借鉴作用，即民族与个体之

间不应是割裂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关系。而且，这一解读对当下

的世界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共同体思想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方幸福，2019：125）”。正如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论你

来自何方，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

同体中。全人类应该追寻共同利益，共

同发展。比如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等不同的方面考虑。政治上，光明磊落，

不搞政治阴谋；文化上，应该兼收并蓄，

互相学习；经济上，合作共赢，努力消除

世界贸易壁垒；军事上，反对霸权主义，

避免战争，爱好和平。只要坚定不移地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人类才

能够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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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haracter shaped is beyond implied meaning of individual itself, which reveals
the community thought that lower classes in America desire to gain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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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古老的东方民族之一，犹太

人因历史原因流散各地，客居他乡。由

于宗教冲突和经济纠葛，欧洲很多民

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二十

世纪三四十年代，自德国纳粹“屠犹”

行动起，许多德奧犹太难民为躲避二

战期间的纳粹暴行而漂洋过海来到当

时为数不多的避难地之一：中国上海。

自上世纪 60年代始，世界各国作

家以及犹太作家对二战期间上海犹太

人的书写与研究拉开帷幕。国内外许

多作家，特别是经历了在中国避难和

生活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创作了小说、

回忆录、纪实文学等作品，对“犹太人

在中国”这一群体现象进行研究。国外

对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的书写与研究

大致始于上世纪 50年代，总体呈上升

趋势。现已出版多部英文研究专著和

研究论文。代表性研究专著和文章如

下：《上海犹太难民》（安娜·金斯伯格，

1940）,《总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

犹太家庭》（瑞娜·克拉斯诺，1992）,
《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朱迪丝·本

一埃利泽，1985）,《陌生的避难所：战

时上海一个犹太孩子的生活》（西格蒙

德·托帕斯，1999）等。这些成果对史上

来华犹太人以及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犹

太难民群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极具指导性和参考性，但主要是集中

当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当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
上海犹太人形象叙事探究上海犹太人形象叙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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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上海犹太人相关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类著作为依托，从形象学、叙事学等理论角度
分析二战时期因受到迫害而逃亡到上海的犹太群体形象，他们来华经历初到上海时排斥、暂
定居上海时接纳、离开上海后回忆与感激这三个阶段；在上海避难的经历对犹太人民、中国
人民以及国际文化融合产生深远影响，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印证。
关键词：上海犹太人；形象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融合

①徐可欣，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②吴立冬，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③刘珊珊，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④柳若彤，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⑤马佳骥，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⑥曲 涛，男，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172083)资助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031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在对在华犹太难民的历史背景、生活

状况、文化影响等纪实性、史实性的研

究。

国内学者对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

的研究关注不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主要是解析了生活在开封、哈尔

滨、上海的犹太群体。《犹太人与中国：

关于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及其与中国

关系的研究》（潘光，2000）是国内首部

且唯一一篇对在华犹太人进行了全面

系统深入的研究博士论文；《历史之谜

——上海犹太人研究之一》（唐培，

1991）对犹太人何时来上海，最早来上

海的犹太人是谁及其原因进行了分

析。《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犹太人》（董

莉英，2005）剖析了二战期间的上海犹

太人的境况并诠释了中犹人民的友

谊。《苦难”中的“幸”—上海犹太难民

纪念馆空间的生产》（杜捷欣，2015）运

用了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旨在探讨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中，苦难中的幸是

如何被呈现的,发生了那些变化,以及

如何获得社会性。

通过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阅

读和梳理，对上海犹太人的研究视角

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

等，研究内容集中在犹太人在上海期

间的生活、文化、思想以及中犹关系等

方面，而对文学作品中的上海犹太人

群体形象研究鲜有问津。本文以形象

叙事为理论基础，探讨文学作品中的

二战期间上海犹太群体形象、生命哲

学观以及其影响，从文学文本中解读

中犹人民的大爱之情以及其中人类命

运共同体主旨。

二、上海犹太人群体形象分析

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

描述制造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

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

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达

尼埃尔-亨利巴柔 孟华，1998:90）在研

究二战犹太人境遇的文学作品时，不

同历史时期上海所特有的自然属性、

人文景观及其“异托邦”身份所蕴含的

异域情调带给作家们的感受不同，基

本态度自然也不相同。这些差异需要

我们理解并指出以便分析小说中各类

人物眼中的上海形象。

而说到叙事学，这里论述的是西

方文论话语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最

早由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

夫提出,他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写

到:“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

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

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祁海军，

2012:118）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形象与“上

海”这一城市所发生的是政治、社会意

义上的历史相联。因此不同的人在评

价上海时，难免受环境时局以及自身

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比较形象时，应当

警惕那些服务自身国家现实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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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重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上海

的纯粹主观论断。当我们依托小说对

上海形象进行解读分析时，除了要了

解作者的人生经历，还要注意上海形

象在整个小说框架的作用，注重上海

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所提供的大环

境，注重上海在各类人物性格及命运

上造成的影响。另外，形象学研究的重

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探
究这些作为“他者”的形象是如何在言

说“自我”的过程中被观察、遐想与塑

造的,并探究形成异国形象的深层原因

以及折射于其中的“自我”形象。（唐思

雨，2017:68）分析“上海犹太人”的形象

时，应对作家之描述手法和基本态度

予以注意，以便以小见大，窥见些许端

倪。本节以小说《魔咒钢琴》和《上海，

远在何方？》为例分析二战期间上海犹

太人的群体形象。

《魔咒钢琴》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因纳粹排犹，才华横溢的波兰

钢琴家亚当携妻子及部分犹太难民逃

离到上海的故事。犹太人所信奉的《圣

经》中曾记载，以色列人曾在摩西的带

领下，走出埃及和法老的残酷统治。而

在逃亡的犹太人的心中，上海人就是

摩西。《上海，远在何方？》叙述了德、奥

籍犹太人在法西斯魔爪的迫害下不得

已流亡上海的故事。小说中人物的个

人信息和身份背景均为史实，人物的

艺术形象呼之欲出。我们可以从中看

出这群苦难的流亡者来到上海的经历

可大致分三阶段，即：初到上海、暂定

居上海、离开上海。

1. 初到上海——排斥

根据《魔咒钢琴》的记述，即使在

最艰苦的逃难时刻犹太人也不落下孩

子们的功课，仍传授教知识，讲解《圣

经》。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

们高贵气质。如初到上海时，当薇拉看

到一排集中摆放的马桶时目瞪口呆，

倒床痛哭；亚当在上海变成了为谋生

计肯干一切的平民；在美国决定不再

向上海难民提供资金帮助时，中国人

向犹太人伸出援手，可犹太人却因嫌

弃中国食物不洁而拒绝帮助。

《上海，远在何方？》中的排斥体现

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来自维也纳的陶

西格夫妇，或是来自柏林的拉扎鲁斯，

抑或是同样来自柏林的布里格博士,在
来上海前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富足的

生活。在纳粹主义的迫害下，他们花费

全部家当求购船票，甚至要经历亲人

离散的痛苦。来到上海后他们沦为难

民，愁于生计，极具讽刺。律师、艺术史

家等专门职业者首当其冲，因没有从

事底层工作的技艺而无所适从。例如

陶西格先生原是个雄心勃勃的律师，

靠才能帮助穷人伸张正义；妻子陶西

格夫人，本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会说

外语和弹钢琴。到上海后，他们发现德

国、奥地利的法律在上海不具效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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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热忱被弃如敝履；陶西格夫人靠着

遥远的烤苹果卷的记忆，做了面包师，

往日弹钢琴的手，开始为生计在面团

间辗转，以求全家勉强果腹。陶西格先

生无法接受这一切，因此始终带着一

副黑边的太阳镜，睡觉也不摘。陶西格

夫妇是万千流亡至此的犹太难民的缩

影，他们与上海格格不入，感受到不适

和被排斥。

2. 暂居上海——接纳

犹太民族长期以来因受迫害与侵

略，常处于社会底层，很难做从事固定

职业，因此从商是大部分犹太人的生

存手段，后演变成他们的传统职业，成

就了精打细算的商人。因上海对犹太

人的接纳，以及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

反犹政策，一些适应能力强的犹太人

开始从商，展现了其民族“适者生存”

能力。如从事手套工厂的罗森鲍姆和

艾米夫妇，虽然生活艰辛，但在异乡拥

有了一份产业，也是犹太民族聪明特

质的典例；拉扎鲁斯凭借智慧和小伎

俩，随机应变入乡随俗，开了书店。这

些例子都从侧面反映了犹太民族适应

能力极强的特点。

3. 离开上海——回顾

在《魔咒钢琴》中犹太人贝尔斯回

忆说：上海给了我一个战争的避难所，

使我们一家人活下来；给了我一份工

作，让我得以安享晚年周游世界，我们

必须感谢上海。多年后，当亚当·乌里

扬茨基回忆起为了妻子抱起马桶就

跑，不顾马桶的粪水溅到自己的脸上

时写到，正是那一刻的屈辱使他成长，

将他的虚伪和高傲彻底地摧毁。战争

结束后，每当犹太人民回忆起上海逃

亡的日子时，相比于苦难的经历，更多

的是对上海人民的感激。犹太人除了

对上海的心理发生转变，个人追求也

有变化。逃亡前，犹太人民视上海为

“乐园”，听着之前到上海的犹太人成

功案例，便对未来燃起希望。但就像亚

当回忆录中所写，后人一定会不可思

议，著名的音乐家怎么可能会堕落到

为冲马桶而奋斗？可是，这就是为了体

面和尊严，为了爱。

《上海，远在何方？》展现的也是犹

太人对上海的念想。当年这批流亡者

的理想之地是英美而非上海，在战争

结束后便纷纷离开。一同在上海居住

过彼此熟悉的犹太人，回国后仍保持

联系，彼此通信怀念那段在上海的日

子。就像陶西格夫人在与儿子重逢前

特意将头发染成了中国妇女特有的黑

色，以示怀念。

三、上海犹太群体的影响以及贡

献

1. 上海犹太群体对中国的影响

犹太难民来到中国，不可避免的

与上海当地人接触和交往。在此过程

中，来自不同地域的犹太人影响着中

国的教育、文化、生活、语言等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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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早期在华塞法迪犹太人创办了多

个洋行，为了开辟中国市场，结交更多

中国朋友，他们凭借财力物力，兴办学

校，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巨大。客居于

异国他乡，俄国犹太人将俄犹作家作

品翻译成中文，在民间传阅。俄犹还带

来了富有俄国风味的犹太音乐，更有

俄犹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国学校里传

道授业，为中国培养艺术人才。在这段

动荡不安的时期，受犹太难民影响，中

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丰富和满

足。此外，大量欧洲犹太难民在二战时

期进入中国上海境内，其中不乏手艺

精巧之人，也试图将自己原来的生活

模式带入中国。他们在上海开设理发

店、面包店、裁缝店、皮革店等，甚至开

办小工厂，生产蜡烛、糖果等，目标客

户由寄居中国的难民逐渐扩展到中国

当地人。上海犹太人对语言也产生影

响。在虹口，许多中国人会讲德文；处

于底层生活水平的中国黄包车夫为招

揽更多的客户，大都会一些英、俄、德

语等，其中以洋泾滨英语为主。《上海

犹太城》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Where Master go?
-舟山路。Savez?
-Savez, Savez.
犹太人和黄包车夫的对话中，夹

杂着英、汉、法三种语言，虽有语法错

误，但仍能达到交际目的。可见在上海

大杂烩中，外国语言对上海当地人、尤

其是底层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

2. 中国对上海犹太群体的影响

中国人受到犹太文化的多重影响

的同时，也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客居

于此的犹太人。来华多年的俄国犹太

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通过学习中文

感受中文的博大精深。因走投无路到

中国的犹太人也从被动到主动地接触

中国文化，看中医、吃中餐、起中文名、

穿中式衣，甚至迷上中国戏剧。但由于

犹太人始终如一的坚信犹太教义，尽

管中国文化的部分元素进入犹太群体

文化中，但基本没对其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特别是坚信上海是个临时居所

的欧洲犹太群体。但是其中不乏个例。

罗生特是位奥地利犹太人，受纳粹迫

害逃亡上海，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泌

尿科和妇产科诊所，后在学习小组中

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

英雄事迹，深受感动，决定加入新四

军，医治抢救抗日英雄。1942年他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主义精

神对犹太人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3. 上海犹太群体间的相互影响

除了中国文化对犹太群体带来的

转变外，来自不同地域的犹太群体也

对整个犹太民族影响巨大。在沪犹太

群体大体可分为塞法迪犹太人、俄国

犹太人以及欧洲犹太人。为共克时艰，

长久以来关系浅淡的塞法迪犹太群体

和俄国犹太群体携手发起救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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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委员会，营救更多受迫害的犹太

难民，使难民绝处逢生。犹太社团联合

举办的文艺演出和活动使犹太群体有

了归属感，给全体犹太人带来精神慰

藉。其次犹太群体的悲惨遭遇以及他

们对纳粹反犹政策的痛恨，上海犹太

人同仇敌忾，复杂的民族情感被激起，

萌发保护犹太文化的强烈意愿。

4. 上海犹太国际文化融合的影响

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与底层的

中国百姓互相影响，患难与共。两个民

族的融合是“患难中的文化交融”，在

中犹关系史上谱写了难忘的一章，是

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受纳粹

压迫的犹太难民和受日本威胁的中国

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热情善

良是中华民族的标签，在全世界政府

都对犹太人闭门不理时，中国上海是

唯有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此外，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风山

仍向欧洲犹太难民发出上万份中国签

证，以此方式救助犹太难民逃离。中国

还计划提供云南地区供犹太人避难，

虽因内忧外患的国情没有顺利开展，

但是中国始终心系犹太难民。来到上

海暂居的犹太难民群体也感受到了中

国百姓的热心和友善，尽管百姓生活

拮据，但是他们仍竭力帮助比自己条

件更艰苦的难民。中国改革开放后，许

多犹太难民回访上海，重温当年战争

岁月里的温情。1994年犹太难民及其

后代在虹口树立起纪念碑，以表达对

中国人民慷慨解囊、无私救助的感激

之情。患难见真情，在这段心酸历史

中，中犹两民族求同存异、互相支持，

结下深厚友谊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印证。

四、结语

本文以《魔咒钢琴》、《上海，远在

何方》、《上海犹太城》以及历史类书籍

《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

上海形象》等为研究对象，从叙事学理

论角度分析二战时期因受到迫害而逃

亡到上海的犹太群体形象以及其贡

献，探究犹太民族的思想和生命哲学

观。

研究发现，犹太人到上海主要经

历了三个时期：初到上海时的排斥，暂

定居上海时的接纳，以及离开上海后

的回忆与感激。上海犹太群体的身份

经历了从养尊处优到异邦流浪的转

变，其思想也经历了从骄傲自矜到无

所适从再到经历千锤百炼后的坚韧自

强。自圣经中摩西带领犹太人闯出埃

及起，犹太民族便一直坚守着其本民

族的精神和信仰，即便是远渡重洋也

从未改变。犹太教认为终有一天流散

的犹太人会重返“应许之地”并获得救

赎。此类救赎的意义在于民族复兴，而

原则在于笃信上帝施以援手且不可用

人为手段加速救赎进程。或许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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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过于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内

涵，使得犹太人在遭受异族迫害时，仍

能在一线生机中韧性生长。民族之团

结，信仰之虔诚，文化之传承，使这远

渡重洋的旅程变得不仅是磨难，也是

淬炼，让犹太民族坚不可摧。

在上海犹太群体旅居中国的期间

内，犹太民族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乃至

中国精神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上海犹

太群体对中国的教育、经济、音乐、语

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影响；中国人民

对上海犹太人乃至犹太民族的生活习

惯，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正

是困难时期的肝胆相照，中犹民族结

下了深厚友谊，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完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壮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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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Based on literature works and historical works about Jew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analyzes image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who fled to Shanghai during the Sec-
ond World War because of the persecution. This experienc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Jewish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tegration. It is a histori-
cal proof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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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机械英语词汇表基于语料库的机械英语词汇表
创建与应用构想创建与应用构想
常 乐① 吴明海② 陈 颖③

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 阳 110159 中 国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 阳 110168 中 国

摘 要：词汇是英语学习者阅读和撰写英文论文、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本文在回顾前人在
语料库及学术词汇表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机械专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
战略地位阐述了建设机械专业英语语料库及基于语料库频数驱动理念创建词汇表的必要
性，并分别介绍了创建该专业英语语料库和词汇表的方法步骤，最后从教学、翻译和专业角
度对基于机械英语语料库的词汇表应用做出展望。
关键词：英语词汇表；语料库；机械；创建；应用

一、语料库与学术英语词汇表

语料库（corpus）一词源于拉丁语，

意为按照一定采样标准采集而来的、

能够代表一种语言或者某语言的一种

变体或文类的电子文本集。迄今，国内

外陆续出现了兰卡斯特大学“ITU/Cra⁃
ter”语料库，香港科技大学的“HKUST
中英平行语料库”，北京外国语大学

“汉英通用对应语料库”等大型通用语

料库；同时，随着语料库研究在各个领

域的纵深发展，研制小型专用语料库

即专门用途英语（ESP）语料库也以其

研究深入、专业性强而成为大势所趋。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检索

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词频检索的学

术词汇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成果。Cox⁃
head在2000年创建了一个涵盖四大门

类、28个专业、350万词的学术英语语

料库，并借助软件开发了一个包含 10
个子表、570个词族的通用学术词汇表

（AWL）。随后，众多学者对 AWL的研

究发现它在学术语篇中的覆盖率为

10%左右。按照 Nation（2013）的分类，

如果学生能够掌握AWL，再加上语篇

中占比80%的高频词汇与5%的技术词

汇（专业术语），他们就能够读懂本专

业学术语篇中 95%的内容，基本达到

了有效阅读对词汇的要求。

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AWL对于

工程类学术语篇的覆盖率偏低，如：吴

①常 乐，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②吴明海，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英语词汇、英语听力教学

③陈 颖，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外语教育技术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5DYY004）；2019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获得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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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王同顺（2007）用AWL对比上海交

大科技英语语料库，发现AWL的覆盖

率只有 9.3%；江淑娟（2010）则发现

AWL只占石油英语语料库 8.1%。鉴于

AWL在工程类学科学术语篇的短板，

以及不同专业的语料库中学术词汇出

现频率的分布情况与AWL中依照词频

而生成的10个子表吻合度存在较大差

异，有学者建议“基于学科专业开发更

具针对性的专业词汇表”（Hyland &
Tse, 2007）。

二、创建机械英语语料库与词汇

表的必要性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

富”。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工业的发达

情况起决定作用。我国的工业近年发

展迅速，大型工业逐渐复苏，先后有了

“歼 20”“DF21导弹”“辽宁舰”等国之

重器。随着机械工业在经济体系中的

蓬勃发展，机械类专业人才需要大量

阅读与专业相关的英文文献和规范以

获取最前沿的专业信息，撰写、发表符

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论文，在国际研讨

会上对最新研究或应用成果进行交

流。但是由于国内学者对机械学术和

技术英语的了解不足，导致运用英语

进行交流受到影响，在国际期刊发表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大打折扣。

建设机械英语语料库并藉此研发

学术英语和技术英语词汇表有助于相

关语言服务，进而促进中国学者与国

际迅速接轨、借鉴国际先进技术与成

熟经验。纵览相关文献，国内外迄今尚

无“机械英语语料库”问世，机械英语

词汇表则更是尚无先例。可见，机械英

语语料库及词汇表的创建在填补国内

外空白的同时，也必将丰富和完善语

料库的类型，推动语料库语言学在机

械英语词汇、短语及语篇等方面的研

究发展。

三、机械英语语料库与词汇表创

建构想

1. 基本思路

首先创建由机械专业本科阶段的

“机械专业英语教材子库”和机械学科

研究生阶段的“机械学科英语学术论

文子库”共同组成的“机械英语语料

库”，并在两个子语料库的基础上分别

开发“机械英语基础学术词汇表”“机

械英语基础技术词汇表”以及“机械英

语高级学术词汇表”“机械英语高级技

术词汇表”。

2. 具体方法

（1）语料库创建

为了收集“机械学科英语学术论

文子库”的语料，参照专用英语语料库

的建设原则（梁茂成 李文忠 许家金，

2010），首先请机械工程学科的专家帮

助确定该学科涵盖的专业方向，以确

定语料的代表性和平衡性；然后请专

家在每一个专业方向推荐一本权威的

国际学术期刊，从期刊中选取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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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语国家研究者撰写的符合 IMRD
格式（引言-方法-结论-讨论）的学术

论文，以PDF全文形式保存；接下来将

论文转换为 TXT文本格式，按照专业

方向分类，语料整理与清洁、元信息标

注，即除去文本中的图表、公式、符号、

参考书目、附录等计算机分析软件所

无法处理的内容；最后将余下的正文

部分按专业方向组建成分库，最终合

成“机械学科英语学术论文子库”。

相比之下，“机械专业英语教材子

库”的语料收集则较为简单：首先请机

械专业的专家根据专业必修课程提供

专业教材名单以便确定教材，将其网

络下载并以 PDF形式保存；然后将教

材转换为 TXT文本格式，进行语料整

理与清洁、文本标注，最后建成“机械

专业英语教材子库”，并与“机械学科

英语学术论文子库”合成“机械英语语

料库”。

（2）词汇表编制

在确定选词标准方面，首先要选

择 West(1953）通用学术词汇表（即

2000个基础词汇）之外的词汇；其次，

为了确保语料的覆盖率（范围），要选

择至少覆盖 2/3专业方向（或教材总

数）且在各子库中均出现 10次以上的

词汇；词汇表的建立基于语料库的频

数驱动理念之上，Francis 和Kucera对
Brown语料库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找出

词频为 100次的词族需要 350万词的

语料库（江淑娟，2010），即每百万词中

的词汇的频率应该约等于28.5次。

为了完成科学的词汇筛选，确定

使用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Na⁃
tion和Heatley两位教授研发的RANGE
词汇检索与统计分析软件作为检索工

具。具体操作为：将 TXT 文本载入

Range_GSL_AWL，选择BASEWRD1和

2；将运行结果中的 Type not found in
any list 中的词表拷入 Excel；对 Range
和 Frequency 做两次排序（赵志刚，

2015）；剔除结果中的缩略词、数字、公

式符号、专有名词等；初步完成各个子

表的编制；请机械学科专家复核；生成

“机械英语基础学术词汇表”“机械英

语基础技术词汇表”以及“机械英语高

级学术词汇表”“机械英语高级技术词

汇表”，并最终合成“机械英语词汇

表”。

四、基于机械英语语料库的词汇

表应用展望

（1）教学应用

语料库在提供大量的真实数据方

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即在大量

文本中发现反复出现的潜在的语言模

式，而学术词汇表恰恰是以频率为基

础和标准制定的。鉴于同一词汇在普

通文章与专业文本中的意义有可能截

然不同，词汇学习与具体语境密不可

分，因而词汇教学也应该置于语境当

中，即将词汇还原到短语、词块、句子

Linguistics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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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篇章中去。基于语料库生成的学

术和技术英语词汇表以大量真实的英

语语料为基础，编制方法科学合理，能

指出应该将哪些词汇包含在专门用途

学术英语（EAP）教学中，再将词汇（如：

analysis, design, process, significant等学

术词汇以及algorithm, simulation, torque
等技术词汇）还原到语料库中进行教学

加工（篇章、例句），并设置教学练习或

评价活动，使词汇教学落实到深层知识

的理解与应用之上；同时EAP教师还可

通过对比不同层面的学术词汇表或技

术词汇表，为词汇教学和教材编写顺序

提供依据，为从本科阶段到研究生阶段

的英语课程设置、语言（词汇）教学与测

试和教材开发与编写提供指导（罗荐文

常乐朱乃新，2019）。
（2）翻译应用

与传统的理性分析和思辨分析不

同，语料库为文体研究提供定量分析的

基础，即研究者可以利用语料库进行词

语、结构和语句语篇的对译检索，对于

发现语言规律和特征、丰富翻译感受、

提高翻译能力、实现多途径翻译转换非

常有益，是其他教科书和工具书所不能

替代的。它在翻译教学上具有广阔的使

用前景和潜在的开发价值，可以使双语

词典的研究与编撰和翻译教学培训与

研究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

（3）专业应用

从产学研的应用视角，研发基于

“机械英语语料库”的学术英语和技术

英语词汇表，既能够有效辅助完成对机

械行业青年工作者的培养，又能够帮助

科研和从业人员阅读英文书籍，并能更

加有效地参加海外进修培训、国际学术

交流等活动。另外，语料库的规范、高

效、全面、方便使用以及不断更新等特

征能够从根本上解除学习者、研究人员

在语言上的障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我国机械行业摆脱目前面临的人才

和技术上的英语语言瓶颈问题，更好地

向工业智造，工业4.0迈进，对整个机械

专业行业来说颇具现实意义。

References (References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Coxhead, A. 2000. A New Aca⁃

demic Word List. TESOL Quarterly, 34
(2): 213-238.

[2]Hyland, K., Tse, P. 2007. Is
there an "Academic Vocabulary"? TES-

OL Quarterly, 41(2): 235-254.
[3]Nation, I. S. P. 2013.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Nation, P., Heatley, A. Range (On⁃
line software). www.vuw.ac.nz/lals/staff/paul-
nation/ RANGE32.zip (Downloaded on Sep⁃
tember 27, 2018).

[5]West, M. 1953. 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 London: Longman,
Green.

042



[6]Jiang, S. J. 2010. Creating petro⁃
leum academic word list.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6):27-
30.

(江淑娟.2010.石油英语学术词汇

表创建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第6期,第27-30页.)
[7]Liang, M. C., Li, W. Z., Xu, J. J.

2010. Using Corpora: A Prac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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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2010.《语

料库应用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8]Luo, J. W., Chang, L., Zhu, N. X.

2019. A review on corpus- based engi⁃
neering English academic word lists.
Business Translation, (2):66-71.

(罗荐文，常乐，朱乃新.2019.基于

语料库的工程类学术英语词汇表研究

综述,《商务翻译》,第2期,第66-71页.)
[9]Wu, J., Wang, T. S. 2007. Re⁃

search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Coxhead's
Academic Word Lis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2):28-33.
(吴瑾，王同顺.2007.Coxhead“学术

词汇表”的适用性研究,《国外外语教

学》,第2期,第28-33页.)
[10]Zhao, Z. G. 2015. Development

of ESP academic word lists: a case study
of maritime English. Journal of Chongq-

ing Jiaotong University,(6): 140-144.
(赵志刚.2015.专门用途英语学术

词表创建研究-以航海英语为例,《重庆

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期,
第140-144页.)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Corpus-based
Mechanical English Word List

CHANG Le WU Minghai CHE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Shenyang,110159,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Shenyang,110168,China

【【AbstractAbstract】】Vocabulary is essential for learner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English arti-
cles and conducting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After analyzing the strategic func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article, with a brief review of previ-
ous studies in corpora and academic word lists,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
mechanical English corpus and a frequency-driven word list, then illustrates the methods
of building such a corpus and word list, and finally suggests the prosp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word list on English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mechanical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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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条件小句与时间状语从句的句法相似性英汉条件小句与时间状语从句的句法相似性
孙洪波①

菏泽学院 菏 泽 274015 中 国

摘 要：本文考察英语和汉语中的条件小句与时间状语从句在句法上的相似性。认为，汉语
的时间状语从句和条件小句都是在原位置基础生成，与英语中这两种小句的移位操作不
同。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表现在二者在三个方面的相似性：都不具备低结构解读、论元前置
不形成阻断效应、与主句效应的表现一致。
关键词：条件小句；时间状语从句；阻断效应；主句效应

一、引言

条件句与时间状语从句在很多方

面具有相似性，二者在句法上都是由

两个部分组成，且都表明了前后两部

分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因此，很多学者

（邢福义，2001:38；张斌，2000:56等）都

将二者归为汉语的复句系统。

国外很多学者（Bhatt Pancheva，
2002；2006: 649; Arsenijevic，2009:147）
也对二者之间的比较有很大的学术兴

趣，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认为时

间状语从句的生成是移位而来，并且

通过类推（analogy）进一步认为，条件

句也是由左向的算子移位（leftward op⁃
erator movement）推导而来。这种移位

分析的优势在于能解释根据阻断效应

（intervention effect）而产生的主句现象

（main clause phenomenon；MCP）和条件

小句（即前件）之间的不兼容（imcom⁃

patibility）现象，但是处于句首位置的

境况附加语（circumstantial adjunct）却

能在条件句中出现应如何解释呢？

二、汉语的时间状语从句是基础

生成而非移位

1. 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不具备低结

构解读

首先，看英汉时间状语从句的比

较。在生成语法文献中，广为人知的是

“算子移位说”。认为，时间状语从句是

把时间算子移位到句子的左缘位置形

成的。其主要证据是类似于（1）这样的

句子是歧义的，它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解读。高结构解读和低结构解读分别

如（2a,b）所示。

（1）I saw Mary in New York when
[IP she claimed [CP that [IP she would
leave]]].

(i) high construal: at the time that

①孙洪波，男，博士，博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8CZKJ05）、菏泽学院2018年度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水浒传播文本的数

据库建设及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XY18ZD04）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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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made that claim;
(ii) low construal at the time of her

presumed departure.
(2) a. I saw Mary in New York [CP

wheni [IP she claimed [CP that [IP she would
leave]] ti]]

b. I saw Mary in New York [CP whe⁃
ni [IP she claimed [CP ti that [IP she would
leave ti]]]] (Haegeman，2010:601)

再观察汉语时间状语从句的例子

（3）。
（3）朱仝在宋家村见到了宋江 i，

当[IP他 i打算[CPPROi到县衙自首]]的时

候。

（i）高位解读：他打算的时候。

（ii）*低位解读：到县衙自首的时

候。

（3）只能解释为宋江做出这个打

算的时候，而不能理解成他到县衙自

首的时候。也就是说，汉语的时间状语

从句只能具有高位解读，而不能像英

语的时间状语从句那样，具有低位解

读。那么，既然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不具

备低位解读，时间算子又如何实现从

低位到高位的移位呢？

显然，汉语的时间状语从句并不

适用算子移位方案。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汉语的时间算子标记“当……的时

候”只能出现在[Spec CP]位置，从而获

得更类似于高位算子的解读，它是以

整 个 的 从 句 CP 作 为 作 为 其 辖 域

（scope）。所以，汉语时间算子标记应该

是原位基础生成（base generation），而

非移位而来。

2. 论元前置在汉语中不形成阻断

效应

支持移位说的第二个证据来自

Haegeman (2007:489；2009:401)。她 认

为，算子的移位加上移位的局部性条

件（locality for movement）能够预测出

时间状语从句不能和MCP兼容。比如

论元前置（argument fronting）也是移位

所产生的结果，但是论元前置后，时间

算子就无法完成移位过程。也就是说，

前置以后的论元对时间算子的移位形

成了阻断效应。

（4）a. *When this column she start⁃
ed to write last year, I thought she would
be fine.

b. *When this song I heard, I re⁃
membered my first love.

c. When last year she started to
write this column, I thought she would
be fine.

(4a)不合法是因为时间状语从句

中的论元 this column前置，从而影响了

时间算子移位到从句的左缘位置，即

前置的论元对时间算子的移位形成了

阻断效应。（4b）也是同样的情况。而

（4c）所表现出来的是，表示时间的境

况附加语 last year也进行了前置，但是

并不阻断时间算子的移位。算子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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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跨越附加语，但是却不能跨域论

元。这表明了论元和附加语之间的不

对称性（asymmetry）。
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语言中，论

元前置都能产生阻断效应。在罗曼语

系中，以法语为例，它的论元 cette cha⁃
son 前置后，并不影响时间算子移位到

句子的左缘位置。见（5）所示。这种前

置论元的现象，在文献中（Haegeman，
2010: 597）称之为左向粘着错置（clitic
left-dislocation; CLLD）。

（5）Quand cette chanson je l'ai en⁃
tendue, j'ai pensé à toi.

when this song I it have- 1SG heard-

PART-FSG, I have-1SG think-PART on you
‘When I heard this song, I thought

of you.’
英语中的论元前置会造成对时间

算子移位的阻断效应。但是在法语中

的左向粘着错置（CLLD）并不会对时

间算子的移位造成阻断。这是因为

CLLD 在法语中并不阻断主语的提取。

CLLD现象表明，在状语从句中至少存

在着一些左缘投射（left-peripheral pro⁃
jection）。英语的时间状语从句和主句

现象（MCP）不兼容（Haegeman, 2010:
597），如例（6）所示。

（6）a. * We were all much happier
when upstairs lived the Browns.

b.* When present at the meeting
were the company directors, nothing of

substance was ever said.
c.* When passed these exams you

have, you’ll get the degree.
(6a) 时间状语从句中的处所副词

upstairs倒装，违反了主句现象（MCP）。

（6b）时间状语从句中，表语成分倒装

同样也是违反了MCP。而（6c）则是因

为时间状语从句中的VP[passed the ex⁃
am]的倒装不符合MCP。所以，时间状

语从句不能与MCP兼容。

英语中时间状语存在的这些现

象，在汉语的时间状语从句中是否也

存在呢？接下来看汉语的例子，如（7）
所示。

（7）a. 当[[这篇文章]i他去年开始

写 ti]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能写好。

b. 当[[这首歌]i胡波听 ti]的时候，他

总是很激动。

c. 当[[去年]i他 ti开始写这篇文章]
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能写好。

英语中的时间状语从句不能允准

论元前置，但是，汉语的时间状语从句

中却能允准“这篇文章”（7a）和“这首

歌”(7b)的论元前置（argument front⁃
ing），这并不影响了时间按算子的移

位，所以也就产生不了阻断效应。究其

原因，还是因为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中

的时间算子并不是从较低的位置移位

到较高的位置，而是时间状语标记“当

……的时候”为整个时间状语从句所

表达的命题提供了一个辖域，即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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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都受到该时间算子的限制。更深

层次的原因在于汉语时间算子的性质

与英语的不同，因为汉语时间算子没

有低位解读（low construal reading）。因

此，作为命题的组成成分，前置的论元

受到话题化(topicalization)的作用，从而

形成如（7a-b）这样的句子也就不足为

奇了。

同样，表示时间的境况附加语“去

年”能实现附加语前置，这是因为汉语

的时间附加语并不能像英语那样在句

尾出现，而是本来就只能出现在VP之

上这样的较高位置。与论元前置的情

况相同，时间附加语前置只是出于话

题化（topicalization）或焦点(focus)的需

要而移位。这表明了，在汉语的时间状

语从句中，不存在论元和附加语的不

对称性（asymmetry）。在这一点上，与英

语的情况截然不同。

3. 主句兼容的情况

再来观察汉语时间状语从句和

MCP的兼容情况。如（8）所示。

（8）a. 当[监狱里跑了两个犯人]的
时候，村民们都紧张起来了。

b. 当 [[带头干活的]是主任]的时

候，大家的积极性就高涨了。

c. *当[[考完试]i你已经 ti]的时候，

就开心地玩吧。

尽管(8a)中存在着英语中所谓的

处所倒装结构（locative inversion con⁃
struction; LIC），但是处于时间状语标

记“当……的时候”之间的是一个标准

汉语存现句。汉语中存现句的典型特

征是允许表示处所的名词短语或介词

短语位于句首的位置，比如“村里死了

两个老人”、“墙上挂着画”或者“屋顶

上飘着一面红旗”。（8b）相当于英语里

边的表语成分前置，“带头干活的”是

表语，在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中能够进

行前置，句子仍然合法。但是（8c）中的

VP“考完试”前置的情况就不合法，这

表明VP前置现象与时间状语从句是

不兼容的。

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与MCP的兼容

情况与英语不同。汉语的时间状语从

句可以与典型的存现句和判断句等兼

容。这是因为，在汉语中，存现句（8a）
就是以这种处所结构处于句首为经典

代表的结构。既然这样，处所结构在句

首位置，就是基础生成而非像英语那

样移位而来。也就是说，汉语的存现句

遵守了主句效应，当然也就不存在阻

断效应了。汉语的判断句(8b)也是同样

的情况，这是判断句的基本句型结构，

尽管表语成分在左缘位置，但是它仍

然是主句现象。既然不存在时间算子

移位，当然也就无法形成阻断效应，因

此判断句是与时间状语从句兼容的。

这样，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8c）不合

法。进行VP前置操作后形成的句子结

构[考完试你]不是主句现象，违反了主

句效应，因此该句不合语法。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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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汉语的时间状语和英语的不同，前

者允准存现句和判断句出现在状语从

句中，而后者则不允许。

三、汉语条件标记是基础生成

1. 汉语条件小句中的论元前置不

产生阻断效应。

首先观察英语中条件句。英语时

间状语从句中存在的论元-附加语不

对称性在条件句中也同样存在，见

（9）。(9a)是论元 these exams前置，按照

Bhatt & Pancheva (2002；2006: 656), Ar⁃
senijevic (2009:149)的条件算子移位的

分析，认为论元前置影响了条件算子

移位至左缘位置，从而形成了阻断效

应。（9b）之所以合法是因为表示时间

的境况附加语并不阻断条件算子移

位，条件算子可以跨域境况附加语，从

而实现移位至句子左缘的目的。在英

语条件句中同样是存在着附加语和论

元的不对称性。

（9）a.* If these exams you don't
pass, you won't get the degree.

b. If on Monday the share price is
still at the current level then clearly
their defence doesn't hold much water.
(Haegeman，2010:599(9)）

再来观察英语条件句与主句现象

的兼容问题，见（10）。(10a)是处所副词

前置；（10b）是表语成分前置；（10c）是

VP前置。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能与条件

小句兼容。这是因为根据条件算子移

位的说法，它们前置后阻断了条件算

子移位至左缘，形成了阻断效应。

(10) a. * If upstairs live his parents
things will be much simpler.

b. * If present at the party are un⁃
der age children, they won't be able to
show the

X-rated films.
c. *If passed these exams you had,

you would have had the degree.
汉语条件小句的情况与英语的是

否一致呢？先观察论元与附加语在汉

语条件句中的句法表现，如（11）所示。

（11）a. 如果[[这篇文章]i他去年

开始写 ti]，我觉得他一定能写好。

b. 如果 [[这首歌]i胡波刚开始听

ti]，他可能还唱不好。

c. 如果[[去年]i他 ti开始写这篇文

章]，我觉得他一定能写好。

（11a,b）都是论元前置的情况，都

是合法的句子。如果按照条件算子移

位的方案，那么在理论上，这些前置的

论元就会阻断条件算子的移位，从而

形成阻断效应。但是，这两句在汉语中

完全是合法的句子，并未形成应有的

阻断。因此，处理这样的句子时就出现

了问题:为什么没有阻断效应产生？逻

辑上，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假设条件算

子并不是移位而来，而是在原始位置

上基础生成的。基础生成的方案也完

全可以解释为什么（11a, b）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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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既然是在原位置上基础生成，当

然也就不会形成阻断效应。

再来观察（11c）这一合式。表示时

间的境况附加语“去年”前置后并不影

响整个条件句的合法性。这是因为附

加语本身的性质所决定，附加语附加

在某个最大投射上并不改变原有投射

的性质。并且，表示时间的附加语在位

置改变后，也不会产生其他的语义解

读。综合来看（11），论元前置和附加语

前置在条件从句中都是成立的，也就

是说，它们的前置情况否定了条件算

子移位的可能性，因而条件算子只能

是原始位置基础生成的。

2. 汉语条件句与MCP兼容性。

观察例（12）。（12a）是处所在前的

情况；（12b）是判断句的表语在前；

（12c）是把VP提前。

（12）a. 如果 [监狱里跑了两个犯

人]，村民们就都紧张起来了。

b. 如果[[带头干活的]是主任]，大
家的积极性就高涨了。

c. *如果[[考完试了]i张三已经 ti]，
就开心地玩吧。

处所在前的存现句（12a）是汉语

存现句的标准表达形式，类似的比如

“桌子上有一本书”、“山上架着炮”、

“黑板上写着字”。尽管汉语的存现句

在语序上似乎是与其他语言的标准存

现句不同，但是就汉语本身来讲，这种

语序形式就是汉语存现句的主句现

象。因此，表示处所的“监狱里”只能在

句子的左缘位置。所以，存现句符合

MCP，并且和条件句兼容。(12b)是句子

的表语成分在前的判断句。汉语的判

断句以“是”作为判断词，类似于英语

的系动词be。表语成分在前，初看似乎

是违反了句子的 MCP。但是，在汉语

中，它却就是句子的MCP。因此，条件

句和判断句的MCP也是兼容的。（12c）
是句子的VP前置现象，它违反了汉语

一般陈述句的语序形式，不是MCP，也
与条件句不兼容。

综合来看（12），标准表达形式的

汉语存现句和判断句都是MCP，并且

与条件句兼容，而不是正常表达语序

的（12c）不是MCP，也不能与条件句兼

容。如果假设条件算子是移位来的，那

么按照该假设，（12a,b,c）应当不合法,
因为这三种句式都牵涉到成分的移

位，这会阻断条件算子的移位，出现阻

断效应。但是这一分析方案不能解释，

为什么（12a, b）却合法的问题。

3. 汉语条件小句不具备低结构解

读。

如果假设条件算子是移位而来，

那么这必定要考虑它是从哪儿移位来

的这一问题。目前的证据是条件从句

并不具有低位解读，见（13）。
（13）如果[IP 吴用告诉卢俊义[CP

宋江一定要先打下东昌府]]，那么卢俊

义就不会奋力攻打东平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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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位解读：条件是吴用告诉卢

俊义这件事

b. *低位解读: 条件是宋江一定要

先打下东昌府

这句话只能解读为“吴用告诉卢

俊义这件事是一个条件”这样的处于

较高位置的意义，而不具有处于较低

位置的“宋江一定要先打下东昌府是

一个条件”这样的意义。这也是不支持

汉语条件算子移位方案的一个证据。

既然否定了条件算子移位的方案，那

么可能的思路只能是条件算子在原始

位置上基础生成。

四、结论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汉语的时间状

语从句和条件小句都是在原位置基础

生成，而非移位而来。支持这一观点的

证据表现在二者在三个方面的相似

性：都不具备低结构解读、论元前置不

形成阻断效应、与主句效应的表现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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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I. Introduction
Typically, Chinese questions are

usually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types: (a)
disjunctive questions; (b) yes- no ques⁃
tions; (c) wh-questions. Besides, there is
another special question form, A-not-A
question.

(1) ni [zhidao bu zhidao] zhe jian
shi?‘Do you know this matter or not?’

Although the logical translation of
the sentence (1) is same as a yes-no ques⁃
tion, the A-not-A question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a sub- type of disjunctive
ques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not-A question and yes-no question lies
in two aspects.

In semantics, a yes- no question re⁃
quires the addressee to gi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nswer of a single proposition.
While an A- not- A question ask the
hearer to choose between positive or neg⁃
ative provided by the speaker (Huang,
2008: 29).

In pragmatics, a yes- no question
sometimes can represent the speaker's
dubiety, the speaker's attitude and sub⁃
jective assertion within it. As for the A-
not-A question, it is pragmatically neu⁃
tral. There is no speaker's expectation
and no answer is likely to be right.

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a yes-

no question and A- not- A question is

The Syntax of Daodi in Mandarin A-not-A
Questions

MA Yanying①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273165,China

【【AbstractAbstract】】The adjunct daodi is always a hot research point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because it has
a relatively fre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in A-not-A question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features
of A-not-A ques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classify the distributions of daodi and attempt to give a syntac-
tic explanation in theory. At last, the paper arrives at its conclusion.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daodi
in A-not-A questions. That is due to island constraints, C- commanding and piped-piping in syntax.
The syntactic domain is TP when daodi locates at clause-initial position, and T' when it follows subject.
【【KeywordsKeywords】】adjunct; daodi;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ot-A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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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andao occurs with a yes-no ques⁃
tion, whereas daodi occurs with an A-
not-A or wh-question, but not vice versa
(Huang, 2008:29) .

(2) a. ni daodi zhidao bu zhidao zhe
jian shi?‘Truly, do you know this matter
or not?’

b. * ni nandao zhidao bu zhidao zhe
jian shi?

(3) a. ni nandao mei du guo zhe ben
shu ma?

‘Is it actually the case that you ha⁃
ven't read the book?’

b. * ni daodi mei du guo zhe ben
shu ma?

Thu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
lyze the properties of daodi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syntax and to explore the the⁃
oretical mechanism which influences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daodi in A-not-
A questions.

IIII．．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daodidaodi

in A-not-A questionsin A-not-A questions
1. Three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daodi

According to Huang (2008: 29), A-
not-A question is base- generated from
[VP (not) VP]. There are two coordinate
VP structures, joined by a negative oper⁃
ator bu or mei‘not’. The sentences with
daodi occurring within A- not- A ques⁃

tions are as follows:
(4) a. ni qu bu qu kan dianying?

‘Will you go out to see a movie or not?’
b. daodi [ni [qu bu qu] kan diany⁃

ing]?‘Will you on earth go out to see a
movie or not?’

c. ni daodi [[qu bu qu ]kan diany⁃
ing]]?‘What on earth will you go to see a
movie or not?’

d. * ni [qu bu qu] daodi [kan diany⁃
ing]?

e. [kan dianying], ni daodi [qu bu
qu]?

f. [[qu bu qu] kan dianying], ni dao⁃
di?

g.* [qu bu qu], ni daodi [kan diany⁃
ing]?

Seen from above, the adjunct daodi

has many syntactic positions in A-not-
A questions. The sentence (4a) is a base
structure, followed by other sentences
added with daodi. The adjunct daodi in
sentence (4b) locates at the clause- ini⁃
tial position. Daodi in sentence (4c) is
pre-put the constituent [A-not-A]. Dao-

di in sentence (4d) occurs at pre-verbal
position, making the sentence ungram⁃
matical and unacceptable. The sentence
(4e) is evolved from the sentence (4c),
with a foc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kan di-

anying‘see a movie’(Yuan, 200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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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4f) is a larger chunk movement
due to foc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qu bu

qu kan dianying‘go to see a movie or
not’. The sentence (4g) comes from the
sentence (4c) also, which moves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qu bu qu] to the
clause- initial position, making (4g) un⁃
grammatical and unacceptable.

Thus, we have noted that the base-
generating structure of A- not- A ques⁃
tion is the form [VP- (not)- VP]1. The
structure [A- not- A] is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basic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daodi and the con⁃
stituent [A- not- A] in sentences (4b)-
(4g), it is easy to classify them into differ⁃
ent types:

(i) daodi > [A- not- A] (“ >”
means ‘precedes’): grammatical, like
(4b), (4c) and (4e).

(ii) [A- not- A] > daodi: ungram⁃
matical. Such as sentence (4d).

(iii) Focalization [A-not-A] > dao-

di: (4f) is grammatical while (4g) is un⁃
grammatical.

What syntactic mechanism leads to
these three different types? Why some of
the sentences are grammatical and oth⁃
ers not?

2.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First
Type

From the type (i) and (ii), we infer
that only when daodi precedes the con⁃
stituent [A-not-A] can make a question
grammatical. That is to say that the ad⁃
junct daodi must C-commands [A-not-
A] constituent.

(5)

Thus, we can see the first type A-
not-A sentences with the co-occurrence
of daodi are grammatical because their
[A-not-A] constituent are C-command⁃
ed by daodi. We can see from the tree di⁃
agram (5) of sentence (4b): daodi ni qu

bu qu kan dianying? The verb kan‘see’
first merges with the DP dianying‘mov⁃
ie’, constituting the higher node VP. VP
continues merge with Q constituent [A-
not-A], until they merge with the [Spec
TP]. In this process, some operations ir⁃
relevant are ignored. At last, the adjunct
daodi adjoins to the TP, the derivation
then completes.

1 It is the classic type of the A-not-A questions. Besides, there are some other sub-types, such as VP-not-V, V-not-VP, and VP-
not-VP. Find more details in Huang (1988, 1991, and 2008), McCawley (1994), Zhu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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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junct daodi C- commands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A-not-A], which car⁃
ries a positive value Q. Thus, this makes the
A-not-A question grammatical.

3.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Second
Type

Now, let's see the second type,
shown with the tree diagram (6) of sen⁃
tence (4d).

(6) *

The tree diagram (6) clearly shows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A-not-A] and the
adjunct daodi. The verb kan‘see’first
merges with the DP dianying‘movie’,
making up the higher VP. Then, the ad⁃
junct daodi adjoins to the VP and forms
another higher VP. The question constit⁃
uent carrying the positive value of Q
combines with the VP. And then it con⁃
tinues to merge, the process irrelevant ig⁃
nored here, with the [Spec TP]. The deri⁃
vation of the sentence (4d) is therefore
finished.

One obvious point is that the ques⁃
tion constituent [A- not- A] locates at a
higher node than the adjunct daodi, viz.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c-commands the
adjunct daodi, not daodi c-commands
the [A-not-A].

4.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Third
Type

The third type A-not-A questions
are very special due to the use of focal⁃
ization. When a constituent is raised to
the clause-initial position, there must be
some pragmatic functions. Focalization,
of course, refers to the information focus
in a sentence, a constituent raised within
the sentence to the clause- initial. And
any constituent of a clause may be focal⁃
ized.

Why the sentence (4e) is grammati⁃
cal? [kan dianying], ni daodi [qu bu qu]?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focus. The reason
lays in that, the adjunct daodi still c-
commands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A-
not- A], despite the focalization of the
predicate focus [kan dianying]. Huang
(2008) points out the A-not-A questions
are in full range of island constraints2.
But, that is the situation when the A-
not-A question is taken as an embedded

2 In syntax, an island is a domain which does not allow movement. Most of the islands distinguished today were first proposed in
Ro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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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So it's not suitable here.
According to the focus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y constituent
in a sentence, be it a subject, object or
other constituents, even a predicate, can
be focalized (Yuan, 2003). So the sen⁃
tence (4b) is acceptable because: (1) the
adjunct daodi still c-commands the ques⁃
tion constituent. This is the most impor⁃
tant. (2) The predicate structure VP [kan
dianying] is focalized to clause- initial
position, but it does not make a focus vio⁃
lation. The sentence (4f) involves anoth⁃
er syntactic operation, termed pied-pip⁃
ing3. When the question feature [A-not-
A] is raised to the clause- initial posi⁃
tion, it carries the following constituents
VP [kan dianying] with it.

This sentence is grammatical only
lies in that the surface structure comes
from its logic form (LF), added with some
syntactic operation, viz. pied-piping and
covert LF move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LF is sentence (7).

(7) [qu bu qu]j[[ kan dianying]i], ni
daodi tj ti.

A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fact by
Chinese linguists is that there is no overt
Q(uestion)- movement in mandarin Chi⁃

nese. There is only covert movement at
LF. So, we can see from the sentence (7)
that: the predicate structure [kan diany⁃
ing] first moves out from its initial posi⁃
tion in basis structure, and leaves a trace
in- situ. Then, the question feature [A-
not- A] takes a covert movement at LF,
forming the final surface structure. And
in LF, the adjunct daodi still c-com⁃
mands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A-not-
A], plus the syntactic operation pied-
piping added. So the sentence (4f) is
grammatical and acceptable.

At last, it's easy to look at the sen⁃
tence (4g), which stands for the third
type of A- not- A questions. g.* [qu bu
qu], ni daodi [kan dianying]?

The question [A-not-A] takes a co⁃
vert movement, but there is not a focus
of [kan dianying]. That is to say, the syn⁃
tactic operation pied- piping cannot be
completed. Therefore, without the trigger
of pied-piping,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cannot take a covert movement at LF.

III. Syntactic Domain ofIII. Syntactic Domain of DaodiDaodi inin
A-not-A QuestionsA-not-A Questions

As discussed above, we find that
the adjunct daodi must c- command the
constituent [A- not- A]. There are two

3 Pied-piping is a process by which a moved constituent drags one or more other constituents along with it when it moves. Find
more details in Radford (2000) and articles cite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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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positions of daodi in A-not-A
questions: one is at the clause- initial,
the other is following the subject. We
will discuss them respectively. First look
at the clause-initial daodi.

(8) daodi ni xihuan bu xihuan
Zhangsan?

"Let me get to answer now: do you
like Zhangsan or not?"

The adjunct daodi appears at the
clause- initial, followed by a question.
The question asks for the hearer's emo⁃
tio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you like Zhangsan". According to UG,
we can easily find that the syntactic do⁃
main is TP. The tree diagram clearly
shows this point.

(9)

(irrelevant operation ignored)
We see that the adjunct daodi ad⁃

joins to the TP. This testifies that syntac⁃
tic domain of the clause-initial daodi is
TP. Now, let's discuss the other daodi

which is immediately after the subject.
Look at the example (10) below.

(10) ni daodi zhidao bu zhidao zhe

jian shi? 'Have you on earth known this
matter or not?'

The adjunct daodi appears at a posi⁃
tion which i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the question constituent [A-not-A]. The
speaker still requires the hearer to pro⁃
vide an answer so as to relieve the speak⁃
er's skepticism. According to UG, we as⁃
sert that the syntactic domain of daodi

within A-not-A question is T', with the
Spec of TP excluded.

Evidences come from the fact. The
verb zhidao 'know' merges with its com⁃
plement zhejianshi 'this matter', forming
the VP. VP merges with the Q [A-not-
A], and then merges with head T to form
the T'. At this time, the adjunct daodi ad⁃
joins to the T', forming the maximal pro⁃
jection TP. This is because of the adjunc⁃
tion theory that adjunction operation
does not change the maximal projection.
At last, DP merges with the TP. Thus, ac⁃
cording to UG, the syntactic domain of
daodi within the A-not-A question is T'.

IV. ConclusionIV. Conclusion
The adjunct daodi has a relatively

fre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in A- not- A
questions. Basically, two types are gram⁃
matical in syntax. Different location of
daodi is right due to the syntactic mecha⁃
nisms such as island constrai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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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C-command, and the opera⁃
tion of piped-piping.

To summarize, there are two syntac⁃
tic domains of daodi when it co- occurs
with the A-not-A questions. When it lo⁃
cates at clause- initial, the syntactic do⁃
main is TP; when it appears in following
subject, the syntactic domain i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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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采访、医

患交流、学术交流等情景中，交际参与

者会为自己所听到的话语赋予自己的

理解，为了检验自己认知的正确性，为

了保证自己所理解的涵义与说话人话

语内容相符，听话人往往会实施解释性

言语行为。

解释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

为对解释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在交

际过程中如何检测理解。解释过程往往

是无法观察到的，但在一定情况下，解

释会外化出来，解释过程会以语言的形

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形式就是本文所

要研究的解释性言语行为。

二、解释性言语行为的定义

俄罗斯语言学家伊·米·科波泽娃

与娜·伊·拉乌菲尔将话语内容的理解

过程分为：1）语言层面的理解，或表层

理解，即从话语报道中提炼出语言结构

所提供的显性信息；2）解释性理解，或

深层理解，即将语言信息与心理、逻辑、

社会、道德等其他信息结构结合在一

起，从报道中提炼出隐藏信息。（Koboze⁃
va, I. & N. Laufer, 1994: 63）可以看出，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大脑对话语信

息进行解释才能实现对话语信息的理

解。解释是一种思维行为，其结果是一

种认知状态，通常不会被外化，即很少

会以相应的言语行为形式呈现出来，但

其他认知状态一般都会借助相应的言

语行为以语言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当

认知状态为“不明白”时，会以言语行为

“提问”呈现。但我们发现，在一定条件

解释性言语行为的语义和语用分析解释性言语行为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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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解释也可能会以言语行为的形式呈

现出来，如例1。
例1：
A:-Вопрос первый: в какой мере

ту почти тупик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какой
находится страна, можно связать с
марксистским учением?

B:-Вы говорите о послушном сле-
довании марксизму, что, возможно, и
привело нас в тупик?（Kobozeva, I. & N.
Laufer, 1994: 64）

在例1中，会话参与者B用自己的

话语呈现了说话人A话语的主旨内容，

同时还改变了一些思想成分。这种改变

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模糊的或抽象的表

述，将其替换成更具体的表达，从而使

原始话轮（说话人A的话语）所言之意

更加清晰。

如上述对话中，说话人的反应话轮

对会话另一方的上一话轮命题内容进

行理解，作出解释，我们将该反应话轮

完成的言语行为称之为解释性言语行

为（Interpretative speech acts，以下简称

ISA）。
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

解释并不是对另一方的言外之意、心理

或生理状态、说话人实施该言语行为的

原因等方面进行解释，而是对对方话语

的命题内容进行解释。比如，对于提问：

“С кого из мировых «звезд» вы
берете пример?”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

回复：1) – Вы что, издеваетесь надо
мной? 2) –Вы плохо обо мне думаете.
3) -Вы так говорите,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ив-
ыкли всегда оглядываться на мнение
Запада. 这三个回复分别是针对对话另

一方的言外之意、心理或评价、提问原

因作出的反应，不属于对会话另一方话

语命题内容的解释，不属于本文的研究

范畴。

三、解释性言语行为的语义分类

根据科波泽娃与拉乌菲尔的分类，

我们可以将 ISA的俄语话语标记词归为

以下几种语义类型：

（1）内容等同的标记词：то есть,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等；

（2）进行概括的标记词：словом,
короче говоря等；

（3）说明被解释者的态式：по-
вашему, вы считаете等；

（4）说明解释者的态式：из всего
услышанного делаю вывод等；

（5）话轮与语境之间因果关系的标

记词：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так等；

（6）标记被解释话轮与其表示的意

义之间的符号关系：это означает等。

ISA是解释者对另一方的话轮进行

解释，一定会改变其形式。而任何的形

式改变都会引起所述内容的改变，因此

我们主要把解释划分为两类：1）明显改

变话轮客观内容的解释；2）保留客观内

容的解释，即仅改变主观的、评价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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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者减少不重要的信息。

科波泽娃与拉乌菲尔对改变含义

的 ISA和保留含义的 ISA这两大类进行

了详细划分，划分出了11个小类。其中，

解释者进行解释时，如果明显改变原话

轮的客观内容，那他要么是与第一说话

人处于同一概念层次，要么上移或下降

了第一说话人的概念层次。所以，改变

含义的 ISA可以划分为横向 ISA和纵向

ISA。其中横向类包含1）补充类，2）证实

类；纵向类包含3）总结类，4）具化类。而

保留含义的 ISA一般表现为同义、准同

义、评价转换这三大类。其中，同义类

ISA可分为：5）改变名称类；6）改变结构

类。准同义类 ISA可以是在信息内容层

面对会话对方的话语进行展开或缩减，

相应地分为7）展开类；8）缩减类。准同

义类 ISA也可以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对会

话对方的话语进行改变，即改变其主要

概念体系，即9）重新认识类。评价转换

针对的是第一话轮的表情评价方面，要

么是取消表情色彩和（或）评价色彩，即

10）缓和类，要么是增加表情性色彩和

（或）评价色彩，即11）突出类。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在实际的语料

中并没有遇到单纯只属于某一类型的

ISA。就如同在言语行为理论中会出现

阐述－宣告类言语行为，大多数 ISA也

是组合类型。所以，本文在为 ISA的某一

类型举例的时候，我们能使用的是该特

定类特征比其他类特征更明显的例子。

四、解释性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

条件

1.各类解释性言语行为共有的成功

实施条件

塞尔认为，“言语交际属于人类行

为科学的一部分，言语行为是人类交际

的基本单位，言语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

并受规则的制约。”（索振羽，2014：148）
塞尔区分了制约规则和构成规则，并重

点分析了确保许诺行为成功地、完满地

实施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并从中提

取出了四条语力显示手段的构成规则：

1）命题内容条件；2）预定条件；3）真诚

条件；4）本质条件。

基于塞尔的研究，我们将 ISA所有

类型所共有的成功实施条件总结如下

（会话另一方（第一说话人）——A；会话

另一方（第一说话人）说出的话轮——

U；解释者（第二话轮的发出者）——I；
解释者所说话轮的命题——P）：

a.命题内容条件

a1. 在实施 ISA的时候，I表达命题

P，P的内容是 I依靠常识（包含语言知

识）从U中推断出来的。

b.预定条件

b1. I有理由认为A在说出U时，A
所指的是P；

b2. 对于 I来说，A说出U时所指是

P这是不明显的。或者，I认为，对于会话

的旁听者来说，A说出U时所指是P这

是不明显的。

c. 真诚条件

c1. I相信A在说出U时，A所指的

是P。
d. 本质条件

Linguistics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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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该行为是 I的推测——A所说

的是P。
d2. P再次出现在 I和A的共同视

野内。

d3. 这个行为是 I试图获得A的肯

定或反驳——A说U时，A是否就是指

P。
2.改变含义类解释性言语行为的

成功实施条件

补充类 ISA（如例2）成功实施的条

件需要补充的是：

a2. P为U补充了新的符合实际的

信息。

b3. I认为，对与 I来说，U中包含的

信息数量明显不足。

b4. I认为，A明显不打算自己告知

足够的信息。

d4. 这个行为是 I试图在信息量方

面改善U。

例2:
-Магнитогорск-Закрытый город,

въезд иностранцам запрещен. Что КГБ
там делать? Ну нечего…

-Что же они-придумывали дела?
（同例1）

证实类 ISA（如例 3），与补充类相

比，还需补充以下条件：

a3. 命题是进行证实的命题。

例3:
-Помните, один из наших демок-

ратиче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назвал взятку зак-

о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дохода для чино-
вника.

-Это был наш бывший мэр?（同例

1）
总结类 ISA和具化类 ISA在共同

的成功实施条件之上还需作出补充：

a2. P与U处于不同概念层次。

b3. 对于 I来说，很明显，A对主题

进行分析的程度不适合该交际情景，

要么太具体，要么太抽象。

c2. I认为，P处于所需层次。

d4. 该行为是 I试图在抽象程度和

具体程度方面改善U。

例4：
-Да, я ещё раз могу процитировать

Жириновского «Если ты поступил
туда, не в фантики ты пошёл играть
туда». Интересно.

-То есть вы вcё-таки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можно как-то отделить, кто-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винился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俄罗斯俄语国家语料库НКРЯ）

例 4的第二话轮属于具化类 ISA，

解释者认为，在该语境中，另一方在表

述自己的态度时，引用了他人言语进

行了比较抽象地陈述。为了核对自己

的理解，解释者采用了更为具体的表

述对上一话轮进行解释。

3. 保留含义类解释性言语行为的

成功实施条件

保留含义类 ISA在共同的成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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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上需作出以下补充：

a1. P报道的真实信息也是U所报

道的。

d4. 该行为是 I试图在表述方式上

改善U。

此外，该类型的每一个子类也都

需要在共有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独特的

成功条件。

改变称名类 ISA 和改变结构类

ISA是同义类的子类，他们的成功条件

需要作出补充：

b3. 对于 I来说，很明显，A选择的

形式不够清晰，要么是因为称名不符

合，要么是因为句法结构不合适。

c2. I认为其所选的命题形式比A
所选的形式更清晰。

例5:
-мол, каждый, кто держит в рук-

ах «Огонек», держит могендовид.
- «Могендовид»- звезда Давида.

То есть шестиконечная звезда.（同例

1）
例 5属于改变称名类 ISA，解释者

（第二说话人）认为使用更让人理解的

“六芒星”来解释第一说话人使用的

“大卫王之星”更适合该会话语境。

属于准同义类的展开类 ISA和缩

减类 ISA的成功实施条件需要作出以

下补充：

b3. 对于 I来说，很明显，U在细节

程度上不让人满意：要么不够详尽，要

么太过详尽。

c2. I认为，添加相应细节（展开）

或删除多余细节（缩减）使得 U 更清

晰。

例6：
-Будьте ли вы уже сейчас полем-

изировать 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 ческ-
ой партией?

- Будем ли мы ставить палки в
колеса тем, кто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готов
бороться против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同

例1）
例 6的第二话轮属于展开类 ISA，

第二说话人（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

加入了非常重要的细节——社会民主

党的目的，以此揭示了第一说话人所

提问题的不合时宜以及第一说话人在

政治上不成熟。

例7:
–В Казани / человек / который с

нами очень долго работал / по имени
Андрей. Он / в общем-то / здесь живёт
и успеш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каким-то бизн-
есом.

–То есть вы как-то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с ним общаетесь?（同例4）

例 7的第二话轮属于删减类 ISA，
第二话人（解释者）在核对自己的理解

时对第一话轮的信息进行了删减，抓

取了其认为主要的信息进行核对。

重新认识类是属于准同类的另一

Linguistics 语言学

063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种 ISA，该类还需补充的成功实施条

件：

b3. I 认为，根据所处语境，很明

显，A使用了不相符的概念体系里的术

语来表述相关内容。

c2. I认为其在自己的话语中使用

的概念体系更符合语境。

例8：
-Чтобы преодоле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вести част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Вы хотит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
-ый путь для нас-капитализм.（同例1）

例 8属于重新认识类 ISA，在原话

轮中使用的是纯经济术语“私有制”，解

释者则使用了更符合语境的社会政治

术语“资本主义制度”来进行解释。

缓和类 ISA和突出类 ISA属于评价

转换类，其成功条件需要作出补充：

b3. 对于 I来说，很明显，U的表情

性程度不符合要求：要么表情性过多，

要么表情性方面不足。

c2. I认为自己所讲话语的表情性

程度更适合。

例9：
-Из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неясно, ост-

анутся ли профсоюзы местом труд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отставны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Если вы имеете в виду, что про-
фсоюзы до недав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лу-
жили «тихой гаванью» для парти-

йных кадров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или «портом приписки» доказавших
свою негодность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о я,
пожалуй, соглашусь.（同例1）

例 9的第二话轮属于突出类 ISA，

解释者认为第一话轮在表情性程度方

面不够，所以使用了“避风港”“登记

港”等表述来丰富会话内容的表情性。

五、解释性言语行为所在话轮的

结构

ISA同时具有阐述言语行为和提

问言语行为的特征，这在形式上体现

为：ISA要么是借助问句（最常使用），

要么是陈述句来表达。使用其中哪种

句式取决于解释者对自己解释正确性

的自信程度。

ISA可以是一个单独的话轮，也可

以是一个复杂话轮的组成部分。在一

个复杂话轮中，ISA会与其他言语行为

相结合。也就是说，在一个话轮中除了

解释，说话人还会施行其他意图：提出

问题，表达同意或不同意，阐述讨论的

问题，进行总结等。

除了简单的二元结构，在实际交

际中更多的会出现三元话轮结构，这

在学术活动类交际中尤为常见。在这

种话轮中，ISA和两个其他言语行为组

合在一起，ISA是实现总交际行为的交

际阶段之一，总交际行为一般是提问

或者是展开话题。

经过语料分析，我们发现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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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形式有两种：1）总的交际行为

为提问类。其结构形式为“ISA—展开

—提问”或“ISA—同意或不同意—提

问”（如例10，其中第一句为 ISA）；2）总
的交际行为为展开话题类。其结构形

式为：“ISA—同意或不同意—展开话

题”（如例 11）。ISA一般都是位于最前

面，是用作交际准备阶段，作为交际过

程的引子。ISA与否定评价组合的时

候，疑问与不同意的言语行为可能会

倒置，位于句尾。

例 10：Из вашего доклада я понял,
что вы считаете, будто общее настро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ростом умеренности и
радикалы не пользуют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Но из вашего списка пред-
почтений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условным
кандидатам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мэры и так
далее явствует, что <...> Как сочетать то
и другое?（同例4）

例 11：Первое: когда Вы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все четыре типа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вны,
я не могу с этим согласиться. В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доминиру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тип
социологии <…>（同例4）

六、结语

解释性言语行为反应的是对话一

方以显性形式对另一方的话语进行解

释的结构。我们对该言语行为进行了

语义分类，也描写了其独特的成功实

施条件。同时我们发现，在一个复杂的

多元话轮中，该言语行为往往是和其

他言语行为组合出现，这个事实表明

对话参与者的言语行为有高度的合作

性，对话参与者使用复杂的言语行为

组合以此保证相应交际过程最大程度

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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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早在 20世纪，教育戏剧在欧美等

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基础

教育中已经得到了应用和发展，相比

于这些地区英语教育戏剧的应用，我

国大陆的英语教育戏剧起步非常晚，

发展比较慢，但在近几年当中相关的

研究和文献在不断地增多，总体来看，

英语教育戏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杨

鸿雁，2014）。
英语教育戏剧法是符合我们课标

精神的一种方法，《义务教育英语课程

标准（2011年版）》（教育部，2012）中对

于学生英语能力层级的表诉:要求学生

能用英语表演短剧，能做到语音、语调

自然，语气恰当。这便给传统的英语教

学模式有了新的指引，要求教师突破

刻板教学束缚，强调课堂创新和高效。

此外，党和政府对中小学推进素

质教育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中，要求了学校和教师要引导

和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的课余生活，陶冶学生的生

活情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教育部，1999)所以英语

教育戏剧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理念。

二、英语教育戏剧

（一）英语教育戏剧是什么

英语教育戏剧是一种将戏剧元素

运用到课堂教学的一种方式，学生在

教师的引导下，用角色扮演、模仿、游

戏等方法进行英语学习，通过戏剧的

台词、歌曲、表演等戏剧元素，在创造

的英语情境中，熟练运用语言知识和

中国名著中国名著，，英语表达英语表达
——初中英语课外教育戏剧的实践探索

罗飞霞① 付莎莎②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赣 州 341000 中 国

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赣 州 341000 中 国

摘 要：教育戏剧以其独特的元素和效果给英语教学创造了无限的活力,给学生营造一种轻
松，愉快的真实英语环境，符合英语课程标准精神和中小学素质教育要求。通过中国名著的
经典剧改编，树立文化自信，可以促使学校提高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肩负起教育应担当
的文化责任，也有利于教师进行文化引导和熏陶，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还能提升学生的
英语表达能力，利用本土自身的优秀文化来培养和塑造学生的人格品质。
关键词：中国名著；教育戏剧；初中英语；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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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姚桂招，

2020）。
（二）英语教育戏剧入课堂的作用

对于学生来说，英语教育戏剧走入

英语课堂有利于学生各方面英语能力的

培养，该方法符合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

采用戏剧表演等方式学习语言则为学生

动口、动手、动脑、模仿和创造性的学习

语言提供了机会，也能够促进学生语言、

思维和情感同步发展，也符合该年龄段

青少年学习语言的规律，能够多方面地

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其次有利于促进学生情感态度，

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教育戏剧能有

效培养学生道德品质教育的方法，那

些经典的故事，能够使学生从中收获

勇气、同情、坚强还有对于善恶的区

分，以及思考一些道德层次的问题，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

最后有利于学生团结合作、相互

帮助、共同成长。戏剧表演离不开小组

合作，而团结合作能使得学生收获友

谊，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提高，促使

学生更加自信开朗，锻炼学生的沟通

能力，有利于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三）教材的选择

戏剧的教材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是十分丰富的，英语教育戏剧

主要有以下三种:课本剧、原创剧和经

典剧。三种教材各有各的优势。

课本剧。课本剧材料语言通俗易

懂，比较符合不同年龄层次的英语水

平需求，极具有改编性，有利于学生发

散思维，开动脑筋，进行故事汇编。

原创剧。原创剧则要求学生开动

脑筋，进行故事构思，角色定位，剧情

润色等等剧本原创，有利于学生创新

思维，积极动脑，提高创造能力，表达

能力和思考能力。

经典剧。经典剧则是经典的影视

故事，神话传说，名著小说等等耳熟能

详的经典作品，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分

为国内和国外两种，选取国内经典剧

进行改编，好处是首先这些故事学生

们都耳熟能详，其次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其中蕴含的内容题材十分丰富，例

如改编的《武松打虎》这经典的一幕被

搬上了实际的英语课堂，收获了极大

的成功。而国外经典剧则非常的原汁

原味，台词精炼，语言地道，有利于学

生体会国内外文化的差异性，开阔学

生视野，例如经典故事《灰姑娘》走进

课堂，也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对于我们广大师生来说，英语教

育戏剧剧本的选择虽然浩如烟海，但

我们要树立起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

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

念，扎根于优秀中华文化的土壤，树立

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用中华文化的人

文内涵去引导、教育我们的学生。选取

《武松打虎》这一经典剧进行改编，并

且获得巨大成功正提现出了中华文化

的强大生命力、影响力。

三、英语教育戏剧实践，以《武松

打虎》为例

（一）《武松打虎》简介

选取了国内经典剧《武松打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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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进行改编，故事主要有两幕，第一幕

描写了武松初到景阳冈附近的餐厅喝

酒吃肉，与店小二进行一番爆笑对话，

从小二中得知恶虎伤人，于是痛饮十

八碗酒之后上景阳冈打虎。第二幕主

要描写了武松到达景阳冈，与老虎周

旋，拍照麻痹老虎，最后在打斗中，老

虎被武松香港脚熏死，第二天武松因

伤害老虎而被警察抓走的故事。《武松

打虎》故事中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使

经典剧重新焕发活力，也令学生在欢

乐中学习英语，提高综合素质。

（二）实践操作

1.鉴赏剧情、揣摩角色

教师选取了《武松打虎》这个故事

进行具体的阐述，首先确定了排练《武

松打虎》的这一幕英文戏剧，带领学生

浏览了大概的剧情，疏通了其中的生

词，接下来梳理了一下主要剧情和人

物关系，采取提问的方式来促使学生

进行思考、分析角色，引导学生进入

“武松打虎”这一故事情境。例如，武松

在名著中是一位勇猛有力，足智多谋

的硬汉，所以故事中武松在初到食铺

时，他看到小二开了酒，面怒:"Open
the window please! Not the wine. I want
some Er Guo Tou! It's strong enough."可
以看出他是个性子急，且十分硬汉的

形象。在小二问他需要吃什么时，武松

回答说:"Ten pieces of pizza，please"，显
示出武松的饭量大，侧面反映出其力

大无穷，勇猛的气质。

由此可见，戏剧表演入课堂需要

教师做好引导作用，仔细斟酌选材，带

领学生疏理故事剧情，仔细揣摩人物

性格，同时也需要学生的配合，需要学

生积极动脑，开创思维，跟着教师仔细

品味剧本剧情和人物形象。

2. 分组合作，分派角色

在鉴赏剧情，揣摩角色之后，接下

来便是进行小组合作，分派角色，通过

组与组之间的对决，使得更多同学能

够分配到角色来进行表演。学生们可

以小组讨论，对故事进行改编，二次创

作，使得故事更加丰满和具有独创性，

这有利于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

力和创新能力。

“武松打虎”剧本中添加了许多新

颖的元素，使得故事在旧衣情节中换

上了时代新衣，学生兴趣浓厚，更易接

受和投入，例如明码标价的白兰地XO
要 1880 元，武松吃的不是牛肉而是

Pizza，老虎口吐人言且被武松的香港脚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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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死等等改编使得故事更加新颖生动。

这促使教师需要把控全场，明确指

令，教导学生相互合作、合理竞争，并积

极引导学生开创思维，丰富故事情节，使

人物形象丰满。学生们则需要勇于表达

自己，积极争取角色，大胆创新，开动思

维，发掘人物身上的特性，并且放大该特

性，促使戏剧更加具有“矛盾”性，并且要

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3.组织排练，语言输入

小组合作，分派角色后需要进行

语音、语调的模仿训练，丰富完剧本、

揣摩好角色后，需要把人物性格特质

与其外在表现联系在一起，例如人物

的语气、面部的表情、动作等等一一揣

摩进去，丰富角色形象，且排练时间更

宜放在课后，不过需要教师在课上提

前进行引导，攻克难题，促使学生提高

练习效率。

“武松打虎”中根据学生提供的总结

可以看出他们的练习状况:“对每一个动

作，每一句话语，每一个声调都是反复练

习”“一遍又一遍地完善”“每一个人都很

认真，对自己的角色负责，并且非常用心

地表演，努力把自己的角色演到最好，再

经过一次次地调整，最终才有了一场最

精彩的话剧”。概括起来就是学生要反复

模仿语音、语调，最后达到熟练背诵台

词，脱口而出的程度，用夸张的腔调、表

情和动作来诠释作品，在表演戏剧的情

境中高效学习英语、突破自我，快速成

长。对于教师来说，课后跟进必不可少，

要不断询问排练进度，并给出针对性地

指导，提高学生的练习效率，达到更好的

练习效果。

4.分组演出，语言输出

不断重复，不断调整，学生们团结

协作的练习最终需要呈现出来，“武松

打虎”在多媒体教室举行，多媒体设施

齐全，尽可能营造戏剧舞台效果，为了

使观众能更投入戏剧中，需要学生提

前准备道具，妆发。在实际演出中，由

于学生二次创作的缘故，每一组的表

演极具独特性，精彩纷呈。

例如饰演老虎的学生时而聪明，

时而呆萌，时而狡诈，时而搞笑。有些

组的剧本改编也非常优秀，学生的表

演极其生动夸张，极富张力和感染力。

通过学生的不断重复排练，使得一些

地道的口语表达能够被学生所熟知、

运用，令他们印象深刻，语言的输入和

输出达到了高效的程度。

戏剧演出需要教师尽可能地创造

戏剧表演的环境，协同学生一起进行

表演前的彩排，保障演出最后顺利进

行，并且在每一环节都给予适当的鼓

励。同时也需要学生团结一致，共同配

合，做好充分的表演准备，包括突发事

件的准备，服装道具的准备等。

5.表演评价，反思总结

表演完之后的点评非常重要，既

需要及时对学生的表演给予肯定和表

扬，又需要教师针对表演提供客观的

评价和建议，除此之外，让学生在戏剧

中积累英语表达的单词、句子，提高口

语表诉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既肯定

学生在戏剧表演中的突出表现，也要

鼓励学生运用戏剧思维去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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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悟生活，从学习和生活中发现乐趣。

此外，不仅仅需要教师的评价，还

需要学生对学生、学生自我的反思和

评价。学生间的相互评价，有利于增进

学生情谊，加强班级凝聚力，也有利于

学生不断地动脑反思，在别人身上发

现闪光点，并提出自己的思考，提高学

生的表达能力。

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后要进行小

结，做自我反馈，从自我反馈来看，学

生们在戏剧表演中收获了很多，也成

长了很多，“原来英语的学习不止有

声，还能有影，同时可以有台下同学们

的欢声笑语。是这个角色让我明白了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挑战自我”、

“团队每一位成员为这次表演所付出

的汗水化为累累硕果，彰显了团队合

作的力量，舞台表演的难得机会让人

在观众的掌声、同伴的鼓励下找到自

信，拉进同学之间的关系。这次的话剧

表演也是我学习到了许多英语口语知

识、熟语，让理论知识得以付诸实践，

让英语学习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四、结语

戏剧教学法以其独特的魅力正逐

渐风靡起来，在我国戏剧教学法还有

待发展。学校积极推动教师广泛深入

地开展英语戏剧教，有利于结合校本

实际，凸显地域特色，创造性地优化英

语教学（姚桂招，2020）。教师要转变思

维，积极攻克难题，用包容和尝试的心

态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高效课堂，怎

样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地位。学

生能够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在戏剧情境

和戏剧表演中学到英语，获得成功的

体验，而这种体验又促使他们不断地

学习英语，在学习中收获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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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进

行教育、教学工作，处理各种关系应遵

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郭齐家，

2018：188)。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道”

与“德”常分开使用，可追溯到老子《道

德经》一书，如“道生之，德畜之”，也可

见于儒家言论，如“志于道，据于德”

（黄济，2008）。因此，在传统文化中

“道”与“德”主要指自然客观规律之

意，也有道德行为准则之说。师者，人

之模范也，师德师风水平是决定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当前，

由于农村外语教学的特殊性和教育信

息化的紧迫性，农村学校外语教师师

德建设正面临新挑战。

一、新时期农村学校外语教师师

德建设的挑战

1.时代背景：教育信息化的紧迫性

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智能时代、

人机协同、共创分享等理念对教育领

域影响颇深，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及组

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人类

教育已迈进教育 4.0时代，建立面向未

来的新型学校因时而生，呼吁着教育

的大变革和培养时代新人的需求。教

师是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不

仅要给学生传授先进的科技知识，也

要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

想观念，使学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坚定人生信念。因此，加快农村教师师

德建设，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是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2.现实问题：农村外语教学的特殊

性

外语有效教学要求教师遵循“输

入—内化—输出”的语言学习规律，尊

重个体差异，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学

习时间和开阔的语言环境，充分激发

学习者的动机兴趣。然而农村落后的

学习条件增加了外语教学的难度。当

前农村外语学习资源匮乏，外语教师

队伍素质不高，教师工资待遇普遍较

文化自信背景下农村外语教师师德建设探索文化自信背景下农村外语教师师德建设探索
姚桂招① 程 丽②

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赣 州 341000 中 国

摘 要：教师素质,师德为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农村外语教学的特殊性给农村外语
教师师德建设带来了新挑战。以儒家“仁爱”、道家“自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师德观既能增
强文化自信，又可指导新时期农村外语教师师德建设。
关键词：师德建设；农村外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

①姚桂招，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小学英语教学和外语教师教育

②程 丽，女，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8年）规划项目“新时代传统文化视域下农村中学外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8JY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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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时农村留守儿童较多，他们在外

语学习过程中缺乏父母监督，容易伴

随产生不良学习习惯及方法，导致外

语学习情绪不高，这都易使教师产生

职业倦怠问题和师德偏离行为。因此，

如何结合农村实际有效构建农村外语

教师师德成为新时期的新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德观

文化自信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有

力支撑。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

程，儒道两家中不少代表人物都表达

了自己对师德的见解，展现了古代教

育家的独特智慧，对后世教师职业道

德发展和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具有重要

启示。在中国最早对教师提出要求和

原则的是《礼记·文化世子》一书，即

“师也者，教之事而喻诸德者也”（张梦

婷，2016）。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

相互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儒家“仁爱”

和道家“自然”的特色师德观，其蕴藏

的深刻内涵和精神要求对新时期的师

德建设和教育实践有重要意义。

1.儒之“仁爱”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代儒家

代表人物在总结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展

开了对师德的论述，为传统师德文化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核心是“仁爱”

思想，孔子将“仁”作为教师师德的第

一要求（张珊，2016：246）。总的来说，

儒家的师德观主要如下：

第一，以身示教，关爱学生。《论

语·子路》中强调教师自身德行端正的

表率作用，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对此韩愈也认为教

师要“以身立教”，率先垂范，身体力

行。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是人生的一种快乐，可见他对学生的

珍视和热爱。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

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戚万学等，2019：6）。第二，无

隐无私，严慈相济。孔子一方面对弟子

要求严格，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

焉，能勿诲乎。”另一方面又襟怀坦白，

保持民主作风。他曾提出“子绝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即禁止主观臆

测、武断绝对、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

第三，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荀子“青，

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

水”的论断更鼓励学生勇于超越老师。

孔子提倡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和个性

特点选择适合的教育方法。第四，省察

克己，知行合一。王阳明在《传习录》中

提出“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

学说，这在师德中表现为善于反省，严

于律己。同时，他主张知行合一促进道

德修养和道德实践。

2.道之“自然”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提出的

许多思想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其核心思想是“自然”“无为”。作为老

聃的传世佳作，《道德经》也蕴含了以

“道”为中心的师德观，老子认为为人

师表的首要任务在于能自觉地“体

道”。道家的师德观主要有以下内涵：

第一，自然本性，以和为贵。庄子

认为师者要坚守自然本性，避免“人为

物役”，应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

敖倪于万物”的精神境界，要“行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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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让学习者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

相亲相得。第二，尊重差异，见素抱朴。

道家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即

差异性和多样性是自然客观规律，应

“兼覆而并之”，教师尊重学生个体差

异，实施个性化教学。同时要保持纯洁

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保护学生

的真善美的本性。第三，天道无亲，万

物平等。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此处仁应该是平等的

爱）”的表述中可以体悟到师生关系的

平等性，即老师对学生的爱不应因学

生差异、外界环境以及自身情绪而改

变；第四，以慈育人，利物不争。“慈”是

老子的三宝之一，在师德上表现为师

爱，“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
教师在投身教育事业时要无私地奉

献。从“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水性中，我

们也可以体会到师德的无私性,教师的

最大的回报就在于教学实践中的“成

其私”，通过“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三、启示

尽管各个时代及不同学派对教师

具体道德要求不尽相同，但经过不断

丰富、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师德传统。第一，提倡全面的

道德要求。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出

发，历朝历代从言、行、德、形等角度对

教师提出综合要求，要求教师德智、身

心、言行统一。第二，积极入世的价值

取向。中国传统师德文化强调以“出

世”的精神来建立“入世”的伟业。教师

不仅要有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也要

有干事创业的责任担当。第三，强调内

省自律。传统师德强调教师的内在修

养和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主张教

师要“洁身”“立身”，努力达到“为师为

圣”的境界。第四，注重人文精神培育。

传统师德坚持德教为先，注重教师人

文精神的引领作用。教师既要关注国

家大事，阅历丰富，又能付诸实践教育

学生。第五，强调最高境界引领。传统

师德极力推崇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教师的品格、道德、能力等方面都试

图描述最高境界进行价值引领。

民族振兴，贵在教育；教育兴衰，

系于教师。因此，为了全面推进农村外

语教育事业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就必

须发挥政府、学校、教师的合力作用，

汲取传统师德文化的营养，加强对农

村外语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

1.政府：重视师德的作用及影响，

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

吸收儒家的“仁爱”思想，全方位

引领全社会成员尊师爱师。首先，加强

农村学校教师师德建设，通过抓典型、

以点带面的方式提高教师师德水平。

全国广大农村外语教师大力弘扬高尚

师德，既能抵制社会的不正之风，又能

用教师的良知去赢得社会的尊重（林

崇德，2014：46）。具体而言，通过评选

农村教师先进个人等活动彰显教师对

农村教育事业的作用，并利用媒体加

以宣传，树立农村教师的良好形象。其

次，适当提高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使

广大农村外语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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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提高农村外语教师的基本工资，根

据其工作年限档次发放工资奖励，并

建立完善绩效工资机制，将薪酬与学

生成绩及评价、师德表现、科研创新等

业绩水平挂钩。最后，加强对农村外语

教师的心理引导。设立心理健康咨询

机构，定期考察教师的心理状况，缓解

教师精神压力和职业倦怠情绪，促进

农村外语教师的身心和谐发展。

2.学校：建立合理的师德机制，融

合最高引领与底线思维

领会道家的“自然”内涵，遵循师

德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多重机制。第

一，建立健全师德培训制度。把好教师

职业入口关，在招聘教师时严格考察

其师德水平。利用网络师德学习资源，

连通线上线下空间，搭建“师德建设学

习讨论区”，以师德建设为核心构建贯

穿农村外语教师职前培养、职业准入、

职后培训三位一体的立体多维培训模

式。第二，完善农村教师师德考评机

制。在考评内容中加入教师职业道德

水平、同学生和家长的交流与反思等；

在考评主体中纳入管理者、教师、学

生、家长等多元主体，唤起农村民众对

农村外语教师的深度认可。第三，建立

师德监督和惩戒机制。定期考核教师

的师德行为表现，运用现代网络媒体

拓宽农村教师师德建设渠道并开展社

会舆论监督，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

制度，落实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最

终培育农村外语教师发展的优良土

壤，将底线思维与师德建设最高引领

有效融合。

3.教师：培育深厚的人文情怀，积

极内省加强道德修养

融合儒道两家的“奉献”精神，积

极内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第一，及时

更新教学观念，落实“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实践。要严格要求自己，潜心钻

研教学工作，掌握语言学习和外语教

学的规律，树立爱岗敬业的理想信念，

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己任。第二，以

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道德典范。以

渊博的学识引导学生、以宽阔的胸怀

关爱学生、以亲和的态度对待学生、以

高尚的品格感染学生，促使学生能够

亲师、信道、乐学。第三，注重自我学习

和自我反思。积极参与先进典型的讨

论会与座谈会，主动与学生、同行、家

长、领导等交流。通过不断反思找出自

身不足，尝试创新师德理论知识，并在

实践中加以检验，从而形成独特的人

格魅力，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第四，要

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培养自身素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形

成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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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actAbstraact】】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primary factor of teacher quality.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r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moralit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rural are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er's morality, with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and nature in Taoism as the core, can not only enhance cultural confi-

dence, but als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teacher's morality in rur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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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全国掀起的在线教学

大潮，既是对传统线下教学思路与模

式的挑战，也是对教育创新与改革的

机遇。近半年的线上教学实践证明，

全国高校的在线教学不仅是应对疫

情的权宜之计，更是一场长期的教学

革命，是重塑未来教学生态的“加速

器”。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

节，而在线课程建设是推动课程教学

改革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加速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使教育迈

向“互联网+”新常态，也是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的必然之路。在后疫情时

期，大学英语教学应处理好人才培养

需求与学生个人成长需求、工具性与

人文性、通用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等关系，从而在

大变局中推进教学改革，保证在线学

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培

养兼具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

家国情怀的外语人才，实现教育强国

与人才强国。

一、在线课程异步教，课堂同步学

该模式的特点是教与学并重，充

分利用线上课程的开放特点，打破传

统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语言学习的

限制，充分发挥移动微平台随时化碎

片化的教学优势，保障听说读写译训

练的任务课上课下不间断。通过在线

翻转教学，实现了在线课程异步教、课

堂同步学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新模

式。大学英语线上课程以超星“学习

后疫情时期大学英语混合式后疫情时期大学英语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创新初探教学模式的创新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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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平台和外研社“U校园智慧教学云

平台”为载体，以多模态立体化资源丰

富教学设计，通过在线项目写作、单词

本学习、跟读模仿、交互式文本、视频

微课等，从语言输入到应用产出，助力

探究式自主学习或混合式学习（吕丽

珊, 2018: 62）。
为增强混合式教学的效果，关键

还在于建立学习共同体和开展合作式

学习。教师精心设计在线教学与测评

流程，形成“自主学习+集中学习”教

学模式及“碎片化学习+测试+答疑”

在线测评模式，在培养学生个人能力

的同时保证了学习效果。通过让学生

们实现个性化、移动化、碎片化的自主

学习模式，将教师从课堂传授语言基

本知识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同时还要

充分发挥线下课堂教学的直接性优

势，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组织、管理和

监督职能，加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

提高他们参与高阶性、挑战性学习活

动的积极性，确保学生完成创新性学

习任务的质量，从而实现线上教学难

以完成的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的培

养。

为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建议适

当增加网络学习分值，达成有效的在

线自主学习活用网络资源及平台、强

化外语思维、注重学生自主学习，以智

慧手段改革教学，以项目、任务驱动学

习效果，提升核心素养；同时借助专业

赛事、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构建沟通环

境，推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持续创新。

二、建设大学英语“金课”，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

线上教学的大规模开展，促使教

师们改变教学观念和方式，更加注重

混合式教学，通过对传统教学模式进

行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线上教学与线

下课堂各自的优势。线上学习使学生

们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和学习需求从在

线开放课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

容，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并自主完成学

习任务，既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又培养了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线下课堂则能充分发挥教师对课

堂教学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作用，通过

面对面的师生互动和同伴合作充分实

现外语教育中的各种关键能力培养。

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高质量大学

英语课程，为不同水平层级的英语学

习者建立“混合式”学习模式，一方面

要加强课程模块建设，重视以学生学

习成果为导向，通过强化课程建设、提

升课程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要通过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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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听说读写活动，使英语学习与思辨

学习融为一体，同步提高英语能力与

思辨能力。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创造自

由探究的机会，设计训练学生高阶思

维能力的语言教学活动，实现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

作为一种教学理念，思辨英语教

学强调思辨能力与语言能力相互作

用、协同发展。高级语言能力即高级思

辨能力，高级思辨能力即高级语言能

力。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

要将阐述、分析、评价、推理等具体的

思辨能力融入语言技能提高训练的教

学活动中（张迅，2020：53）。在语言教

学中，以培养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为

教学目标，以跨文化外语课程建设为

抓手，可以更好地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服务一流人才培

养。

三、探索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

英语线上教学模式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
ed Approach）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

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文秋芳教授带

领的教学与研究团队创建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该理论原型为

“输出驱动假设”，历经十余年的发展，

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受到外

语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多

所高校付诸实践，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文秋芳, 2017: 349）。

该模式强调互动真实性和有效

性，通过合理配置超星平台、U校园平

台、教材配套移动学习端及其他即时

通讯工具，有效促成线上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发挥学生内在能动性，提升教

学效果。基于产出导向教育理念的大

学英语教学课程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

每次课所要达到的学习效果，即章节

内容、重点和难点、课堂教学方法或活

动等都必须与预期学习成果明确对

应。教师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学生

的输出提供有针对性的输入，以促成

输出任务的完成。该模式包含教师布

置产出任务、学生自学促成、教师指导

促成、小组促成、个人产出和评价六个

阶段，在驱动、促成和评价形成若干循

环的同时兼顾“促成”的多样性（文秋

芳, 2019: 350）；该模式还实现了翻转

课堂，通过讨论、协作和对话等教学方

式使学生在较轻松的氛围内提升学习

兴趣，使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有利

于其吸收和深入理解知识。

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学生不仅可

以学习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还可

以教师和其他同学对其进行改正和评

价自己上传做完的作业、课后习题等。

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做好汇总问题，并

予以合理引导，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重

点讲解。例如，教师可以通过云管理、

云讨论、云实践的模式进行。先“化整

为零”将班级学生分组，教师加入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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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讨论群，有针对性地指导各小组的

作品创作。同时又以“化零为整”的方

式将各组讨论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和

好的思路发到班级群聊中进行指导和

分享。教师通过参与每个小组的指导

与讨论，并将每组的修改意见发到群

里，既敦促了学生自律，又让大家共同

分享他人的每一次进步成果，使学习

实践真正变成了自愿、自觉和自律的

行为。

四、坚持“立德树人”，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

作为时代之需，思政育人已成为

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课程思政

已进入推进落实的重要阶段。培养能

够弘扬优秀文化、具有时代精神的外

语人才是课程思政的内涵。大学英语

课程因其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特性，

对思政教学有重大意义。大学英语教

师应深入挖掘各单元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将课程思政全面渗入日常教学，形

成课堂内外有机融合，全面落实教书

育人同向同行。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

时，创设思政语境、增加思政例句，进

行文化对比剖析培养学生的思辨能

力，增强文化自信。

以大学英语读写课为例，教师应

围绕读写教程单元主题及核心语言

点，聚焦时代发展、国际形势、中国动

态，以思政视角全新切入。例如，基于

读写教程的单元主题，可以通过对习

近平治国理政金句、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内容的

解读，通过语境构建、内容拓展、讲授、

鉴赏、操练、思辨全流程设计，传递新

时代信息，弘扬中华文化精髓，对学生

进行文化素养培育和价值观塑造，实

现语言应用能力、文化领悟与思维视

野协同发展。教师可以根据思政切入

点，在学习通上对学生进行分组，制定

小组长或有学生自荐小组长，指导各

小组进行成员分工、框架设计、脚本撰

写、资料查询、PPT制作等环节，确保每

个同学都发挥他们个性化的作用并找

到自己对团队的贡献价值。在此过程

中，小组长承担了重要角色，他们能根

据组员的特点和强项分配任务，这也

很好锻炼了组长的管理协调能力。加

之每个作品都是组内全员参与，这既

激发了大家参与的热情，又加强了学

生的团结合作、赏识教育和人文情怀。

需要注意的是，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建设必须充分结合课程特点与教学

规律，融入到具体教学实践中。思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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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设计不能脱离读写教材教学内

容，而要围绕日常教学实践进行拓展

与补充。教师应从知识传授、价值引

领、能力提升三方面入手，将课程思政

融入主题、融入语言、融入现实，形成

“一点三面”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同

时，通过打通课堂内外、校内校外，融

通线上线下，实现大学外语思政育人

空间与时间的双向拓展。在实践过程

中，教师也实现了思政教学理念、能

力、知识等的全面提升。

“互联网+”时代的混合式教学是

新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和必然要求，是

一种人才培养理念和路径，不是简单

的学习方式的组合，而是教学模式的

根本变革与再设计。高校教师应当抓

住机遇、主动求变，积极推进由“学习

革命”向“质量革命”转变。创新式教学

既符合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

高等院校的教育理念，也满足了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的总体发展趋势。另一

方面，混合式教学在育人理念和目标

等宏观层面与课程思政高度契合。因

此，教师应转变传统的外语教学人才

培养和外语教学理念，创设并持续优

化学习共同体，坚持立德树人、润物无

声，将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有机结

合，推进大学英语教改革与创新，培养

有格局、有视野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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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actAbstraact】】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ode has

brought new experience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university teachers. With the

deepening and normaliz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teachers have been reflecting on the in-

novation of teaching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use online

teaching to promote teaching reform and implement the 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realize student-centered blended tea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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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可行

性

根据 2016年 12月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和 2017年 12月教育部

《高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2017)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各类课

程要以“课程思政”为目标进行课堂教

学改革，统筹推进课程育人。“课程思

政”是全新的教育理念，以构建全员、

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以

“立德树人”为教育根本任务，形成协

同效应。

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17），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

人文性双重性质，其中人文性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

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这一性质与

“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本质相同。英

语课具有话题丰富、题材多样的特点，

可以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

等不同主题挖掘其丰富的人文内涵，

将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外交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将国

际视野、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人格养

成等教育内容润物无声地融入语言教

学。

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为

全国高校外语教师搭建了一个交流新

思想、新理念与新方法的学习平台，

“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

设计”的赛题为教师团队协作共建、集

““课程思政课程思政””引领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引领语言与育人融合的
大学英语教学设计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以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参赛课为例
赵金宇① 张 锐② 庞援婷③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长 春 130012 中 国

摘 要：在重视“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教学团队通过参赛对大学英语思政进行了探索和
实践。本文以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学英语组参赛课为例，从教学目标设定、任务过程
设计、教学内容呈现、评价方式等方面介绍了“课程思政”引领下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大学英语
教学设计与制作思路，以期为参赛实践者提供借鉴，为大学英语常态化教学提供参考，为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外语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寓德于课、寓德于教探索可行的
路径。
关键词：“教学之星”大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①赵金宇，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②张 锐，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篇

③庞援婷，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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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研、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与价值理

念搭建了一个展示平台，共同探索语

言与育人融合的有效途径。

二、参赛课语言与育人融合的教

学设计

课程的授课对象是非英语专业大

一A班学生，通过入学测试发现学生

英语基础良好，属于中高级语言学习

者。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德育为首、

知识为基、能力为主、文化为髓，培养

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坚定文化自信。

下面将以本团队参赛课为例，详述教

学设计方案。

1. 教学目标

《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

一册第十单元的主题是“Environmen⁃
tal Matters”，教学浅层目标是理解、识

记与环境和生态住宅相关的表达方

式，深层目标是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知

识，较为地道、流畅地对环境相关内容

进行展示。通过教师的引领，让学生按

照提出问题（环境问题），分析问题（人

类破坏环境的活动以及为什么要保护

环境），解决问题（环保举措）的总思

路，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最

终通过小组合作，为6月5日世界环境

日设计制作海报，实现对学生环保理

念和环保意识的价值引领。

2. 教学内容

因参赛展示时间为 15分钟，单元

中 Listening in 被选作教学展示的部

分，内容如下：（见图1）
3. 设计理念：

团 队 围 绕“Environmental Mat⁃
ters”主题，响应建设“金课”的号召，紧

紧围绕“两性一度”原则——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度来设计课程，并遵循文

秋芳教授创立的产出导向法(Produc⁃
tion- oriented Approach) (2015)，以“产

出导向，学用一体”以及协作学习（Col⁃
laborative Learning）为原则设计教学活

动，并以BOPPPS教学模式为参考设计

教学环节。

BOPPPS（Bridge-in，Objective，Pre-
assessment，Participatory Learning，Post-
assessment，Summary）起源于加拿大，目

图1 课程资料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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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被多个国家引入推广，因其可操

作性强，教学效果显著而受到广泛好

评（宋欢，2018）。BOPPPS强调学生的

广泛参与，是一种注重教学互动和反

馈的教学模式，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4. 教学步骤：

基于 BOPPPS设计整合后的具体

教学步骤如图：

图2 具体教学步骤

下 文 详 细 介 绍 其 中 隐 含 的

BOPPPS教学模式。

（1）导入(Bridge-in) :
课前分享视频资源并布置学生观

看。其一是TED演讲，旨在引起学生对

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思考；其二是

与主题 eco-house 相关的视频（见图

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提

问引起对生态住宅及其特征的思考。

（2）学习目标(Objective):
要求学生掌握描述环境问题和生

态住宅的表达方式；识别听力技巧，如

连读、不完全爆破等，并在配音作业中

练习使用；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增强

环保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最终产品

输出是小组合作为世界环境日制作海

报并做口语展示。

（3）前测(Pre-assessment) :

课程前一天在学习通发布问卷任

务，即观看视频后用英语表述环境问

题及生态住宅的特点，回收问卷，生成

关键词词云，分析前测结果，做好教学

准备。

（4）参 与 式 学 习 (Participatory
Learning) :

通过教学互动过程，有效加深学

生对知识与技能的内化。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1）知识回顾

通过图片展示，引入环保问题和

生态房特征，并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

原因是人类活动破坏的结果。此环节

对应图 2 Starting point，目的是检查学

生前测效果。

2）教学重点

听前预测、泛听后对话题进行排

序以检验学生对大意的理解；进一步

精听关注细节，通过填空进行语言与

文化输入；结合听力原文及电影《后

天》中的相关语料进行听读技巧讲解

及训练，加深学生对听力技巧及环保

主题的理解。此环节对应图2的Listen⁃
ing in 和Authentic listening skills。

3）课程思政

解决问题是课程的最终落脚点。

教师介绍“地球一小时”启发学生头脑

风暴思考其它环保措施，并提出节能

减排、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减少使用

一次性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

具体措施。教师适时引入环保的 3R
（Reduce,Reuse,Recycle）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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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中根植

的理念已为生态问题提供启示：如老

子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顺应

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

园等。最后从环保联系到新冠肺炎疫

情，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世界各

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上升到“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高度！此环节对应图 2 的

Exploration。
（5）后测(Post-assessment) :
结合本课的听说技巧和主题布置

两项任务：（见图3）
教师布置作业时，特别选取迈克

尔·杰克逊的 Earth Song(地球之歌)作
为背景音乐，一是通过歌曲呼吁同学

们保护自然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二是根据克拉申二语习得的情感过滤

假说，此方式可以缓解接收任务时的

焦虑情绪。此环节对应图 2的 Assign⁃

ment。
（6）总结（Summary）
教师总结本节重点内容。教学步

骤的实施促成了教学目标的达成，教

学活动设计也符合产出导向法(POA)
的设计理念，为达成教学目标，教师为

学生提供支架，遵循“输出驱动-输入

促成-产出评价”的教学流程(文秋芳，

2015)，小组成员协作学习（CL）输出产

品完成最终目标。

5. 教学评价

基于动态评价理论 (韩宝成，

2009)，结合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分解

为课前网络自主学习；课堂互动内化；

课后自评、同伴或组间互评结合老师

的评价反馈；以项目为驱动提炼升华

四个环节，将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促使教学和评价有机融合。充分利用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运用“干预式”和

“互动式”两种动态评价模式，实现对

学生个体认知策略培训和学习潜能的

图3 任务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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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

三、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路径

探索

外语课融入思政元素具有自身优

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本文将进一步

探讨集“教师、学生、课堂、课外”四个

维度为一体的外语类“课程思政”建设

的可行路径（卢军坪，2019）。
1. 教师——“课程思政”的领航人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关键在教

师，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尊

重文化多样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避

免盲目崇拜异国文化。要善于利用教

材，挖掘思政元素，结合时事动态创新

教学内容，以听、说、读、写、译的不同

方式将“思政”和课程有机融合起来，

达到隐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目的。同时还要加强团队合作，如集体

创建“中国元素”资源库；外语教师和

思政课教师搭建教学团队；以党建为

引领，优秀党员教师建设示范课等。团

队成员通过协同合作形成实践共同

体，使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获得提升。

2. 学生——“课程思政”的核心对

象

在传统思政课上,学生们经常认为

内容枯燥无聊,但当思政内容出现在外

语课上,多数学生反应积极，认为既能

学习英语，又能了解中国文化和时事。

以英语为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

生的价值取向，提升用英语讲中国故

事的能力，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文化自

信。

3. 课堂——“课程思政”的有效载

体

教师要优化教学设计，以多样化

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适时引导

而不是生硬说教。如：学生课前演讲选

取与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有关

的题材进行展示；结合时政热点，如结

合疫情，浅谈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感想，

更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引导学生用思维导图作中西文化

比较，如“美国梦”主题单元，用导图对

比“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异同，还可

以做“中国梦”的段落翻译练习；在讲

解英语单词时，适时引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应的英文表达。总之，可根

据教学实际灵活开展，完成语言技能

教学目标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引导

学生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从而使

思政教育的效用最大化。

4. 课外——“课程思政”的隐性延

伸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可借助优

质网络资源，如 MOOC、TED、China
Daily网站、App和公众号等拓展思政

教育渠道；可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文版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等资源中

补充语言教学素材；可精选与课程主

题相关的静态资源(文字图片)和动态

资源（音视频）等多模态思政元素，并

与多样化的教学形式相结合。

四、结语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是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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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

设计”的赛题与重视“课程思政”建设

的理念同向同行。虽然大赛是选手们

教学精华的凝练，但经过精心打磨的

参赛课能充分体现参赛选手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水平，对于推进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促进教师共同成长具有借鉴

意义。本文通过总结参赛教学设计，进

一步探索了贯穿教学全过程，以“教

师、学生、课堂、课外”为一体的“课程

思政”的可行性路径，期望为推进高校

英语“课程思政”常态化教学改革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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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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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Team Participation in FLTRP Star Teacher Contes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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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actAbstraact】】With the emphasis on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he team conducted som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it for the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participating course in

FLTRP Star Teacher Contest, this paper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design of College Eng-

lish Teaching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display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eaching

goals, task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assessment, 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contestant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n top of that,

this paper explores feasible methods for combina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with teaching

process,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and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a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KeywordsKeywords】】Star Teacher Contest;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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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2015.构建“产出导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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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阿曼德·福克斯教授首次提出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作为小规

模、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线上课程，将

MOOC教学资源如微视频、学习资料、

训练与测验、机器自动评分、站内论坛

等应用到小规模的实体校园(不限于校

内)的一种课程教育模式，实质是将优质

MOOC课程资源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借以翻转教学流程，变革教学结构，提

升教学质量（贺斌 曹阳，2015：23）。

SPOC在外语教学领域日益受到重视，

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是实现外语

高效学习的有效途径（陈坚林，2015:4）。
SPOC模式下，基础知识的学习迁移到

课前线上展开，课上翻转教学，学生知

识内化，课后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指

导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巩固知识，混合

式教学是传统课堂与线上学习的有机

融合，二者优势互补，提升教学效果。

SPOC在国家层面也受到高度重

视。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中要求“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利用信息

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

用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

优质数字资源”。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将“以

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从提升师

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

息素养转变”。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不仅

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生态体系，也将重新

定义教师的能力素养和职业要求。高校

外语教师应如何响应国家号召，助力国

家信息现代化？信息素养的培养无疑是

重中之重。

二、信息素养的内涵与结构

1.信息素养的内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一

词最早产生于图书情报界，由美国前信

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SPOC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研究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研究
李 丹①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25 中 国

摘 要：教育信息化对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本文运用逻辑
分析的方法，探讨国内外信息素养发展不同阶段的内涵演变、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
素养新内涵及提升策略，以期为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借鉴，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助力国家教育信息化。
关键词：SPOC; 信息素养；教育信息化

①李 丹，女，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西方文论及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研究”（项目编号：XJ⁃
GY2020049）；哈尔滨师范大学“体验商务英语”第二轮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试点项目（项目编号：HJG20190009）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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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kowski）于1974年提出，是一个跨学

科、多维度、具有发展性的概念。主要关

注以图书情报为基础的信息检索能力。

国外学者从信息素养的定义、在线信息

素养教育、嵌入式教育、课程整合式教

育、信息共享空间和学科服务等角度展

开研究。国内信息素养研究起步较晚，

始于商业领域，研究领域和视角对国外

有所借鉴。1995年前后教育界开始对信

息素养展开研究，金国庆首次提出了

“信息素养教育”模型。（金国庆，1995：
54）2003年以来发文量逐年增多，2017
年达到峰值。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

机和网路的普及，信息素养更为注重通

过二者检索、评估、处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21世纪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素

养更加关注“能力和方法的数据素养，

媒介素养等元素，强调利用信息创造新

知识，注重信息交流的能力和解决问题

能力”。（Mackey & Jacobson，2011：72）
2.内涵辨析

信息素养的提出至今已有40余年，

各领域衍生出了诸如信息技术素养、媒

介素养、数字能力、信息胜任力、数字素

养、互联网素养，它们在概念和结构上

高度重合、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用数字能力 ( Digital Com⁃
petence) 囊括上述各种素养，认为“数字

能力指能够通过数字设备和网络技术，

安全、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集成、交

流、评估和创建信息，以参与经济和社

会生活。它包括各种素养，即计算机素

养、信息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素

养”。（布朗，2018：45）本文沿用我国教

育部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所使用

的信息素养这一表述。

3.信息素养的结构

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素养这一术

语尚无统一、标准的定义，但大部分学

者认同信息素养由信息知识、信息意

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组成。信息素

养作为每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指

人们获取、分析、加工和应用信息的能

力，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对信息时所体

现出的综合素养；是传统文化素养的现

代延申，包括自觉寻求和应用信息的意

识、获取分析和评估共享信息的知识、

高效辨别和重组信息的能力，自觉遵守

信息道德伦理，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

社会责任感。

三、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的

信息素养

我国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起步较

晚，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距离发达国

家的普及程度还有一定差距，信息素养

教育的培养侧重于技术层面，大多是针

对高校图书馆馆员展开的，还没有出台

相应的信息素养培养标准和评价体系，

大学阶段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是通过

文献信息检索课展开的，与课程思政类

似，绝大部分教师的信息素养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上的总

体教学导向还比较传统（罗陆慧英，

2010：89）。这大大地限制了 SPOC在教

学中的应用和推广的效果，不利于国家

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作为跨

文化沟通的使者，高校外语教师必须转

变角色，加强自身的信息素养，具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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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的信息意识、扎实的信息知识、过硬

的信息能力和高尚的信息道德，四者相

辅相成、相互依存。

1.敏锐的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先导。信息意识是人们

在信息活动中产生的认识、观念和需求

的总和（余胜泉，2004：45）。SPOC模式

下，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意识包括其对

网络信息的敏感性、主动学习信息技

术、对信息技术教学的应用意识等。具

备良好的信息意识，树立现代教育信息

观，对于优化教学过程、培养创新型人

才意义重大。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自觉地充实教学内容；利用信息技术创

新教学模式；对教学资源的选用、教学

过程、教学效果、教学评价模式评估与

反思，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

2.扎实的信息知识

信息知识是基础。信息知识包括信

息技术的内涵与特征、信息技术的历史

沿革及发展趋势、网络知识、课程整合

知识等。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的

信息知识包括信息化教学的理论知识、

教学媒介的选择与开发、教学设计方

法、信息技术与课程如何整合、信息安

全知识、教学资源如何选取、教学过程

和教学效果如何评价等。

3.过硬的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是信

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的关键，获取信

息的能力比信息本身更重要，会直接影

响教学效果。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

师的信息能力主要包括信息筛选、重

组、批判和创新能力、信息化教学设计

能力、信息化教学准备、实施和发布的

能力、信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的能

力、SPOC资源的管理能力，虚拟学习社

区的组织能力，以及教师不断自主学习

和完善自身专业发展的能力。

4.高尚的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准则，是人们在获取、

使用信息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遵

守的信息法律法规。SPOC模式下，高校

外语教师的信息道德指在教学过程中

自觉选择和应用对学生有益的内容和

媒介；以身作则，培养信息安全意识，尊

重知识产权，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信息伦

理道德的典范；能够解决学生的信息伦

理道德问题，关注学生的信息伦理道德

的健康发展，有意识地把信息伦理融入

到日常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四、SPOC模式下高校外语教师信

息素养的提升策略

SPOC模式下，结合外语教师信息

素养的结构模型和现状，给出高校外语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策略建议，包括应

用网络思维，改进教与学、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变革教育组织模式、创新教育

发展形态、严守信息伦理道德底线。

1. SPOC应用导向的信息技术和理

论的学习

信息技术和理论的学习不应只局

限于教授信息素养相关课程的教师，应

扩展到全校各个专业的专职教师，包括

外语专业的教师；也不应只停留在技术

层面，更要注重信息技术如何与外语教

师SPOC模式下的课堂的深度融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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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和理论的学习可以帮助重建和

提升师生关系，优化SPOC模式下的学

习模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此外，这种模式下的教学环境也强化了

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学习和应用，客观

上促进了教师的职业发展，使其成为新

型教学模式下具有适应性和创造性的

问题解决者。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高

校外语教师作为跨文化沟通的引领者，

应时刻走在时代前沿，持续关注信息科

学、计算机、统计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

SPOC模式下的教学中，整合传统课堂

资源与线上优质资源，优化教学评价，

把教师从原有重复性的日常工作中解

放出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个性化支

持，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另外，还可由研究方向接近的成员

组建团队互评互促，邀请计算机、数学

和管理专业的同事加入，展开跨学科研

究，优势互补，促进教师团队信息素养

的整体提升；也可将团队成员扩展到

SPOC模式下的个别学生，构建新型师

生关系，提升技术赋能的教学效果。

2. 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思维

拓展和能力培养

在教学实践中，高校外语教师应尽

早树立“技术化”的意识，并通过个体能

动性、学校组织机构及社会文化环境的

互动和协同发展来促进自身的专业发

展，以此来促进教师信念的转变和更

新。（郑新民 蒋群英，2005：21)SPOC模

式下，外语专业教师应自觉依据外语专

业的特点，重构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

挑选适合他们的定制课程，设计弹性教

学方案，以应对课堂可能出现的变化，

形成独具特色的混合式教学策略，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并培养学生的混合式学

习模式。教师还应延伸教学内容，拓展

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多种模式。

网络资源良莠不齐，如何从海量的

资源中根据教学目标高效地筛选出相

关资源，这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学科知

识意识和过硬的信息获取能力；根据外

语学科的特点，对已选优质资源进行分

类、整合，用于创设教学情境，解决教学

难点，提升教学效果；运用信息技术诊

断学生线上学习的表现，改进教学实施

环节，在不同阶段合理设计框架性问

题、反思性问题、记忆联系问题，巩固学

生学习成果。

3. 技术赋能的教学评价和伦理道

德

SPOC混合模式下，评价主体和评

价方式多元化，关注过程，兼顾结果。传

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是教学评价的主

体，SPOC模式下，采用教师和学生的双

主体模式。学生课前自主完成线上课件

或是微课的学习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评价，决定课上翻转课堂的开展方

式；课上完成翻转课堂的教学任务后，

教师与学生互评，学生之间同伴互评，

检验学习效果，教学方案及时做出调

整；课后学生完成线上巩固练习或是测

试，教师根据测试结果给出评价，学生

评教。评价方式多元化，传统课堂多采

用期末总结性评价，SPOC混合模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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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前、课上形成性评价和期末总结性

评价。课前形成性评价是基于SPOC平

台的相关的数据进行评价，包括登录次

数、视频观看情况、线上测试的完成情

况；课上主要是针对学生课上的互动、

团队协作、案例分析、拓展活动的表现

展开评价。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外语教师一定

要培养信息伦理意识；内化对于信息伦

理知识的需求；坚守信心伦理道德准

则；坚定履行信息伦理责任和义务，自

觉选取积极、健康和向上的资源，尊重

知识产权，不侵犯他人隐私，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

为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稳步提升，

除了上述建议，国家还要加大资助力

度，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和引领，构建长

效激励机制以及多元的评价机制；高校

要加强基础硬件建设，营造优化的教育

技术使用环境和氛围，建立严格的实施

机制。

五、结语

SPOC混合教学是“互联网+教育”

的一种具体实践，它集中线上和线下两

种优势资源来提升知识传授和知识内

化的质量，大幅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和教

师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引导能力，是实现

信息技术与教育要素双向融合与深度

创新的新型教学模式，宏观地构筑了高

校外语教师提升自身信息素养的驱动

力，为其专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

挑战。高校外语教师要破除“教育+信息

技术”狭隘思维中单纯技术工具论，促

进教育技术与外语专业学科的深度融

合；这也是在SPOC混合教学语境下，对

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以期丰

富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的内容，进而为

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国家教育现代

化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高校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是一个

动态、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时间跨度与

学科限制，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未来可扩大研究范围、拓展

研究视角、延长研究周期，尝试与其他

学科（如管理学、数学）的教师合作，展

开其他模式下（如人工智能）的多角度

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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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FL Teachers
in Tertiary Education Based on SPOC

LI Dan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150025,China

【【AbstractAbstract】】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has put unprecedented demand on informa-

tion literacy of FL teachers in tertiary education. The method of logical analysis is used

in this paper to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different stag-

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new connot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FL teachers' in-

formation literacy in tertiary education based on SPO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help the 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Keywords】】SPOC;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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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汇趣味记忆理论

掌握好词汇的记忆与运用是学习

俄语的关键。著名语言学家D.A.Wiking
指出:“没有语法,表达甚微,没有词汇,表
达为零。”（1972：111）拥有扎实的词汇

积累是外语学习的基础。正所谓“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词汇的积累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应

当重视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改变。当

然，词汇的记忆不可如蛮牛冲撞般，切

忌死记硬背，鉴于俄语学习中词汇量较

大，词形变化复杂，存在记忆难度，若是

不得章法的学习，只会事倍功半。对待

俄语词汇的记忆学习，应该遵循词汇学

的规律，按照构词法的原则记忆，分别

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进行归纳

整理，剖析构词模式，区分词性及前后

缀，将主要针对于俄语专四所需要的词

汇量分成四个板块——词根记忆法、词

缀记忆法、对比记忆法、归类记忆法，辅

之以思维导图加深记忆，并通过智力游

戏进一步进行训练，开发微信小程序既

能依托平台实现上述词汇学习的具象

化，便捷化，弥补纸质书籍携带不便的

缺陷，并提供更完整的数据库和科学的

词汇整理，又能配合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形成记忆周期。同时微信小程序首页还

会进行每日佳句推荐，可促进学习者养

成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习惯，让词汇

背诵潜移默化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二、微信小程序的研发设计思路

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研

发设计中的后台数据库资源主要来自

于大学俄语教材1-4册，黑龙江大学俄

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研发设计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研发设计
徐 莹① 王新萍② 赵浩东③

长春理工大学 长 春 130022 中 国

摘 要：致力于教育服务事业，帮助高校学生及俄语爱好者高效记忆俄语词汇，调动起俄语
学习的兴趣，指导其找到更好掌握俄语学习的方法。进行四项创新: 开发俄语词汇趣味记忆
微信小程序，填补全国俄语专业词汇学习数字化产品的空白；独创俄语词汇记忆思维导图，
将词汇学习趣味化、可视化、系统化；独家全面梳理全国高校俄语专业教材及教学大纲中的
实词部分词汇，设置五大词汇记忆模块:同根词、复合词、同义词、反义词、外来词（主要为英借
词）；将俄语词汇趣味学习与俄语学习有机结合，全方位提升俄语专业学习者的知识、能力与
素质。
关键词：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

①徐 莹，女，本科生，研究方向：商务俄语翻译、俄语语言学

②王新萍，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语翻译学与语法学、课程与教学论

③赵浩东，男，本科生，研究方向：网络工程和软件开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长春理工大学2019年省级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研发设计”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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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材与俄语词典，依据语言学术语，

帮助高校学生及俄语爱好者高效记忆

俄语词汇，调动起俄语学习的兴趣，指

导其找到更好掌握俄语学习的方法。进

行四项创新: (1) 开发俄语词汇趣味记忆

微信小程序，填补全国俄语专业词汇学

习数字化产品的空白。（2）独创俄语词

汇记忆思维导图，将词汇学习趣味化、

可视化、系统化。（3）独家全面梳理全国

高校俄语专业教材及教学大纲中的实

词部分词汇，设置五大词汇记忆模块:同
根词、复合词、同义词、反义词、外来词

（主要为英借词）（刘琴，2017：254-
256）。（4）将俄语词汇趣味学习与俄语

学习有机结合，全方位提升俄语专业学

习者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其中，同根词

的重要性居于首位，整理工作最为庞

大，通过在俄文词根词典与俄文网站上

查找的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总结出245
个俄文词根，数千个相关同根词，对应

相应的词汇变格与重音标注。同根词的

词根含义是相同的，以词根为中心衍生

的单词，其中心含义都是一致的，从同

根词的角度背单词，可以同时记忆多个

单词，其单词变格也多数是有规律可

循，这一模块配备相应的思维导图，使

得同根词的衍生变化更加清晰（乔雪，

2011：74）。关于思维导图方面的设计，

采取的是简洁的树状形式，明亮的色彩

运用与清晰的脉络设计，避免了多余的

线条延伸给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惑。

第二模块复合词数量多,使用广,构成简

便灵活,词义繁复精确。它不仅是派生新

词的十分活跃的途径,而且是表情达意

极为有效的手段。在现代俄语中,复合词

大量出现在各种书籍报刊上,且有日渐

增多的趋势。一方面,是社会迅速进步和

科技飞跃发展的需要所致,另一方面,这
也是与俄语本身力求省便,简化,即用简

单的表层组合法替代复杂的语法结构

法的趋向相一致的，只要掌握这一点，

其变格特点也就迎刃而解。第三模块同

义词，通过找寻意义相同的词汇，举一

反三，一同背诵，这样也利于在实践中

区分具体用法，该模块配备相应的消除

类小游戏，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第四

模块反义词，与第三模块的整理方法有

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找寻意义相反的词

汇，对比记忆在大脑中形成冲撞，通过

反差加深印象，该模块也配备相应的消

除类小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寓教于

乐，既活跃了大脑，促进知识的吸收，使

得学习变成一件趣事。第五模块外来

词，该小程序吸纳的外来词主要为英借

词，从地缘的角度上说,俄罗斯横跨欧亚

大陆,西邻欧洲东接亚洲,所以在文化上

既具有东方文化特点，又吸收了西欧的

传统文化,因此俄语的外来词自然更容

易获取多方面的来源。而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联邦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政策,所
以外来词大量进入俄语当中以英借词

居多，在日常生活和等级考试中也多为

英借词，借助于柯林斯的俄英字典和大

量文献的研读，最终为俄语词汇趣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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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微信小程序的后台提供了完备化体

系化的数据资源。微信小程序为每位用

户提供了个人学习计划，通过打卡学习

天数与每日背诵单词数量，实时记录学

习进度，并且每日推送佳句，激励用户

学习。干净整洁的页面UI设计，有利于

用户集中精力进行词汇记忆。

三、微信小程序的开发环境搭建

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开

发环境搭建：开发工具：微信小程序开

发工具，开发语言：后台：java，前端：Ht⁃
ml5、Css、JavaScript，数据库：SQLite，服
务器：云端服务器。当用户初次登录小

程序时，会显示登录页面；点击按钮即

弹出小程序用户授权页面，完成后即可

进入小程序。首页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用户初次登陆情况和用户设置学习计

划。如果用户初次登陆，数据库内不会

记载用户相关信息，这种情况会提示用

户进行计划设置（图1）；在用户选择完

成计划后，就会为用户展示背诵单词基

本信息（如：打卡天数、今日进度、学习

量等等），并且可以通过按钮来进行针

对计划的相关学习。设定计划的俄语单

词学习是所有单词的总体汇总，按照一

定顺序展示数据库中相关表的单词，用

户进入学习后在经过缓冲画面后，随即

进入背诵单词的基本页面（图2），俄语

单词基本背诵的页面主要展示单词原

型、中文释义、英借词、例句等；在右上

角显示下一个要背诵的单词是什么，左

上角为返回上一个单词“Back”，左下角

“主页”点击会返回主页，停止背单词，

右下角的按钮如果存在下一个单词会

显示“下一个单词”，点击进入下一个单

词，没有下一个单词则会显示“完成”，

点击即退出背诵单词页面。

图1 图2
专项训练主要包括复合词、外来

词、同义词、反义词、同根词五大部分

（图3）；自我提升模块主要包含记忆消

除、思维导图两大部分（图4）。

图3 图4
专项训练中各个模块由于单词整

理的不同，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

要展示包括单词、词性、汉语释义、格组

记忆等模块（图5），而格组记忆模块也

有多种分类方式，可以通过点击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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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分类（图6）；而自我提升则包括

思维导图记忆（图7）以及记忆消除小游

戏。

图5 图6
消除小游戏主要通过消除俄语与

英语的同义词来进行，通过设置小游戏

的方式来增加俄语记忆的趣味性，展示

如下：（图7）

图7
通过点击相同含义的俄语单词与

英语单词，就可以进行消除；如果点击

不同的单词则不会消除；这样的方式完

成了英语、俄语的双向记忆，有利于更

好的掌握单词。

个人中心包括多个栏目：VIP服务、

手机绑定、计划设置、我的收藏、意见反

馈、设置等功能。手机绑定即绑定用户

相关手机号，用于后续发送推文功能；

计划设置即用户进行基础单词记忆的

计划以及每日记忆单词的设定；我的收

藏通过用户背诵单词时点击右上角的

星星图案从而加入收藏当中，可以根据

不同门类来展示单词的基本内容，有利

于用户巩固记忆；我的设置则用于更改

昵称、上传小程序专属头像、填写简介

等基本信息，从而提高用户使用个性，

完善小程序基本功能。

俄语词汇趣味记忆微信小程序不

仅揭示了俄语构词法的主要类型与构

词模式，还有针对性的引用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大学俄语1-4册，黑龙江大

学俄语教材，俄汉词典，完备数据库，并

通过历年俄语等级测试真题，整理出俄

语专业四级高频词汇，形成完备的数据

库，进行科学性的五大分类归纳，最后

结合俄语构词模式与人脑的记忆曲线

机制，配合清晰的思维导图与益智消除

游戏，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促使学习

者以一种更加高效的方法记忆俄语词

汇，有利于帮助广大俄语学习者攻克词

汇记忆的难关，走出词汇记忆的误区，

综合俄语专业及理工院校计算机技术

的优势，为俄语词汇学习者提供更加便

捷且实用的共享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效率，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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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of WeChat Mini
Program for Fun Memory of Russia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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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chun,130022,China

【【AbstractAbstract】】Committed to educational services,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Russian

lovers memorize Russian vocabulary efficiently, arousing interest in Russian learning,

and guiding them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master Russian learning. Carried out four inno-

vations: Developed a WeChat mini-program for Russian vocabulary fun memory to fill the

gaps in the digital products of Russian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learning; Originally cre-

ated a mind map of Russian vocabulary memory to make vocabulary learning interest-

ing, visualized and systematic; Partial vocabulary of real words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yllabus, set up five major vocabulary memory modules: homologous

words, compound words, synonyms, antonyms, foreign words (mainly English loan

words); organically combine Russian vocabulary fun learning with Russian learning to

improve Russian The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learners.

【【KeywordsKeywords】】Russian vocabulary; memory method; WeChat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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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许多新

颖的线上学习的方式不断涌现。对大

学生而言，“打卡学习”成为一种流行

的学习方式。例如“打卡”背单词、“打

卡”阅读等，每天完成当日任务即可打

卡，并且可以将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打卡”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

释是：把磁卡放在磁卡机上使其读取

相关内容。特指工作人员上下班时打

卡或通过指纹机记录下到达或离开单

位的时间（刘娇娇，2019：67-68）。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打卡学习”也逐渐开

始流行。此外，大学生更倾向利用碎片

化时间进行“打卡学习”，利用课余时

间进行自主学习，拓展知识面，增强专

业知识储备。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打

卡学习”存在跟风的嫌疑，偏离了“打

卡学习”学习的初衷。

二、研究概述

1．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一直是国内外许

多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关于“自主学

习”的定义和主要理论表述可见下方

表格。

Holec
(1981)
Littlewood
(1996)

自主性是学习者掌握自我学习

的一种能力和概念工具。

将学习者定义为“学习者不依

靠老师而使用所学知识的能

力”。

““打卡学习打卡学习””对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专业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乔思宇① 徐 洋② 王 菁③ 黄洁芳④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1 中 国

摘 要：近年，线上“打卡学习”成为了一种很受欢迎的学习方式，帮助大学生充分利用碎片
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本文通过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打卡学习”提
升了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帮助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有助于激发学生寻找
更多学习资源。同时，指出因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打卡学习”这一学习方式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研究认为，英语专业教学未来应将“打卡学习”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因材施教，
注重学生个体意志力培养，为学生走向国际大舞台夯实基础。
关键词：“打卡学习”；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①乔思宇，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②徐 洋，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③王 菁，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④黄洁芳，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17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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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1997）
庞 维 国

（2001）
束 定 芳

（2004）

自主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

行为过程，也是一种环境，而且

还是一种权利和一种技能。

自主学习具有能动性、独立性、

有效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自主学习在外语学习上主要包

括态度、能力和环境。

自主学习能力不仅有利于学生终

身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有

利于学生满足社会的需求。从以上表

格可以看出，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

从态度、能力和环境等多方面入手。在

当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学生的

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

是教师课堂上的单方面灌输，学生还

可以课下在网上寻求更多的知识。但

目前，国内对于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如何培养和提升这种能

力，将重点放于通过实践教学方法的

改革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在2011年，吕

海彬提出：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不是

一蹴而就的，需要学校各方携手努力。

提到的对策之一就是充分调动学生的

自主积极性，激发和加强自主意识（吕

海彬，2011：111-115）。所以，笔者认为

“打卡学习”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具

有研究价值。

2．“打卡学习”机制

美国著名的媒介研究专家马克·

波斯特曾提出“第二媒介时代”，这是

种以互动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方式，模

糊了传者和受众的界限（刘娇娇，

2019：67-68）。以微信为例，它现已成

为人们重要的交流工具，同时微信朋

友圈也成为人们发布和接收信息的互

动平台，这也为“打卡学习”提供了重

要的平台,进而促进了“打卡学习”行为

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Bow⁃
man将电视游戏整合到教育设计中，后

来有更多的学者如 Driskell、Dwyer、
Bracey等人研究电视游戏在教学中的

应用（程君青 朱晓菊，2007：74-77）。虽
然“打卡学习”没有直接利用游戏内容

本身，但利用了游戏手段对学生进行

督促，营造出相互竞争的学习情境（王

艳素，2018：137-138）。
3．“打卡学习”与自主学习能力

对于“打卡学习”行为对自主学习

能力的影响，学者们的看法不一。有研

究者将“打卡学习”这种学习方法视为

一种有效的督促手段，能督促学生合

理安排时间，并创造出一定的同伴学

习的压力环境，在短时间内可以督促

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自主学习（王艳

素，2018：137-138）。但是也有研究者

认为“打卡学习”这种方法虽然有效，

但是总体评价欠佳。打卡软件对自我

管理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影响，但提

升效用总体评价一般。主要原因在于

软件本身存在系统漏洞等（胡桂兰 夏

云 张鉴 罗军昊，2019：40-41）。在朋友

圈“学习打卡”现象研究中，有学者认

为，受众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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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或坚持打卡，坚持打卡的受众群

中除少部分受众在打卡基础上培养了

学习习惯且提升了知识水平，仍有一

大部分为了返还学费而进行“虚假打

卡”（张妙玲，2019：74-76）。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学生进行“打

卡学习”只是跟随大流，存在打卡不真

实、学习不认真、学习效率低等问题，

反而浪费了时间。在 2019年的一篇研

究中提到朋友圈“学习打卡”为缓解碎

片化时代用户心理压力提供了一剂良

药。但是用户为了塑造朋友圈的完美

形象，开始为“打卡”而“打卡”，这种行

为可能会削弱其学习的行动力。（刘娇

娇，2019：67-68）。朋友圈“学习打卡”

流于形式，忽略打卡最初目的。人们沉

迷幻象，加剧自我认同危机（杨敏敏，

2019：90-92）。
为探究“打卡学习”这一随互联网

发展而兴起的学习方式对英语专业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笔者针对英

语专业的大学生采取问卷调查、访谈

的研究方法，对“打卡学习”这种学习

方法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

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三、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及访谈，了解大学生网络软

件打卡的使用情况，调查英语专业学

生对线上“打卡学习”的喜爱程度并检

验“打卡学习”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的影响。笔者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1)英语专业学生“打卡学习”的动

机是什么？

(2)“打卡学习”这种行为对自主学

习能力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主要原

因。

(3)“打卡学习”手机APP的发展前

景。

2．研究方法及过程

研究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的方法，

从多角度探究了“打卡学习”对英语专

业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问卷选择题共有25道题，可分为七

部分，第一部分（1-3）为个人信息，包

括：专业、年级、性别；第二部分（4-7）目
的是调查学生“打卡学习”的动机；第三

部分（8-14）旨在调查“打卡学习”在英

语学习时间上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第四部分（15-17）调查“打卡学习”在英

语学习方法上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第

五部分（18）和第六部分（19）分别调查

“打卡学习”在英语学习结果和英语学

习环境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最后一部

分（20-25）调查学生对“打卡学习”的喜

爱程度以及其前景。选择题共有五个选

项，分别是“完全不像我”“比较不像

我”“有时像我”“比较像我”“极其像

我”。此外调查问卷还有2道简答题，属

于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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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对部分英语专业学生进行

了访谈，访谈问题基于调查问卷的问

题，对学生进行深入的调查。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打卡”与英语学习动机

本研究中的学习动机包括学习自

主性（即能自觉主动地完成学习活

动）；学习必要性（即认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和学习的价值）；学习能动性及学

习乐趣四个方面。

问卷中的第 5题：“我打卡是为了

自我提高，追求进步。”讨论的是学习

自主性。调研对象中有 76名学生认为

“打卡”可提高学习自主性，11人认为

不能提高，22人表示有时可提高。从数

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都认可“打卡”

对于学习自主性提高的促进作用，只

有很少一部分表示无作用。针对第 23
题，52名学生认为“打卡”使他们意识

到了学习必要性和价值，15人认为不

能激励学习，42人表示有时可以。可

见，近一半学生在使用打卡软件后对

学习必要性的认识加深，仅有少部分

的学生表示无促进作用。

整体来看，“打卡”活动在学习自

主性及其他三个方面都有较大的促进

作用，帮助学生认识到学习的价值、乐

趣及意义等。首先，动机作为学生学习

的直接驱动力，它可以使学生认识到自

己学习情况的特殊性，为自己计划切实

可行的学习目标，并为之努力以求最终

达到学习目的，实现自我提升。同时，当

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提高后，学生也会

发现学习乐趣，认识到个体是进行学习

活动的最大受益者，逐渐意识到学习的

价值和必要。最后，学习动机内的四个

方面有效结合，相辅相成,将学习变为目

的而不是任务,实现学习目标，享受学习

过程。杨雁童等人也认为影响学生自主

学习质量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意志力薄

弱。该文章中指出大部分学生虽然意识

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但对长期的微信

“打卡”无法坚持，最终导致成绩难以提

升（杨雁童 龚嵘，2016：55-59+71）。总

的来说，明确学习动机，即提升自主性

和能动性等对学习目标的实现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2．“打卡”与英语学习时间

本研究中的学习时间包括学习计

划制定和学习时间分配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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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的第12题讨论的是学习计

划制定能力。调研对象中有 42名学生

认为“打卡”无法帮助提高规划时间能

力，25人认为可以提高，42人表示有时

可提高。可见，持正反方观点的人数基

本持平，分析得出“打卡学习”在英语

学习时间方面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

其影响力并不明显。

“打卡”活动促进学生合理利用学

习时间，但是学生需提高重视并有意

识地培养。这是因为，首先，随着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利用新媒体技术如打

卡软件等充分利用碎片时间，相当于

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时间。自我掌握学

习时间不仅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

自我督促能力，而且增强了学生的自

我约束能力。其次，如果在“打卡学习”

中，学生可充分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

完成学习任务，通过合理规划学习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就可以摆脱盲目没

有头绪的学习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

学习计划，帮助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达

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3.“打卡”与英语学习方法

本研究中的学习方法指英语学习

中的常用方法，例如总结规律和小组

合作学习等。

问卷中的第17题:“使用打卡软件

后，学习过的单词在媒体中出现，我会

主动加深记忆。”，讨论的是学习方法

中的知识泛化。调研对象中有 59名学

生认为“打卡”后主动加深记忆，14人

认为不会，36人表示有时会。从数据看

出，一半以上的学生会将学习到的单

词主动重复记忆，仅有少数学生表示

不会主动学习。

总的来说，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打卡”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利用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原因在于“打

卡”活动可借助新媒体网络的技术。首

先，这些技术可帮助学生通过观看视

频，听英文歌曲等方式进行理解学习，

在遇到新知识点时，借助媒体构建与

单词和句子的联想框架来记忆和应

用。其次，由于媒体可将枯燥的语言知

识放置于特定的语境中，使英语语言

的学习并不孤立，同时语境的提供使

英语语言不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

发生于对话等实际的场景，这样便促

进记忆，最终达到语言交际能力发展

的目的。由此可见，“打卡”活动借助其

独特的新媒体技术可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在加深记忆的

同时学会其在语境中的用法，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

4.“打卡”与英语学习结果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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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学习结果包括自我评

鉴和自我强化，学习环境包括社会环

境和人文环境。

问卷中的第19题:“在打卡学习之

后，意识到网络可以获取更多学习资

源。遇到难题，我也会开始上网查询相

关的英语学习资料。”，讨论的是学习

结果的自我强化。调研对象中有 60名

学生认为“打卡”后自己会主动通过其

他学习途径获取学习资料并拓展知识

面，12人认为不会，37人表示有时会。

从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不会局限自

己获取资源的途径，仅有少部分学生

在使用“打卡”软件后仍然采取传统的

书本获取的方式，不会利用网络来帮

助充实自己。

整体看来，通过数据分析，“打卡

学习”极大帮助了学生拓宽学习途径，

自主利用网络强化已学知识。具体表

现为，大部分学生意识到网络对学习

的帮助作用，不将自己的学习范围局

限在课本知识，开始利用网络等新媒

体技术获取更丰富的知识。同时，“打

卡”软件是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教育结

合的重要体现，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多途径获取资料的方法越来越得

到人们的青睐，在未来这也将成为必

不可少的技能。因此，“打卡学习”在培

养学生利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和顺应

大数据时代的潮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与此相类似的翻转课堂理念也同

样指出网络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但相

关文献也指出，由于部分同学缺乏自

制力，反而会被网络吸引使学习效率

降低，这也体现了对学生自律性的要

求（李京南 伍忠杰，2015：6-11）。
五、研究结论及对英语教学的启

示

1.研究结论

研究开始以来，我们采取了实验

法和调查法，对曾经使用过或正在使

用“打卡学习”这一学习方法的英语专

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及实际访谈，

以此探究对于英语专业学生来说，“打

卡学习”与其自主学习能力之间的关

系。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

论，“打卡学习”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其促进效果因学生个体之间的不同而

存在差异。

第一，“打卡学习”辅助学生认识

到学习的必要性，提升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和能动性，并增加了学习乐趣。在

调查过程中，大部分参与“打卡学习”

的学生都认识到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都以提升英语成绩、提高各

Teaching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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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能力为目标，这是正确的学习动

机的体现。此外，“打卡学习”培养了英

语专业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在每天坚持

重复“打卡学习”后，学生逐渐养成了

自主学习的习惯，除正常的“打卡学

习”的时间段外，他们还会根据学习内

容进行更多的延展，由此可见，这一新

兴的学习方式激发了英语专业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打卡学习”巧妙运用大数据时代的特

点，将原本枯燥的学习与网络相结合，

鼓励学生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提高时

间利用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趣味

性。总之，“打卡学习”有利于激发英语

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打卡学习”有助于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其合理规

划学习时间。“打卡学习”具有必须性

的特点，与“习惯养成理论”（即习惯的

养成至少需要21天的时间）相呼应，有

助于英语专业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在“打卡学习”的督促下每天完成

相应的任务，有助于学生养成利用碎

片时间学习的习惯。同时，因“打卡学

习”对时间需求的特殊性，学生对日常

学习时间的纵向规划能力也得到了锻

炼。

第三，“打卡学习”为学生创造了

“无纸化”学习的环境，激发学生用多

种方法寻找资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网络将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更

多的学习资源，“打卡学习”利用网络

的便捷性和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在为

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为

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在

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通过“打卡学习”

获得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并能逐渐利

用该平台探索更多的学习资源。

第四，“打卡学习”对学生的意志

力是一种考验，其学习的结果往往难

以与实际的英语学习相结合。在我们

的调查和访谈中，大部分学生反映，每

天坚持“打卡学习”对他们来说确实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打卡学习”这一学

习方法缺少现实的监督体系，而学生

个体在意志力、对知识的接受能力等

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在学习过程中会

产生“虚假打卡”、随大流“打卡”、为完

成任务而“打卡”等问题，这些都成为

“打卡学习”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间的障碍。此外，在实际访谈中，有

部分学生提出，“打卡学习”的内容无

法与实际的英语课程相结合，在坚持

一段时间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利

用虚拟网络的“打卡学习”与传统“面

对面的实际交流”不同，其学习内容往

往难以根据学生个体需求的不同来调

整。

笔者认为，“打卡学习”侧重于学

习习惯的培养以及学生个人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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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其学习内容大多为需要积累

的知识，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针

对性不明显，但对学生个体综合能力

的提升应当有一定的效果。

2．对英语专业学生教学的启示

通过研究调查，我们发现“打卡学

习”对于英语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

学习效果方面，往往因为学生个体意

志力、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对新鲜事物

的接受能力等存在的差异难以得到一

个理想的学习效果，这也对今后英语

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要求。我们可以将实际的教学与

利用网络进行的“打卡学习”相结合，

将“打卡学习”视为一种监督手段，针

对英语专业学生所学习的知识的专业

性对其“打卡学习”内容进行相应的改

动以求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此外，在学习内容改动的同时还

应重视学生意志力的培养，探索更多

的方法减少学生“虚假打卡”的行为，

改变学生随大流“打卡学习”的心态，

切实将“打卡学习”这一新兴的学习方

法应用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及

知识的拓展中。

References (References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Cheng, J. Q., Zhu, X. J. 2007.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es of Education⁃
al Games From China and Overseas

Countries.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

gy No.07.
(程君青, 朱晓菊.2007.教育游戏的

国内外研究综述,现代教育技术,2007
年,第7期,第74-77页.)

[2]Cui, Y. H., Wang, Y. 2014.
Flipped Class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hina Edu-

cational Technology No.11.
(崔艳辉，王轶.2014.翻转课堂及其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中国电化教

育,第11期,第128-133页.)
[3]Hu, G. L., Xia, Y., Zhang, J.,

Luo, J. H. 2019. "Online Punch" Mode
and Its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Self-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rket Weekly No.03.

(胡桂兰，夏云，张鉴，罗军昊.2019.
“线上打卡”模式及其对大学生自我管

理的影响调查研究——以江西财经大

学为例,市场周刊,第3期,第40-41页.)
[4]Li, J. N., Wu, Z. J. 2015. Prac⁃

tice and Reflections on Flipped English
Classes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06.
(李京南，伍忠杰.2015.大学英语翻

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中国外语,第 6
期,第6-11页.)

[5]Liu, J. J. 2019.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Phenomenon of

Teaching 教学研究

109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Recording Study" in College Students'
WeChat Moments. Journal of News Re-

search No.21.
（刘娇娇.2019.大学生朋友圈“学

习打卡”文化消费现象研究,新闻研究

导刊,第21期,第67-68页.）
[6]Lv, H. B. 2011.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Online Resources on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

neer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04.
(吕海彬.2011.互联网资源对大学

生自主学习效率的影响,四川理工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期,第 111-115
页.)

[7]Wang, Y. S. 2018. Can the
Punch Mechanism Promote College Stu⁃
dents' English Test Learning.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uide No.13.
（王艳素.2018.打卡机制能否促进

大学生的英语考级学习,科技经济导

刊,第13期,137-138.）
[8]Wu, F. Y. 2015. Investigating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Analyzing Its Guidance Strategy Un-

der New Media Environ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吴伏英.2015.新媒体环境下大学

生自主学习的现状调查与引导策略研

究,扬州大学.)
[9]Xia, Z. Y., Yu, S., Shi, H., Wang,

X., Zhang, H. L., Qin, Q., Fang, Z. Q.
2019. Application of WeChat Recording
Study Method in Self-learning of "Basic
of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Journal

of Muda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No.03.
(夏哲远，余爽，施慧，王翔，张惠

玲，秦勤，方正清.2019.微信打卡学习

法在《中医护理学基础》自主学习中的

应用,牡丹江医学院学报,第 3 期,第
174-177页.）

[10]Xiao, Y. X. 2019. A Study of Ap-

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 English of Senior

High School.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肖雨欣.2019.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对高中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的研

究,哈尔滨师范大学.)
[11]Yan, H. 2018. A Study of Influ-

ence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of Senior High

Students.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颜欢.2018.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

高中生英语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湖南

理工学院.)
[12]Yang, M. M. 2019.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he⁃
nomenon of "Recording Study" in the
WeChat Moments. News World No.09.

(杨敏敏.2019.表演与满足:朋友圈

110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Recording Study
on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English Majors
QIAO Siyu XU Yang WANG Jing HUANG Jiefang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116041,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recent years, online recording stud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

lar,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time with high efficiency. In this es-

sa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ith English majors, we found that online re-

cording study nourished students' motivation, good studying habits and triggered their in-

terests in searching for new inform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need,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of online recording study. The research-

ers point out tha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recording study and face to face teach-

ing, English educators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ner life

and teach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s to help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study.

【【KeywordsKeywords】】online recording study; English major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学习打卡”现象分析,新闻世界,第 9
期,第90-92页.)

[13]Yang, Y. T., Gong, R. 2016.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 regulat⁃
ed Learning Behaviors of Academic Vo⁃
cabulary–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
form. Journal of Wuhan Polytechnic

No.06.
(杨雁童，龚嵘.2016.大学生学术词

汇的自主学习行为特征研究-以微信

平台为例,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

期,第55-59+71页)
[14]Zhang, M. L. 2019. Analysis on

the Phenomenon of Recording Study in
the WeChat Moment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Paying for Knowledge- Cases
Studies of Fluent Reading and Mint
Reading. View on Publishing No.19.

(张妙玲.2019.浅析知识付费背景

下朋友圈学习打卡现象-以流利阅读、

薄荷阅读为例，出版广角,第 19 期,第
74-76页.)

Teaching 教学研究

111



东北亚外语论坛（NAFLS）

一、引言

翻译课程在英语专业本科生课程

规划中有着重要地位，对学生英语水

平的全面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三十年

来，多数学者就翻译教学展开了以质

性研究为主的深入探讨，并取得长足

进步。但是，基于翻译学习真实情形的

实证研究仍不多见（武光军，2019），更

鲜有关注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的此

类研究。然而，郝玫等（2001）的研究表

明，学习者英语成绩与成就动机存在

正相关，Pyun等（2014）对于第二语言

学习环境下学习者情感变量与口语成

绩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表明，学习者的

口语成绩与自信心正相关，从而可见

学习者不同的兴趣、能力和学习方法

能够深刻影响学习效果。而实际上，王

占斌（2005）对天津市外语院系翻译教

学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62.6%的学生

对翻译课的效果表示不满。同时，随着

学界对“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模式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许多学者进行了

在翻译课程中应用该模式的教学探

索，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需

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例如李德凤

等（2006）较早地提出要实施“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翻译课程设置，张慧琴等

（2013）论述了生态环境下实施“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教学的可行性。因

此，关注英语专业学生学习中的心理

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与翻译教学有关的既有研

究的研究对象，往往停留于整个英语

专业或翻译专业的学生群体，以某外

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在翻译学习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在翻译学习
不同阶段的心理状况研究不同阶段的心理状况研究

马雪婷① 夏 洋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44 中 国

摘 要：在翻译教学研究领域，以某外国语院校的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尚不多见，尤其缺乏对其在不同阶段多种学习者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心理状况的研究。本研
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了这一学生群体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心理状况，并从学习者视
角解读了各阶段变化背后的可能成因，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给出一定的教学建议。
本研究对于完善本科阶段英语专业翻译方向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习；心理状况；不同阶段；英语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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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院校的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为

对象的尚不多见，更鲜有分年级讨论

的研究。但事实上，与普通翻译专业学

生相比，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的个

人职业规划和该方向的课程设置等因

素都有着许多不同，非常值得关注。以

笔者所在的某外语类院校为例，英语

专业的所有学生从三年级上学期才开

始方向分流后的课程学习。刘建华

（2012）就曾指出，随着翻译专业从英

语语言专业中独立出来，英语专业的

翻译课程常处于“教学翻译”与“翻译

教学”之间的“尴尬”境地，应从实际出

发，让学生在未接受系统翻译专业教

育的情况下，同样成为实用人才。基于

此，本研究以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

的翻译学习为切入点，运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究了这

一学生群体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心

理状况，并从学习者视角解读了各阶

段变化可能的背后成因，给出一定的

教学建议，以期为英语专业翻译方向

教学的进一步优化和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根据郝玫等（2010）对已有研究的

追溯及回顾，我国目前对学习者外语

学习个体心理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学

习动机、语言学能、语言学习观念、学

习风格、人格特征、焦虑、学习策略等

因素。近年来的此类研究大多认为，学

习者的心理状况应分为个人心理因素

调查及社会心理因素调查两个部分。

前者包括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自信心、

焦虑感等因素，后者包括其学习动机、

学习方法、学习动力、学习环境、专业

压力等因素（丁婷，2017）。
随着学界提倡采用“以学习者为

中心”教学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多，在英

语学习这个较宽泛的研究领域内，已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注意到成就动

机、焦虑状态等学习者心理因素对成

绩水平的影响（郝玫，2001；刘吉好，

2019），或是几个因素间存在的互动关

系，如王海贞（2019）就探讨了情绪智

力、外语焦虑、学习动机等 6个学习者

因素与英语口语成绩之间的交互关

系。但是，将此类研究思路运用到英语

翻译教学中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

研究也多为对学习动机（武光军，

2019）或学习需求（苏艳飞，2015；杨金

蕊等，2013）进行的单因素研究，鲜有

将几个因素结合进行论证的、多变量

的实证研究（郝玫，2010）。但事实上，

正是此类多元、动态的研究能促进教

育者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学习者的心

理情况及学习状态，值得进行总览性

的调查与分析。

此外，目前围绕翻译教学中学习

者心理因素进行的实证性研究表明，

学者们对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学习者

情况已有一定了解，如某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大四学生（武光军，2019），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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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多个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放在一

起进行分析（张明芳等，2017；刘宇波，

2015）。但是，苏慧慧（2009）通过对不

同学习阶段和性别的学生进行调查发

现，学习动机与策略在年级间存在显

著差异。因此，将本研究的结果分年级

讨论、对比，进而体现出研究对象在翻

译学习前、中、后期心理情况方面所产

生的变化，并探讨变化背后的可能成

因，更符合学生成长特点和翻译教学

分级设课的现实需要。

总体而言，对文献的分析和梳理

显示，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翻译学习

者在某一或多个特定阶段的某一特定

心理因素，忽视了对其在不同阶段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心理状况的研

究。同时，从研究对象上看，相关研究

多以翻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某个或多

个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忽视了英语

专业分流这一现实情况，以及翻译方

向学生的特殊性。为此，本研究将英语

专业翻译方向学生的翻译学习分为三

个阶段：前期，即大二学年；中期，即大

三学年；后期，即大四学年，采用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

对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在翻译学习

前、中、后期心理状况的整体考察，探

究其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心理状

况，并从学习者视角解读各阶段变化

可能的背后成因，给出一定的教学建

议。主要研究问题如下：（1）英语专业

翻译方向学生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

心理状况存在哪些变化？（2）出现上述

变化的成因是什么？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量化研究部分的被试为我

国某语言类大学英语专业 2016 级、

2017级的翻译方向学生及 2018级的

所有学生，共计108名学生提交了有效

问卷，其中大二学生 55人、大三学生

34人、大四学生 19人。从性别来看，共

有男生 13人，女生 95人，符合英语专

业学生男少、女多的性别比例。由于该

校英语专业自大三起设置方向课，大

二学生还未真正参与翻译方向课的学

习，笔者将以其中有意向选择翻译方

向的26名学生作为调查翻译方向学生

在翻译学习前期心理状况的实际研究

对象。质化研究被试为按照三个不同

年级进行分层后，随机选择的 4名学

生，其中大二学生1人、大三学生2人、

大四学生1人，此方法的优势在于样本

的代表性比较好，笔者针对研究问题

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2. 研究工具

量化研究的研究工具为笔者编制

的在线调查问卷。基于大量已有文献，

笔者归纳出了我国目前对学习者外语

学习个体心理因素研究主要涉及的、

对学习效果影响较大、且之间存在较

强互动关系的几大学习者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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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 Dudley-Evans&St John 的需求

分析框架和自身优势，首先设计了一

份先导问卷进行试发放，并根据学生

反馈，对问卷进行了预测和修正。正式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和开放式简

答题等形式，由24个题项组成，共分为

5个模块：语言水平评定、翻译学习动

机、翻译学习情绪、翻译学习需求、对

翻译学习的态度等。

质化研究的研究工具为半结构化

访谈，笔者针对问卷反映出但没有解

答清楚的问题，如对翻译学习持有某

种态度的原因、学习中的具体心理障

碍、对翻译课程的期望和建议等，对 4
名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以获得更加

详细的信息。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在线

收集了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在翻译

学习不同阶段的心理状况的量化数

据，并将收集到的 108份反馈录入到

EXCEL 软件中作进一步定量统计分

析，利用百分比对数据进行同类对比

和互动关系的探究，即依次从语言水

平评定、翻译学习动机、翻译学习情

绪、翻译学习需求、对翻译学习的态度

等五个方面对比处于不同阶段的翻译

方向学生呈现出的心理状况，并依据

这些不同，选取几组学习者心理因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如学习动

机与学习需求的关系等，以辅助对变

化背后成因的探究。同时，笔者将半结

构化访谈录音转写成文字，以便于进

一步的定性分析，最终结合量化数据

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研究

结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对受

访者进行了编号，其中受访者1和受访

者2分别来自大四年级和大一年级，受

访者3、受访者4均来自大三年级。

四、结果与讨论

在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结束后，

笔者运用EXCEL表格进行了数据统计

及信息整理，仔细研读数据后，数据结

果与讨论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学

习动机、对翻译学习的了解及态度、语

言水平自我评定、学习情绪、学习需

求。

1. 学习动机

（1）变化

学习动机与职业规划息息相关。

调查表明，处于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

学生，在考虑未来从事的工作时，差异

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当职业

译员的比例随年级升高呈递减趋势。

在大二，34.62%的受访者选择毕业后

从事翻译工作；在大三，这一数字为

47.06%；而到了大四，这一比例减少至

26.32%。此外，笔者还发现，大二年级

的受访者在面对职业选择时，想法较

大三、大四年级学生更为多样，有

19.23%的学生选择了“其他”选项，而

在大三、大四年级仅有极个别选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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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项的数据。综合三个年级数据总

体来看，对于任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当

被问及职业规划时，选择译员、教师工

作的学生都占较大比重，与公众对英

语专业就业前景的认知较为一致。以

大三为例，大二为例，选择从事译员、

教师、外贸公司职员和其他工作的数

据 比 例 依 次 为 34.62% 、34.62% 、

11.54%、19.23%。

考虑到除职业规划外，还有众多

因素影响着学生的方向选择，受访者

还被要求以多选题的形式，选择自己

最初选择翻译方向及现在翻译学习的

原因。结果表明，在被问及自己最初选

择翻译方向的原因时，绝大多数学生

选择了“未来从事翻译工作”及“希望

硕士阶段在翻译相关领域继续深造”。

而就“应对专四、专八等专业考试”这

一选项而言，大三选择此项的占比较

大二、大四明显较少，为5.88%，非常值

得关注。此外，1位大二的受访者认为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很大，希望

为此出一份力”。

在目前学习翻译的原因方面，相

较于最初选择翻译方向的原因，大四

年级的数据有较大变化。为“应对专八

等专业考试”而学习翻译的比例从最

初的的 26.32%增长至 36.84%；因“对

翻译学习有极大兴趣”而学习翻译的

比例由最初的 21.05%升至 31.58%；而

选择“提高语言能力，暂不考虑硕士及

工作问题”的比例则从最初的 21.05%
下降至 15.79%。以大四年级为例的这

一纵向对比也能够深刻反映出，学生

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学习动机的变

化。

（2）成因

调查显示，随着翻译学习的不断

深入，选择在毕业后从事职业译员工

作的比例呈下降趋势。随后的深度访

谈也印证了这一现象。来自大四年级

的受访者 1表示，“了解之后才发现要

当专职翻译非常难。而且在比赛中经

常拿不上奖，很有挫败感”，于是转而

从事教育行业。来自大三的受访者3则
表示：“最初参加了几场比赛，老师说

我很有天赋，就想从事翻译，但后来发

现做翻译压力特别大，反而想当老师，

我很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周围人

也觉得我适合当老师。”因此，综合来

看，原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

素。外部方面，翻译行业的客观要求较

高，如口译压力大、需要熬夜等，会令

学习者畏惧；老师不适当的赞赏可能

给学生带来额外压力，甚至令其因自

满而懈怠；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可能影

响自身职业定位等。内部方面，翻译学

习难度的不断提升是一大因素，与之

而来的挫败感逐渐消磨学习兴趣；随

着心智的成熟，能够发现自身长处并

做好自我定位；通过实习发现，在其他

行业能够收获更大的成就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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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还印证了大二学生职业

规划较为多样，以及各阶段学生均普

遍以从事翻译工作或在相关领域深造

为出发点，选择翻译方向的问题。受访

者 2表示，自己尚未参与任何实习，现

阶段以英语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大方

向。由此可见，处于翻译学习前期的学

生对自己的发展定位还比较模糊，对

职业规划充满未知和期待，仍存在一

定的理想化，也因此目标更为长远，更

关注语言能力的综合提升。相比之下，

处于翻译学习中、后期的大三、大四学

生因面临升学、就业问题，有着更为明

确的短期目标，受访者 3表示，自己在

初期热情较高，会主动收集“中国日

报”等资料进行对比练习，但在如今想

当老师后，只有在面临CATTI、专八考

试时才会集中地练习翻译。受访者1则
表示，会利用碎片化时间浏览翻译公

众号推送，但现在还没有开始为专八

考试集中练习翻译。大三年级数据的

纵向对比也进一步说明了，当出现某

些具体任务，如专八考试、CATTI考试

时，尽管翻译学习兴趣由 38.24下降至

26.47%，翻译学习依然会因为学习动

机的转移而继续进行，如因专业考试

而学习翻译的比例由最初的 5.88%上

升至 17.65%，以考证为目的的这一数

据则由11.76%上升至29.4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翻译学习的

难度和翻译行业的较高要求可能令学

习者逐渐丧失对翻译行业的向往，但

并不意味着其否认翻译的价值。受访

者 3就表示，虽然没有当初那么热爱，

但翻译方向课的学习使其强烈地感受

到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令其受

益匪浅。

2. 语言水平评定

（1）变化

通过让受访者对自身中英文的

听、说、读、写能力进行自我评定，发现

随着翻译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对其

语言能力的自信心不断增加，这在英

文方面尤为明显。相比之下，低年级选

择“不太好”选项的比例较高级更多，

甚至在大二年级中，有 11.54%的学生

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非常差”。笔者

还注意到，在英文阅读及英文写作方

面，大三年级中各有 8.82%和 5.88%的

同学选择了“非常好”，这在大二、大四

年级并未见到。同时，整体来看，处于

翻译学习中期的大三学生自我感觉较

为良好，在 8个语言水平评定小项中，

均未出现选择“非常差”的数据。

表1 自我评定英文水平“非常好”及“好”

英文听力

英文口语

英文阅读

英文写作

大二

11.54%
7.69%
19.23%
7.69%

大三

32.35%
14.71%
41.17%
23.53%

大四

21.05%
26.32%
42.11%
31.58%

笔者还调查了各阶段学生是否认

为自己的语言能力能够胜任翻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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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学习，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中文方

面，还是英文方面，学生的自信心都显

著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三年级

中，有5.8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中文能

力“差距很大”，但并没有学生在中文

水平自我评定中选择“非常差”这一选

项，可见翻译中的中文应用有其特殊

性。

（2）成因

由于调查问卷中题目设置为水平

自我评定，回答主观性较强，在深度访

谈中，笔者进一步询问了受访者判断

其语言水平及进退步的依据。访谈结

果表明，学生判断自身语言水平的途

径主要分为两类。客观上，考试成绩的

提高和老师的评价是最直观的评判标

准。主观上，阅读更加顺畅、发音更加

地道等主观感受，以及主动背单词、阅

读原版英文小说等自行制定的学习计

划，也能帮助学生判断自身语言水平。

受访者2表示，在专四辅导课上逐渐能

够在老师限定的时间内读完较长的文

章，自己的口语比以前更悦耳，课后还

用百词斩扩大词汇量。综合两方面标

准来看，受访者对自身语言水平的自

我评定通常有着一定依据，是较为可

信的。

深度访谈还解答了学生对自身语

言水平的逐渐提升的问题。访谈结果

表明，学生们语言水平提升的原因主

要分为两大方面。外部促进因素为学

校开设的高质量课程、实习机会等，来

自河南省的受访者2表示，由于该省高

考听力口语不算分，学校英语课程不

太重视培养听说能力，而现在大学里

的课程灵活许多，极大地帮助其提升

英语水平。内部促进因素则主要是学

生自主制定的语言提升计划，如大多

数受访者目前都有背单词、阅读英文

小说、参加口语辅导班等自我提高的

安排。但比较两者后笔者发现，要提升

翻译能力及英汉语言能力，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并主动寻求提升在其中起

着主导作用，这一现象在高年级学生

中表现更为突出。来自大三、大四年级

的受访者 3、受访者 1均表示“主要还

是靠自己”。

本研究发现，随着学生语言水平

整体上升，学生自信心逐渐增强。丁婷

（2017）的研究也显示，学习者语言水

平越高，其自信程度也越高。此外，相

较于翻译学习的前期和后期，处于翻

译学习中期的大三学生对自身英、汉

语言水平评定时，选择“非常好”的比

例较高，且没有学生选择“非常差”，可

见这一时期的学生整体能力较好，且

个别学生容易处在翻译学习的一个

“小峰值”。据笔者观察，大三学生在这

一阶段刚结束一年的翻译方向课程，

同时往往正在集中备考CATTI、雅思、

考研等大型考试，语言储备及训练经

验都较为丰富，因此自信心较强。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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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还未经历专四考试，语言练习

经历不够丰富，对自身发展规划较为

迷茫、目的性较弱，不能充分了解“高

水平”的评判标准，“低年级”的身份也

使其做出的判断通常较为保守；大四

学生则已基本结束校园生活，考研、找

工作也告一段落，能够深刻体会到“人

外有人”、学无止境的道理，且若硕士

专业、职业选择与翻译无关，则有可能

放弃练习翻译，因此不如还处在能力

高速上升期的大三学生那么自信。本

研究问卷中关于调查学生主动进行翻

译练习频率的数据分析也印证了这一

点，当被问及是否会主动练习翻译或

阅读翻译方面的文章时，选择“总是”

这一选项的比例由大二年级的 0%骤

增至大三年级的 26.47%，随后又跌至

大四年级的5.26%，可见充足的练习量

是学生自信心的一大来源。

3. 对翻译学习的认识

（1）变化

首先，笔者向受访者询问了对翻

译学习的态度，所有学生均认为翻译

学习对英语学习来说“非常重要”或

“重要”，且选择“非常重要”的比例由

大二年级的 42.31%，逐渐升至大三年

级的 58.82%和大四年级的 57.89%，呈

递增趋势。

同时，各阶段的调查数据均显示

学生们认为，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译者，

几大因素的重要性依次为：口笔译经

验、翻译转换能力、学科知识储备、英

汉语言能力，其中翻译转化能力及学

科知识储备两者重要性差距较小。但

当被问及自己在翻译学习中有何短处

时，选择“口笔译经验”一项的比例最

多，且大二、大三年级均有超过 80%的

同学选择此项，因此亟需引导学生获

得口笔译经验积累，以弥补该空白。同

时，认为自己的英汉语言能力是一大

长处的学生比例在各级均排首位，且

在大四该比例高达 73.68%，与语言水

平自我评定中的结果一致，即学生语

言能力随着学习的深入不断提升，基

础知识普遍较为牢固。笔者还注意到，

综合来看，在选择翻译学习中的长处

这一多选题中，选择率随年级上升而

上升，由大二年级的29.8%递增至大三

年级的33.83和大四年级的48.69%，而

在选择短处的另一道多选题中，这一

数字则呈下降趋势，由大二年级的

65.38%递减至大三年级的52.94%和大

四年级的44.9%。

（2）成因

深度访谈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

都十分认同翻译学习对英语学习的重

要性。受访者 4表示，自己对于老师在

课上所说的“翻译是英语学习的终极

目标”这一观点十分赞同，还提出翻译

不仅对英语学习，对于传播各国文化

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受访者3希望

“从大一开始就开设翻译课程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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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课程，两者结合，学生就能更

透彻地体会两者差异，更好地运用这

两种语言”；大二年级的受访者 2则表

示，由于自己在阅读英语文章时，习惯

将英文先脑海中先译成中文再理解，

因此翻译可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文章

大意。此外，大部分受访者都主动谈到

了人工智能给翻译行业带来的威胁。

受访者 2、受访者 4均认为中低水平的

经贸法律翻译确实容易被取代，但较

高门槛的翻译，如文学翻译，依然难以

被机器替代，但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有能力从事这一类翻译；受访者3则表

示“不太看好这个行业，因为在翻译经

验中发现，机器在撰写音频时准确率

可以达到90%以上，且成本较低。”

访谈还进一步揭示了学生们普遍

认为口笔译经验对于翻译实战重要的

原因。受访者 3表示，自己曾帮外校法

律专业老师翻译法律文本，在翻译过

程中，逐渐了解法律文本遣词造句的

一些特定结构，愈发得心应手。此外，

该受访者还提到，在实战中会去思考

怎样让文本格式看起来更舒服，这些

细节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积累经验；

受访者1表示，经验对于翻译工作来说

非常重要，尤其是口译。要补足学生对

于经验的重视及自身经验匮乏之间的

这一空缺，受访者大多从学校和学生

两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受访者1
认为“要靠自己努力，参加比赛实习，

积累经验”；受访者4认为，尽管学校可

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实习机会，但学

生的翻译能力依然排在第一位，不然

也无法胜任；受访者3表示，“学院可以

开设英文公众号，不仅锻炼学生语言

能力，还能传播学校文化；学院还可以

和外校不那么擅长英语的老师合作，

搭个桥，学生帮忙翻译文献资料成本

较低，还锻炼了学生的文字能力。”

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整体来看，

在选择翻译学习中的长处时，选择率

随年级上升而上升，而在选择短处时，

这一数字则呈递减趋势。这一现象与

学生的语言水平自我评定及自信心状

况调查结果相符合，即处于翻译学习

初期的学生在英汉语言能力、学科知

识储备、翻译转换能力及口笔译经验

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而随着

翻译学习的不断深入，各项短板将在

不同程度上被补足。

4. 学习情绪

（1）变化

由于既有文献往往将翻译课堂上

的学习情绪与笔译课（翟秋兰等，

2013）或口译课（丁婷，2017）独立联系

在一起，本研究在调查各阶段学生的

学习情绪时，也以口译课、笔译课分别

设题，且只面对已经真正参与过翻译

方向课的大三、大四年级学生。调查结

果表明，相较于口译课堂，这两个年级

的学生在笔译课堂上更容易出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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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从阶段间变化趋势上来看，在口

译课堂上，以消极情绪占主导的大四

学生比例为 57.89%，较大三年级的

47.06%更多；同时，在笔译课堂上，情

绪 较 为 消 极 的 大 四 学 生 比 例 为

10.52%，也略高于大三年级的 8.82%。

此外，积极情绪方面，口译、笔译课上

大四学生以放松、兴奋等正面情绪为

主的比例均低于大三学生。由此可见，

在翻译课堂上，学生学习情绪有逐渐

消极的趋势，且在笔译、口译两方面程

度较为一致。

（2）成因

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学生在笔译

课上比在口译课上的情绪更加积极的

成因有两大方面。客观方面，老师幽默

风趣、课堂知识丰富实用、选用文本语

言优美、互动频率较多等因素都会令

学生对笔译课更有好感，而口译课上

老师的过度期待、材料语速过快、内容

过难、周围同学表现较好等会让学生

产生挫败感，进而影响学习情绪。主观

方面，自身能力是否能应对课堂内容、

是否渴望获得新知识等是影响情绪的

主要因素。受访者2表示，面对翻译课，

自己的积极情绪更多，因为想要努力

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但在口译课上

“别人都能翻译出来，但是我做不到的

时候，可能会紧张一点”。受访者 3表

示，笔译课上老师选用的散文语言优

美，自己会主动品味英汉两种语言的

差异，这在口译课上是没有的，而口译

课上老师曾经的表扬反而令其压力倍

增，容易出现发挥失常；受访者4表示，

笔译课知识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而

口译课上尽管老师很好、知识丰富，但

由于对自己的能力比较不自信，往往

还是以焦虑、紧张等情绪占主导。

对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翻译

课堂上，学生学习情绪有逐渐消极的

趋势。随后的深度访谈不仅印证了这

一点，还揭示了其成因，即课程难度和

对翻译行业认识的不断深入是其中的

主要因素。受访者 1表示，在翻译学习

的一开始，情绪都是积极的，到后来随

着同声传译等课程的加入，发现要学

好翻译越来越难，情绪逐渐发生了改

变；受访者 3表示，自己逐渐认识到中

低水平的翻译很容易被取代，而要称

为顶尖的翻译又非常难，觉得付出会

得不到回报；受访者 4表示，相较于初

期的翻译课程设置，中期的翻译课程

笔译课过多，忽视了口译课的学习，容

易产生厌烦等消极情绪。因此，在学生

选择方向前，学校应帮助学生充分了

解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状况及翻译

课程的难度，以帮助学生做出最适合

自身的选择。

5. 学习需求

（1）变化

首先，本研究以多选题的形式调查

了各阶段学生最希望从翻译方向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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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结果表明，在语言

能力方面，各阶段学生普遍更希望提升

英文表达能力而非中文表达能力。在大

三年级，两种语言的比例分别为70.59%
和26.47%。同时，处于翻译学习三个阶

段的学生均普遍希望提升口译、笔译实

战能力，对翻译学理论知识需求较低。

以大三年级为例，比例依次为76.47%、

55.88%、23.53%，其中对口译实战能力

的需求较笔译更多。问卷中一道选择三

门对翻译学习帮助程度最大的方向课

的多选题数据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各

年级的学生都普遍选择了英汉/汉英视

译、口译实务这类强化口语实战能力的

课程，而翻译通论、译作赏析、文学翻译

这类笔译理论及鉴赏课程的选择率较

低。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同样是针对翻

译某一具体领域的课程，经贸法律翻译

对学生的帮助比文学翻译更大。此外，

计算机辅助课程在三个年级的数据结

果中选择率均最低。

表2 选择对学习翻译帮助最大的三门翻译

方向课程

英汉/汉
英视译

经贸法律

翻译

口译实务

大二

61.54%

46.15%

65.38%

大三

76.47%

67.65%

52.94%

大四

52.63%

42.37%

52.63%

译作赏析

文学翻译

翻译通论

政治外交

翻译

计算机辅

助翻译

15.38%
26.92%
30.77%

30.77%

23.08%

38.24%
23.53%
17.65%

17.65%

5.88%

21.05%
42.11%
36.84%

47.37%

0.00%

本研究还调查了学生是否认为应

开设针对翻译方向学生的几类课程，

包括英汉语言知识、英汉语言能力应

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西方文学经

典、跨文化能力、跨学科知识、职业工

具应用等。通过对数据统计分析发现，

在三个年级中，认为翻译实践课程“很

有必要”或“有必要”的学生均最多，选

择此两项的比例均在 90%左右，其中

大二年级高达 100%。问卷中一道选择

翻译理论类课程与实践类课程设置比

例的题目结果再次也说明，各年级均

有超过 96%的学生认为实践类课程应

多于理论类课程或应两者并重。而认

为“不太必要”或“没必要”开设的课程

主要为西方文学经典及职业工具应用

课程。

课堂文本方面，三个年级学生的

选择依然较为一致。绝大多数学生认

为应选取报刊时文作为翻译课堂的授

课材料，专八、CATTI等考试试题及《红

楼梦》等中外典籍的选择率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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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最后，笔者在大三、大四年

级中调查了学生认为当前翻译方向课

程设置、教授的技能与选择方向时的

期望是否一致。在此问题上，两个年级

学生的态度基本稳定，均有 76%左右

的学生选择了“较为一致”，个别学生

选择了“非常一致”或“不太一致”，比

例分别为 6%和 16%。总体而言，两个

年级中，65%左右的学生对翻译方向课

程设置“满意”，13%的学生表示“非常

满意”，还有 17%左右的认为“一般”。

由此可见，英语专业翻译方向课程设

置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亟需在了解

学生学习需求等心理状况的基础上，

不断改革完善，以更加高效地帮助学

生提升翻译能力。

（2）成因

深度访谈表明，学生对英文表达

能力需求更大是在与中文需求的对比

下得到的。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两种

语言都需要提高，但英文方面短板更

为突出。受访者 1表示“上过口译课发

现大家中文水平差异不是很大，差异

主要在英文”；受访者3表示，两种语言

都很重要，但由于自己要在中国发展，

汉译英会用得更多，所以觉得英语能

力更重要；受访者 4则表示“目前要提

升英文表达能力，待水平较成熟时，才

会去想中文”。

深度访谈也揭示了学生对实践类

课程的需求较理论类更大，其中尤以

对口译实践课程的需求最为突出的原

因。总体来看，主要原因有实践类课程

能够切实锻炼心理素质、临场反应能

力，提升能力更加直接、快速；理论需

要通过实践来消化；升学及职业规划

更倾向于实战，而非学术方向等。受访

者1表示：“理论对笔译的帮助更大，比

如CATTI考试前很多同学会看武峰老

师写的理论教材”；来自大二年级的受

访者2表示，自己还未接触过翻译理论

知识，但感觉还是实践类课程更加务

实、作用更加直接；受访者3表示，自己

不想走学术路线，而且如果没有足够

的实战经验，很难真正理解所学理论。

对于学生普遍认为经贸法律课程

帮助较大，而文学翻译、译作赏析及计

算机辅助翻译帮助较小的问题，受访

者也给出了其中的可能成因。首先，市

场对经贸法律类的翻译需求较大，且

这类课程涉及的专业术语更多，学生

对此较为陌生。受访者1表示：“真正在

职场上，口译很少涉及文学，比较多政

经”；受访者4表示，经贸法律翻译课程

真正起到了帮助学生认知一个新鲜领

域的作用：“这类术语都比较专业，我

们自己不太有机会接触到”。对于帮助

较小的文学翻译及译作赏析课程，受

访者普遍认为这类课程确实带给了学

生美的感受，但翻译家们的翻译技巧

却是很难学会的，因此从提升能力的

角度看，不够务实。学生普遍认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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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辅助翻译帮助较小的原因则主要由

于对该门课程认识不足。访谈发现，所

有受访者对该课程授课内容及学习目

标都不明确。但是，樊丽月等（2016）的

调查指出“在语言服务信息化高速发

展下，英语专业本科生作为语言服务

产业的主要力量之一，应及时跟进市

场需求掌握CAT技术。”因此学校亟需

加快相关课程在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

合理优化。

课堂材料选取方面，深度访谈中

的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将报刊时文

作为课上练习文本，选择原因主要有

学生对时事热点兴趣较浓、用词新颖

且贴近生活、可以帮助熟悉西方思维

等。此外，对于是否应该采取CATTI考
试常见的材料，即政府工作报告用作

课堂文本，其他受访者也均表示，这类

文章由于其用途特殊，政治色彩浓厚，

语句过于要求严谨、篇章结构较为固

定，在现阶段学习的意义不大。对于中

外典籍，受访者3表示，“这更多是翻译

的一个升华，可以陶冶情操，但只有小

部分人能全职做这个。”；受访者4表示

“典籍有一种历史感，和现代有些脱

节，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功利、现实一

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在学

习动机部分发现，处于翻译学习中、后

期的大三、大四学生在学习翻译时目

标导向性较为明显，即大部分人只有

在面临考研、专八、CATTI等考试时才

会集中练习翻译，但在这类试题中最

常出现的散文、政府工作报告等材料

却并不是学生们最乐于选择的学习文

本。其原因可能在于当目标与兴趣不

一致时，兴趣将成为学生做出选择的

最大动机来源，正如尽管大四学生面

临含有翻译题在内的专八考试，但由

于对翻译的学习兴趣不断下降，练习

频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最后，研究调查了大三、大四学生

认为当前翻译方向课程设置、教授的

技能与选择方向时的期望是否一致。

深度访谈中，学生的观点主要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认为“较为一致”，不一致

的地方主要在于口译方面。受访者1表
示口译课程难度跨度太大，需要加一

些过渡性的课程，比如视译课；受访者

4表示，“选的时候以为最起码口译和

笔译应该是并重的，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是比较偏向笔译”，尽管难度较大，

仍应增加口译相关课程。另一类则表

示选择方向时没有具体期望。受访者3
表示，因为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应该期

望什么样翻译课程，能提升翻译能力

即可，现在上起课来感觉也还好。

总体而言，访谈中的所有受访者

都表示目前的翻译课程尚可以接受，

但同时已提出了各自的一些建议。受

访者1除提出要增设视译课外，希望能

减少笔译理论课的比重；受访者2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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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口译实践类课程，理论类课程

可以适当结合练习，帮助学生积累翻

译经验；受访者3认为理论类课程不仅

应减少比重，保留部分还应重新整合

课程设置，避免出现多门课程内容发

生重合的情况，同时还提出，希望每门

课程在学期初都能对学期课程计划及

学习目标进行介绍，让学生从更宏观

的视角了解知识体系框架，老师还应

及时对学生作业作出反馈，为学生指

出努力的方向；受访者4除提出增加口

译课比重外，希望学校多邀请翻译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设讲座，帮助学

生开阔视野，充分满足各类学生的学

习需求。

五、结语

本研究以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

的翻译学习为切入点，运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究了这

一学生群体在翻译学习不同阶段的心

理状况，并从学习者视角解读了各阶

段变化可能的背后成因。研究发现：1）
职业规划方面，随着翻译学习的不断

深入，希望毕业后从事专职翻译的学

生比例不断下降；处于翻译学习初期

的学生职业规划更为多样化；2）学习

动机方面，翻译学习中、后期学生的任

务驱动型学习占主导；3）语言水平方

面，总体上，课程切实帮助了学生提升

英语综合能力，进而逐步提升学生胜

任翻译方向课的自信心；4）对翻译学

习的认识方面，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绝

大多数学生都认可翻译对英语学习的

重要性，而口笔译经验又是成为一名

优秀翻译所需具备的第一大条件，但

学生普遍缺乏此类经验；5）学习情绪

方面，处于翻译学习中、后期的学生在

口译课堂上比在笔译课堂上更易出现

消极情绪，且随着课程难度不断加大，

学生在口、笔译课堂上的情绪都趋于

消极；6）学习需求方面，各阶段学生均

普遍希望提升翻译实战能力，对翻译

学理论知识需求较低，其中对口译实

战能力的需求较笔译更多，同时普遍

希望选取报刊时文作为翻译课堂材

料。

本研究对于完善本科阶段英语专

业翻译方向教学有一定启示意义，即

教育者应在充分了解学生在翻译学习

不同阶段的心理状况的基础上，调整

课程设置并给出指导意见，进而最大

程度地满足学生的各类需求，更加高

效地培养出高质量的翻译人才。在教

育实践中，学校层面，应对翻译方向课

程进行重新整合，适当增加口译课比

重，优化笔译理论课程设置，开设高水

平翻译讲座，在选择方向前介绍行业

发展前景等；教师层面，应在开课初期

向学生详细讲解该学期教学内容，选

取学生喜闻乐见且有学习意义的文本

进行练习，对学习作业做出及时反馈

等；学生层面，一旦在充分了解翻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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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选定方向后，应加强学习翻译

的决心与信心，不断夯实英汉基础语

言知识，主动参加翻译比赛、实习，积

累口笔译经验等。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关于学生心理状况的调查结果

主观性较强，且学生的发展眼光往往

不够长远，对翻译学习的认识可能存

在偏差，难以从全局性的视角看待翻

译教学体系，因此得出的教学建议科

学性有待考证，同时还需结合特定院

校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第二，本研究

通过总结已有文献，选取最为常见的

几大因素进行调查，未能结合理论框

架进行深度分析。未来研究可考虑通

过整合众多心理因素研究框架，并使

用 SPSS中的相关性分析，进一步探讨

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的心理状况。

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

一学生群体心理状况的关注，以期更

全面地了解其语言水平、学习动机、学

习态度、学习情绪、学习需求及各因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有的放矢地设

置和安排翻译教学活动，在充分尊重

学生意见、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同

时，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需要的综合

型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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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s at Different
Translation-Learning Stages of English Majors

with Translation Orientation
MA Xueting XIA Ya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116044,China

【【AbstractAbstract】】In the field of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ew empiri-
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English majors with translation skills reinforced in a
specific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he studies on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is group of
subjects under the effects of learner factors are in a dire need,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adopts a mixed approach to explor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ransla-
tion learning and interprets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he changes at various stages from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 with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give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lleges,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This study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for English majors with transla-
tion orient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KeywordsKeywords】】translation learning; psychological states; different stages; English ma-
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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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 ESP教学飞速发

展，为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我国

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建设真正考虑了学

生将英语和自己的专业能够结合起

来。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师发现

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并不太乐观，口

语交际意愿较低，而课程教学并没有

起到真正的作用，学生不能用英语去

解决问题。教学如何做好听说平衡，成

为教学成功的关键。学生的输出是对

输入的知识的内化并能够在特定场合

加以运用，所以学生的输出能力必须

加以重视。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是语言

学习过程中一个相辅相成的环节，而

教师往往只注重语言的“输入”，而忽

略了语言“输出”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

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输入”-“输出”

理论，聚焦ESP教学下，大学生交际意

愿的情况，以及影响交际意愿的因素。

二、文献综述

1. 专门用途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需

要而学习语言的一种途径（Hutchin⁃
son&Waters, 1987），Robinson（1989）给

ESP下定义是“一种”以语言学习为目

的的服务教学”。专门用途英语（Eng⁃
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简称 ESP）是一

种基于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模式，其

内容和方法以学习者的学习目的为出

发点，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

定需求开设的英语课（王友良，2008）。

ESPESP教学下非英语专业学生教学下非英语专业学生
课堂内交际意愿研究课堂内交际意愿研究

—— 基于某高校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案例研究
武雨晴① 赵秀艳②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 连 116000 中国

摘 要：听力和口语是一对典型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听力水平影响学生的输入，口语水平
学生的输出。本研究以输入-输出理论为基础，通过交际意愿问卷，焦点式写作收集数据，考
察了某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46名本科一年级学生交际意愿及口语水平和听力水平之间的关
系。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际意愿与听力水平不相关，但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之间有显著性
相关关系；而影响学生课堂内的交际意愿主要有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旨在通过本研究能
为ESP听力和口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建议与启示，帮助促进学生的听力和口语学习。
关键词：交际意愿；听力水平；口语水平

①武雨晴，女，硕士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

②赵秀艳，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外语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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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视英语为媒介或载体，一般使用的

是原版全英文专业教材，以专业知识

为主要教学内容，目的在于让学生直

接学习专业领域内西方原创的、较先

进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李红，2018）。所

以，口语水平不同，听力水平也不同的

学生，在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出现

了“听说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故本研

究专门探讨了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中

学生英语交际意愿及口语水平和听力

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学生学生

交际意愿的因素。

2. 交际意愿

交际意愿这一概念最早由McCro⁃
skey等提出，关于交际意愿的研究开

始于以 MacIntyre 为代表的北美作者

(彭剑娥, 2014)，研究初始，主要探究的

是交际意愿与学习者个体因素之间的

关系，其中研究表明，交际意愿与自我

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最高。

国内关于交际意愿的研究发展的

较晚，关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实证研

究，例如(胡越竹, 2016）证实了学生的

学习焦虑与交际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

性。除了学生个体因素差异，也有关于

教师因素对学生交际意愿的影响的研

究，林殿芳（2018）探讨了影响学生课

堂交际意愿的教师因素，发现课堂管

理、教师授课方式以及教师的专业素

质等因素。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关于交

际意愿的研究对象多为非英语专业的

大学生，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英语交际

意愿普遍较低（王兰兰, 2015) ，影响学

生交际意愿高低的主要因素包括自我

效能、焦虑水平、个体特征、学习动机、

课堂环境等（陈传斌, 2012; 荆燕，

2013）。综上所述，在国内交际意愿的

研究中，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大学

英语中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研究视角

也主要聚焦于宏观角度考察学生的交

际意愿，从而忽略了学生本身的学习

能力对交际意愿的影响，鲜有学者探

讨学生在ESP教学下听力水平与交际

意愿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聚焦在ESP
教学下，基于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探

讨学生听力水平和交际意愿之间的关

系，以及其他影响学生课内外交际意

愿的因素。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重点探讨ESP教学下学生

听力水平和英语交际意愿之间的关

系，以及影响学生课堂内外交际意愿

的其他因素，因此主要回答以下两个

问题：

（1）ESP教学下，非英语专业学生

英语交际意愿是怎样的？

（2）ESP教学下，非英语专业学生

课堂内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东北某外国语大学商学

院 2019级中抽取 3个自然班，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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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别是财务管理、金融学和市场

营销共计 46名学生，均为大一非英语

专业学生。三个班级均修《商务英语视

听说》课程。该课程每周有两节，共持

续18周，最后一周的课堂进行考试。

3.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采用石运章（2008）的课堂

内外交际意愿量表，该问卷一共包括三

个部分，但本研究只采用问卷的第一部

分和第三部分，即背景信息和课内学生

二语交际意愿，其中背景信息部分主要

用来探究研究对象课内交际意愿情况以

及影响因素和研究对象的语言技能。量

表课内交际意愿部分共25个题项。为了

方便阅读以及让学生更好的理解，问卷

整个用汉语编写。该问卷也被国内其他

学者采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焦点

式写作参考Zarrinabadi(2014:288-295)
研究中的编写方法并加以调整，一共包

括三部分，分别是描述课堂内愿意和不

愿意的交流情景、交流时的感受以及原

因。微信回访主要是针对焦点式写作和

交际意愿量表分析结果，抽取十名学生

通过微信进行一个半结构化访谈。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问卷发放前，由研究者告知该

问卷发放的目的，承诺答案只用来本

研究的分析。本研究以自然班为单位，

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剔除3份规律性

作答问卷，共回收42分有效问卷，将问

卷成绩与学生口语与听力考试期末成

绩进行相关分析。

除此之外，本研究采用焦点式写

作的方式，让学习者对自己的英语口

语交际意愿进行自我报告，分析影响

学习者交际意愿的其他原因。焦点式

写作要求学生报告最愿意和最不愿意

用英语交流的情况，和他人用英语交

流时的感受记忆愿意交流和不愿意交

流的原因，数据收集后进行编码，而后

对数据进行质性分析。然后在研究对

象中，根据方便抽样原则抽取十名同

学通过微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学生

主要阐述对于口语、听力和交际意愿

之间的影响关系。

四、结果与讨论

交际意愿作为学生对语言运用能

力重要体现，通常被用来衡量学生的语

言输出水平，作为外语教学重点培养的

能力。但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

过程，所以听力和口语之间必然存在联

系。本研究依托于ESP教学下的商务英

语视听说课堂，对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

和听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该研

究采用石运章 (2008) 的课内交际意愿

量表，运用里克特五级量表的计分方式

对学生的交际意愿进行了调查。

1. 交集意愿情况

通过背景信息部分了解，学生最

愿意说英语的情况是“双人对话”，量

表统计中选择“双人对话”占71.7%，超

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在和双人小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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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时，最愿意讲英语（如图 1）。在焦

点式写作中就有同学表示“课堂上，我

最愿意和我的同伴讨论时说英语，我

不会紧张”，也有同学说“我的同伴和

我的英语水平差不多，所以我愿意和

他讨论，因为他说的话我能听懂”。而

最不愿意说英语的情况是“全班发

言”，其次是“老师提问”和“小组讨

论”，因为学生认为当众讲英语会害怕

犯错，害怕被嘲笑。例如有同学在写作

中提到“我不喜欢在全班同学面前发

言，可以说是很抗拒，因为我会紧张”。

这说明课堂中提供适合学生用英语表

达的环境是影响学生口语交际意愿的

重要因素，原因是在小组活动或者是

结对活动中，学生对环境比较熟悉Ed⁃
dy-U（2015: 43-55）。

关于影响学生课堂上说英语的主

要因素是什么？学生选择最多的就是英

语水平（71.74%），其次是自信（69.57%）
和课堂气氛与环境（65.22%）（如图2），

这说明影响学生口语交际意愿的主要

因素还有自身的英语水平。在焦虑写作

中有学生陈述到“有时候因为词汇有限

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不喜欢说英

语”。这说明学生认为自己的语言水平

会影响自己用英语讲话的意愿。学生的

英语水平和自信与口语交际意愿有很

大的关系，例如有学生写到“我喜欢和

我水平差不多的人讲英语，不喜欢和那

种比我厉害的学生讲英语”。

2. 交集意愿、口语水平及听力水

平之间的额关系

研究者对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

课内交际意愿量表的 KMO 检验值

为 .810，并且Bartlett 球星检验结果显

著（p = . 000 <. 05），适合做因子分析。

研究者对问卷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分

析过程遵循两个要求：（1）当某一个变

量同时存在在两个因子上具有大于.
50的负荷量，并且两者之间差距不大

时，则将其从量表中剔除；（2）当某个

变量负荷量弱，则将其从量表中剔除

（秦晓晴, 2009）。原问卷中共 7个题项

被剔除。对量表的内在信度分析结果显

示，Cronbach's Alpha 值为 . 948 > .900，
表明量表的内在信度很高，该量表适合

做统计分析。

为了解输入水平对输出水平的影

响，本研究对交际意愿、听力成绩和口

语成绩进行了相关检验。其中听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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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和口语成绩是学生商务英语视听说

课程的期末成绩。交际意愿主要是学

生课堂内的量表成绩，通过对以上三

个变量做相关分析后的结果如下：

（1）对口语成绩和听力成绩作相

关分析后发现，P = .019 < .05, Pearson
相关系数 r = . 362。说明两者之间具有

正相关关系，学生具有较高的听力成

绩，往往口语成绩也会较高，即听力水

平和口语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如表1）

（2）但是对交际意愿同听力成绩

作相关分析后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但相关性不大，由于P>.05，所
以两者之间的不相关性并不显著。也

就是说明听力水平高对口语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但并不太影响学生的交际

意愿。

但在研究者通过微信对14名同学

进行回访后发现提到“听力会对其交

际意愿”产生影响的学生占总数的 2/
3。但我们从学生的表述中分析得知，

学生认为自己的交际意愿和谈话对象

有关，例如有同学提到“特别影响，老

师讲的我要是听不懂，就不能回答，答

非所问。如果同学说的听不懂，那我就

会感到自己太菜，说出来就是出丑”。

虽然我们从量表分析结果来看，并不

能看出学生的交际意愿与听力水平之

间的相关关系，但从微信回访中我们

可以得知，听力会影响学生的交际意

愿，这一研究结果与陈珊珊（2019）的

量化研究结果一致，口语交际意愿与

听力成绩具有相关性，听力水平对交

际意愿衬上显著性的促进作用。

2. 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还通过焦点式写作对影响

学生交际意愿的因素做了如下质性分

析，发现影响学生口语交际意愿的因

素主要有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

环境因素。课堂环境或者说课堂

氛围是影响学生课堂内英语交际意愿

的重要因素，合适的交流环境、熟悉的

话题极大影响学生的交集意愿。（1）话

题熟悉度；大部分同学都提到了“如果

话题是我熟悉的，那么我愿意讲英

语”，受研究条件限制，后研究者在微

信进行了一个小的访谈，同学 Z回答

“因为我能听懂同伴的讲话，同时我也

有话说，这会让我有很高兴趣去和同

伴用英语交流”。话题熟悉度是学生在

课堂内用英语交流的重要影响因素，

熟悉的话题会让学生更有信心表达自

己的观点，正如Cao (2014) 在研究中发

现熟悉话题会影响交际意愿。（2）交流

环境；同学H在写作中提到“所有人都

很安静的时候，很尴尬，我跟不就不愿

意说英语了”，所以课堂学生讲英语的

大环境是对学生的交际意愿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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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内外许多研究中也发现，很多

研究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周围缺少使用

英语交流的机会和环境（王兰兰,
2015）。在 SLA中，语言环境就是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创造相对全英

语的环境是有利于学生的口语表达的

锻炼。

主体因素。（1）学习者因素；学习

者对自身英语水平的评价、自我效能

感、焦虑感（郭本禹 姜飞月, 2008；胡越

竹，2016）等因素都会影响学生英语交

际意愿，同学L在写作中提到“我害羞，

也害怕，所以在课堂上不愿意说英

语”。由此可知，学生的性格是导致其

英语交际意愿高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2）教师因素；教师是影响学生课

堂内交际意愿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教

师反馈，积极的反馈可以促进学生的

交际意愿，因此教师在对学生的口语

进行反馈时，要增加鼓励性话语，例如

同学Z也提到“像我们做pre，就会准备

很久，当我们得到老师的夸奖时，就会

很开心，就觉得下一次更有信心”，这

一发现与林殿芳（2018）对于影响学生

课堂交际意愿的教师因素中的研究结

果一致，即积极反馈对课堂交流意愿

的影响要高于消极反馈。

五、结语

本研究发现交际意愿总体情况处

于中等水平，并不太乐观，听力水平和

口语水平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其中

影响口语交际意愿因素有环境因素和

主体因素。并基于研究结果得出以下

教学启示：首先教师应该设计合理的

课堂活动，听说教学比例合理分配，在

课堂上给学生创造合适的交流环境，

但教学最终的目的不尽要学生能够完

成课堂内的交际任务，还要能够将英

语作为技能去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交

际任务。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样

本数量小，并且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

并不能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焦点式写

作数据以及微信回访数据，在日后的

研究中要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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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中国科技典籍，传播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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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典籍翻译及研究现状、传播效果，

等等。为此，本文作者对王宏教授进行

了两次专访（刘性峰，2019）。以下为王

宏教授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访谈录

（二）。

刘性峰（以下简称刘）：王教授好！

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上次我

们就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许多话题对

您进行了访谈，涉及科技典籍的界定、

翻译实践及研究现状，尤其重点探讨

了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特质，即，它的

哲学性、文学性、科技性。

王宏（以下简称王）：你好！很高兴

再次接受你的采访！

刘：今天，我们会就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的其他话题继续对您采访，比如，

译者研究、一般理论与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理论研究的关系、中国古代科技

术语翻译、中国科技范式与西方科技

范式之间的会通、翻译教学、翻译批

评、翻译史、出版与传播等。

王：对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对于当

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发展意义重

大。

刘：是的。首先，能否请您谈一下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译者应该具备哪些

能力？

王：好的，这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实践必须讨论的问题，对于相关翻译

批评及传播效果研究也至关重要。这

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对于任

何翻译都会涉及译者的翻译能力问

题，不过科技典籍翻译在这方面更为

突出。首先，就语言来看，译者需要英

语语言娴熟，同时精通古汉语，并掌握

基本的中国训诂学知识。

刘：这些对于理解中国科技典籍

作品以及用英语表达至为重要。

王：是的。另外特别重要的是，译

者最好能够熟知相关中国古代科技知

识，因为有时候对于科技典籍理解的

困难并不仅仅由于语言知识的匮乏，

更重要的是古代科技知识的匮乏。

刘：是不是说，采取与科技专家合

作翻译的模式比较好？

王：是的。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强调

“团队协作精神”，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更是如此。我提倡寻求以外语为母语

的专家合作，同时寻求与科技典籍方

面的专家合作，这能使我们对于原作

的理解更为精准，译文的表达更为地

道。

刘：“合作模式”值得倡导。另外，

还有一个重要话题，即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译者主体性应该如何体现？之所

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相比较而言，

文学作品的翻译较能体现译者的主体

性和创造性。不知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

王：这个问题很好。大家一般认

为，科技典籍翻译是紧贴原文，译者几

乎没有主体性可言。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尤其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这是由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与原作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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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关。中国科技典籍是用古代汉语

写成，古汉语以简洁、无句读、多义、不

同学者的训诂解读、多版本等为特征，

这些特征会让读者陷于“理解之困”。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如何理解原作，其

实就变成了一种对原作的诠释和解

释，这种诠释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译者

的主体性。其次，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

的，中国科技典籍的哲学性、文学性很

强，这两种特征更需要译者的主体诠

释。最后，中国古代科技不同于当代科

技，这种不同科技之间的“隔”，或称为

“范式差异”尤其需要译者的主体介

入。这是因为，当代的国际科技基本上

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科技范

式为主宰，科技术语、理论框架等都是

以这种范式为圭臬。在这种语境下，理

解中国科技典籍就需要跨越这种范式

之篱，进入中国古代科技之思。这一过

程需要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在翻译成

另一种语言时，用什么样的科学范式

（术语、概念、理论框架等）来翻译原

作，更需要译者彰显其主体性。因此，

可以说，中国科技典籍翻译呈现出很

强的译者主体性。

刘：这么说，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中

译者的主体性不亚于其他题材翻译。

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这种主体性的

程度如何？

王：谈论译者主体性，就要谈论这

种主体性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主要

受制于原作中的科技内容。因此，译者

须以原作中的科技内容为准绳，不可

以任意发挥，随意创制。

刘：感谢王老师的深刻剖析。我们

对于该领域译者的主体性有了新的认

识。下面能否请您就中国科技典籍翻

译的理论研究谈一下您的看法？

王：好的。我们在上次的访谈曾提

到，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历史并不

长，相关研究也不是太多。我认为，当

下该领域急需拓展相关理论研究，使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更具科学性、

规范性、系统性。目前已有的翻译理论

其实也可指导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

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依据中国科

技典籍翻译的实际情形，借鉴其他可

以借鉴的理论，描述此类文献的翻译，

并解释此类翻译现象。

刘：这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的核心，也是当下该领域研究急需加

强的地方。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并且是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尤其需要注

意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

译，能否请王老师就这个话题谈谈您

的看法？

王：好的。同其他题材的典籍作品

相比，术语在中国科技典籍中占有更

为重要的地位。以中医为例，这一领域

的术语十分丰富。一方面，既要理解中

医术语的真正所指，又要结合西医及

目的语读者期待，将中医术语译出；另

一方面，还要保持术语的一致性。

刘：就是说，要注意中国古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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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翻译的个别性与统一性。

王：是这样的。

刘：下面请王老师谈一下中国科

技典籍翻译对于中国科技现代性的影

响好吗？

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古代

科技与域外科技一直处于交流之中，

当然，这一过程是时断时续的。据《中

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1975: 1-2），

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 2世纪传入

日本，6世纪传入欧洲。至此，中国古代

科技不只同周边国家，也同更远的非

洲、欧洲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科

技交流关系。尤其是到了明末清初，众

多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带来了

西方的科技知识，同时也将他们感兴

趣的中国科技，如《农政全书》中记载

的科技知识，带回自己的国家。可以

说，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古代科技影响

了世界科技的进程。在这之后，西方科

技则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这种影

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中外科技交流

过程中，翻译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中西科技范式差异巨大，如何跨越不

同科技范式，使它们对话，最终达至会

通，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诸多角

色，如诠释、协商、侵略，以及我们至今

尚未发现的角色。我们知道，在向西方

学习方面，日本比中国要早，因此，在

这一时期，有一些中西科技交流活动

是由日本做“中间人”，例如中国当代

的许多科技术语便是通过日语转译过

来的，如“美学”“哲学”“农学”“抽象”，

等等。

刘：翻译对于中外科技交流至关

重要，但是翻译到底在中外科技交流

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的确十分

复杂，绝不是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

个对立的词就能评定的，需结合具体

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

做通盘的考虑和研究。

王：是这样的。

刘：王老师，我们都知道，中国科

技典籍和西方科技典籍既有相似之

处，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翻译中国

科技典籍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求同

存异，让西方读者感知中国古代科技

独特思维方式、观察方法？

王：你这个问题涉及科技典籍翻

译策略的制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

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科技独特的研究方

法、策略和理论。中国古代科技既有与

西方形式逻辑相近的方法，如形式逻

辑，也有自己的辩证逻辑，以及观察和

实验方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

古代科技更有属于自己的、殊异于西

方的科学方法，例如象思维之取象比

类、取象运数，等等。简言之，中国古代

科技方法可归纳为辨类、取数、宜物。

我认为，行之有效的中国科技典籍翻

译策略应该是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

平衡。也就是说，既要重视传递中国古

代科技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察方法，同

时又要努力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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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

刘：谢谢王老师！下面请您谈一下

训诂学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有何影

响，好吗？

王：感谢你今天提出这个有意义

的问题！中国古代汉语在其漫长久远

的发展演变长河中形成了丰富的诠释

传统——训诂学。训诂的条例有形训、

声训、义训；训诂的方式有互训、推原、

义界；训诂的方法有据古训、破假借、

辨字形、考异文、通语法、审文例（郭在

贻，2005: 1-2）。无论是一般的汉语典

籍，还是具有专业内涵的科技典籍，都

被后代读者进行延绵不断的解读。中

国语言文化史就是一部训诂、注解、诠

释史。对《周易》《论语》《道德经》《庄

子》等著名典籍的解读自不必说，对中

国科技典籍的诠释也是如此，关于《墨

子》较为著名的诠释研究当属孙诒让

的《墨子间诂》，《黄帝内经》比较著名

的注释之书有三家，即王冰、张介宾与

杨上善。大致来说，训诂学从两个方面

影响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一方面，从纵

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典籍作品

大都一直处于被不同学者解读的过程

中，这种解读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下，多

与训诂学有关。因此，可以借助于训诂

学更好地理解中国科技典籍作品。另

一方面，我们今天在做科技典籍翻译

实践和研究时，如果碰到较难理解的

问题，依然可以求助于训诂学的某些

具体方法。在翻译中国科技典籍时，许

多译者会参考前人的训诂成果，例如，

不同学者对原作的注释、注疏、诠释

等。这有助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也

对译文的诠释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刘：应该说，训诂学对于中国科技

典籍翻译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

研究来说，都很重要。

王：是这样的。这方面的研究还较

少，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刘：是的，王老师。我们知道，翻译

教学十分重要，能否就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教学也谈一下您的看法？

王：好的，这个话题值得我们重

视。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

思考：教材编写、考核方式等。首先，就

教材编写而言，专门的科技典籍翻译

教学方面的书还没有，即便是我们编

写的《中国典籍英译》（2009）也没有选

入科技方面的典籍作品，实为遗憾！有

的一般的翻译教材会选择个别科技典

籍片段，如《黄帝内经》《墨子》等。所

以，当下急需编写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的专门教材。

刘：王老师，如果编写这方面的教

材，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一方面，选择领域应该尽可能

广泛，不能仅局限于某几个领域；另一

方面，选择典籍宜难度适中。教材内容

的选择既要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又

要考察国外一般读者市场的需求，遵

守“务实、有效”的原则。

刘：现在请王老师就中国科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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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翻译人才培养谈谈您的观点，好吗？

王：好的。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是中国科

技典籍翻译研究人才的培养。早在十

几年前，汪榕培教授就提及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典籍翻译人才面临“青黄不

接”的问题。当然他主要是针对具备翻

译典籍作品能力的译者，这方面的问

题日趋严峻。而相关研究方面的人才

倒是愈来愈多。科技典籍翻译人才的

培养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与一般典籍

翻译相比，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还需要

译者具备相关科技领域的具体知识，

这对一般译者而言，是比较高的条件。

本来熟练掌握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的人

才就比较少，再加上英语还要优秀，这

种人才就更难寻觅了。

刘：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些高校专

门培养此类人才。

王：是的。这种人才的培养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一两年的翻译硕

士也难完成。必须建立系统的、科学的

培养体系，从大学一年级就抓起，甚至

从本科到硕士，拿出五六年的时间集

中培养学生翻译科技典籍的能力，这

样才有可能。我们不但要培养学生的

双语能力、双文化能力，尤其要系统培

养学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知识。甚

至可以让学生采取跨学院选课的方

法，比如，可以让学生选训诂学课、中

国古代科技史，以及具体的古代科技

领域的课程。

刘：我认为，您刚才说的系统的、

科学的培养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王：是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修

修补补的“隔靴挠痒”式的方式无济于

事。

刘：下面，能请王老师谈一下中国

科技典籍翻译批评研究吗？比如，批评

标准、批评因素、与其它典籍翻译批评

的比较，等等。

王：好的。这是任何一类翻译研究

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其实，翻译批

评贯穿翻译全过程。这里，我仅强调一

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批评之中国古代

科技属性的再现与翻译效果。很难用

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好的翻译，什么

是差的翻译。将一般翻译批评理论和

典籍翻译批评理论用于科技典籍翻译

批评时，一定要考察中国科技典籍翻

译的特殊性。如前面所说，中国科技典

籍翻译在属性（跨语言、跨文化与跨科

学范式的交流）、翻译策略、传播方式、

目的语读者、译者等方面都有别于一

般的翻译和一般的典籍翻译。因此，中

国科技典籍翻译批评要注意其自身的

特质。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科技典

籍翻译尤其要结合其科技性（科技内

容），以及它与西方现代科技的异同，

不只对比两种译文的文字对应与否、

文化对等与否，更需要考察两种译文

在科技内容的传达效果如何。除此之

外，也应该特别考察中国科技典籍译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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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收效果如何，这

应该成为此类文献翻译批评的重点考

察对象。无论对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

的海外传播，还是对于中国科技话语

体系的构建，都十分重要。

刘：您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科技典

籍翻译批评研究更应该关注此类文本

的特质。

王：是的。如果仅从一般翻译和一

般典籍翻译的角度，都无法全面，更无

法彰显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批评的特

质。

刘：是这样的。王老师，我一直有

一个想法，就是编撰一部中国科技典

籍翻译辞典。请您就此谈谈您的想法

好吗？

王：任何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之

一，就是该领域辞典的编写。你的想法

很好！一部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辞典对

于该学科的发展与对外交流大有裨

益。然而，这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

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探讨过的，中国古

代科技领域十分宏大，内容极为丰富，

较难用一两部辞典涵盖其中。所以，就

翻译领域而言，可以做不同领域的辞

典。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先编写中国古

代科技术语翻译辞典。当然，这种辞典

最好先从一般术语做起，比如中国古

代科技核心术语，然后再延伸至不同

领域的术语翻译辞典。

刘：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王：是的。所以，我这里特别强调，

作为外语专业的研究者，要研究中国

古代科技的翻译问题，与相关领域学

者的合作、学科互补十分重要，否则很

难做好。这应该是这一领域研究必备

的条件，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标配”。

刘：王老师，您有好几部中国科技

典籍译作在国外出版，并赢得广泛赞

誉。请您谈谈中国科技典籍译作出版

问题好吗？比如选材、出版方式，等等。

王：好的。其实，这是将中国文化

由“走出去”推进到中国文化“走进去”

的十分重要的一环，也是提高这一工

程效果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就中国

科技典籍译作的出版来看，在以译入

语为母语的国家出版，要比在我们国

内出版更有利于提高译作的海外传播

效果。我之前提过“借船出海”的说法，

就是这个意思。就选材而言，应该考察

一下原作是否可能为译入语读者喜

爱。我建议最好选择一些影响较大、又

从没有人翻译过的科技典籍作为翻译

对象。这样做一是填补空白，二是挑战

自我。我主持翻译的《梦溪笔谈》这部

巨著以前就没有英文全译本。我喜欢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可能是我的性格使然。除了翻译《梦

溪笔谈》之外，我完成的大部分中国典

籍英译作品，如《明清小品文》《国语》

《墨子》以及《清代城市生活长卷》《中

国古代传统游戏与玩具》《教育理论与

实践探索》等都是首次翻译且有相当

的难度。另外，我喜欢采用“合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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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合作译者

之间能互明互鉴、取长补短、反复推

敲、反复修改，大幅提高翻译质量。当

然，“合作翻译”对翻译合作者也有一

定要求。两人必须有主有次，真诚合

作，主译者在译文定稿时必须拿出真

知灼见。

刘：王老师，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

话题未谈及，就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史，请您谈谈您的观点好吗？

王：好的。这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实际上，就我们

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很难对中国科

技典籍翻译史梳理出一幅十分明晰的

路线图。现有研究也多以零星介绍为

主，多考察西方科技翻译为汉语的历

史。李未醉、魏露苓写过一本专著《古

代中外科技交流史略》（2013），该书主

要介绍中国古代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科

技交流，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同亚洲以

外国家的交流，尤其是欧洲国家。另

外，该书以介绍技术交流为主，如建筑

技术、丝织技术、造纸技术、制陶技术、

印刷技术、造船与航海技术等，对于中

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科技典籍翻译的事

实所述甚略。由此看来，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史的系统编写需要付出长期巨大

的努力才可以完成。

刘：最后，能否请王老师谈一下中

国科技典籍译作海外有效传播途径？

王：好的。这是中国科技典籍外

译，或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走出去”效

果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科技典籍能

否“走出去”的关键。其实，关于中国文

化、中国典籍传播的研究已有不少成

果。不过，有关中国科技典籍的传播研

究相对较少。这值得大家关注。我想指

出的是，现有研究，包括前面提及的中

国传统文化、中国典籍作品的传播等

相关研究，其本质是“线性的”，即多关

注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忽略了传播

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以及信息接收者

的主体性，即他们如何解释译文。如果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更能体现中

国科技典籍传播发生的真实情形。

刘：感谢王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王：也谢谢你提出这么多有意义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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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航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海

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凸显了研究、对外译介我国古代航

海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我国航海史

上，伟大的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

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

亚、印度洋沿岸、非洲等 30余个国家，

堪称一项人类文化交流的壮举。作为

郑和下西洋重要史料之一的《星槎胜

览》一书，详细记载了明代通事费信随

郑和船队亲身所至的众多亚洲国家的

地理、政治、农业、手工业、风俗、宗教

等情况，更特别补充了郑和船队抵达

访问的三个非洲国家的基本情况，是

“西洋三书”中记载国家和地区数量最

多的一部著作。该书对于研究 15世纪

亚非各国的社会面貌极有价值，是研

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

籍之一（张箭，2005）。1996年，由英国

汉学家米尔斯（J. V. G. Mills）翻译的

《星槎胜览》英译本正式出版。

作为一部反映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的航海典籍，《星槎胜览》的英译过程

自然应该置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宏

观语境中进行考察。中西方文化的“异

质性”拉大了原文与目的语读者之间

的距离（孙艺风，2004）。反映到语言层

面，原文中的某些词汇在目的语中或

基于航海典籍基于航海典籍《《星槎胜览星槎胜览》》的古代社会文化的古代社会文化
专有项英译研究专有项英译研究
吴丛竹① 刘迎春② 季 翊③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 连 116026 中 国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 济 南 250103 中 国

摘 要：航海典籍《星槎胜览》详实记载了郑和船队的海外见闻。本文以英国汉学家米尔斯
《星槎胜览》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以翻译学者艾克西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理论为依据，对
译本中的社会文化专有项英译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米尔斯总体上倾向于采用文
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和方法，将原文中社会文化专有项承载的文化信息完整地译介给英语世
界的读者。希望本研究能够为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
鉴。
关键词：航海典籍《星槎胜览》；社会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和方法

①吴丛竹，女，本科生，研究方向：航海典籍翻译

②刘迎春，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典籍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③季 翊，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典籍翻译、海洋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外海洋文化交流历史文献的整理与传播研究”（项目编

号：17JZD049）和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重大专项课题“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海洋文化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

号：19VHQ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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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不存在，或许由于意识形态、使用方

法的不同会造成两种语言中文化信息

的不对等，这就会引发翻译过程中的

信息不对等甚至信息空缺，造成目的

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障碍。西班牙翻

译学者艾克西拉（J. F. Aixela）将这类

词汇定义为“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
cific items)（2007），提出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应该重视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

通和移植，以方便目的语读者对于原

文文化的审视与理解。而依据美国翻

译理论家奈达对于文化划分的五个类

别（1945）：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

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文化专有

项也可以进行相应的类别划分。例如，

《星槎胜览》中涉及大量人物身份、计

时以及计量等关于社会生活的文化词

汇，真实反映了 15世纪亚非国家的生

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等社会

文化情况。因此，我们将这类词汇定义

为“社会文化专有项”。翻译这些社会

文化专有项时，能否恰当保留其中的

社会文化要素，既不丢失原语的文化

内涵，同时又不对目的语读者产生晦

涩难懂的阅读困扰，就成为了检验译

者外译工作是否得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

二、《星槎胜览》中社会文化专有

项翻译分析

针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艾克西

拉提出了 11种翻译方法，并按照对原

语文化的保留程度，将这 11种翻译方

法进行了划分：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

下的重复法、字母转换或译音法、语言

（非文化）翻译法、文内解释法和文外

解释法，以及文化替代性翻译策略下

的使用同义词法、有限泛化法、绝对泛

化法、归化译法、删除法和自创译法。

通过仔细比照《星槎胜览》中英版

本，笔者统计整理出《星槎胜览》中的

主要社会文化专有项 30余种，并参照

艾克西拉所提出的翻译方法对其进行

归类，详见表1。
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米尔斯翻

译社会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艾克

西拉的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下翻译方

法。限于篇幅，我们仅选取部分译例来

分析米尔斯《星槎胜览》英译本中的社

会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

1. 音译法

艾克西拉的转换拼写法是指在不

同的语言中转换字母体系或译音。然

而，艾克西拉提出的方法是针对西方

拼音语言提出的，具体应用于汉译英

时，由于中文属于象形文字，因而转换

拼写法相当于中英翻译中的音译法

（石春让 陈泉有，2018）。米尔斯参照威

妥玛拼音法翻译人名的例子很多。

例 1：传闻释迦佛经此山，浴于水

(费信，1436/2019：45)
The story goes that when Sākyamu⁃

ni came through these islands, to bath in
the water.... (Mills, 1996:62)

米尔斯将“释迦佛”音译为“ Sāky⁃
amuni”。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一人物

名称以及名称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只是

一种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因而没

有必要进行多余的赘述。采用音译法

翻译文化专有项中的人名，能够确保

英文读者更直观感受异域风味，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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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探索东方人文历史知识的兴趣。

2. 语言（非文化）翻译法

借助目的语的互文性语料库，或

借助于文化专有项语言上的透明性，

译者从译入语中选择意义相近但更易

于理解、又能使读者识别出原语文化

体系的译文（Aixelá, 2007）。此法相当

于直译法。但如果译者过多使用音译

法翻译原文的社会文化专有项，会使

译文过分异化，超出读者的理解能力，

给阅读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故米尔

斯采用语言（非文化）翻译法来翻译社

会文化专有项，以降低读者的阅读难

度。

表1.《星槎胜览》主要社会文化专有项英汉对照及翻译方法统计

社会身份

官职身份

纪元名称

计量单位

风俗习惯

社会活动

原语

主翁

妾

道士

正使太监

天使

番兵

官兵

永乐七年

汉初

宣德七年

元时

一两四分

七十余里

七两五钱

二十贯

锭

金钱

壬子

丈

椎髻

樵汲

崇佛讽经

拜天

庵观

西域

释迦佛

目的语

lord and master
concubines
Taoist priest
principal envoy the Grand Eunuch
celestial ambassador
foreign soldiers
officials and soldiers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Yung-lo
in the early Han period
the seventh year of our Hsüan-te reign
during the Yüan period
one liang four fen

seventy li

seven liang and five ch’ien
twenties strings
ingot
gold coin
jen-tzu
chang
Knot up their hair in a chignon
cut fuels and draw water
worship Buddha and chant sutra
worship heaven
monasteries and Taoist temple
The western region
Sākyamuni

翻译方法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音译

音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

音译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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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

等（费信，1436/2019：5）
The Emperor ordered the principal

envoys, the Grand Eunuchs, Cheng Ho,
Wang Ching Hung and others....(Mills,
1996:31)

“正使太监”这一官职名称彰显了

郑和的重要身份，如果使用音译法，英

语读者依旧不理解郑和本人在下西洋

过程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故米尔斯

采用语言（非文化）翻译法对此社会身

份表述进行翻译，完整地解释了郑和

的身份，将其更准确地表达给西方读

者。

例3：船人斋沐三日，崇佛讽经（费

信，1436/2019：13）
The sailors fast and bathe for three

days, worshiping Buddha and chanting
sutras（Mills, 1996:40）

“斋沐”和“崇佛讽经”是水手们为

了航程能够平安顺利而为船舶与随船

人员进行的祈福仪式。如果使用音译

法，此处则会显得过于异化，故米尔斯

采用直译法将其分别译为“fast and
bathe”和“worshiping Buddha and chant⁃
ing sutras”，这样既完整地保留了原语

文化，又减轻了英语读者的阅读难度，

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3. 语言（非文化）翻译法加音译法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一种翻译方

法往往很难表述清晰，需要两种翻译

方法结合，这样既不破坏原语的异域

文化，又不给英语读者的阅读造成障

碍。

例 4：考之肇启汉初，传至我宣德

七年(费信，1436/2019：23)
If one examines it,［it means that

their history］began in the early Han peri⁃
od and has been transmitted down to the
seventh year of our Hsüan- te reign
(1432).(Mills, 1996:46)

“宣德”是明代第五位皇帝宣宗朱

瞻基的年号，采用音译法保留了文字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而对“七年”采用

直译法进行翻译更符合英文的表述习

惯。故米尔斯采取了语言（非文化）翻

译法与音译法并用，提示了中国明代

的年代文化，译文清晰、易读。

例 5：金抵纳即金钱也，每四十八

个，重金一两四分。(费信，1436/2019：
35)

The gold ti- na is［their］gold coin.
Every forty- eight of them weigh one li-

ang and four fen of gold.（Mills, 1996:57）
传统重量单位“两”和“分”在英语

中没有对应的社会文化词汇，米尔斯

进行音译，将“一”和“四”进行直译。这

种语言（非文化）翻译法加音译法的方

法更加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原文的内

涵。

4. 音译加文外解释法

面对较为晦涩难懂的文化专有

项，米尔斯采用了音译法，并辅以文本

外解释，即在文外增加脚注、尾注、词

汇表、评论性文字或在括号中提供译

文，使用斜体字等解释形式来完整表

达原文的内涵。

例6：俗以海鲃代钱，通行于市，每

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贯 (费信，1436/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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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customary, instead of money, to
use cowries which are current in the mar⁃
kets; every ten thousand cowries are the
equivalent of the twenty strings in
Chung- t'ung paper money.(Mills, 1996:
43)

该例的脚注较长，笔者只截取部

分内容示例如下：

The use of cowries was also noted
by Ma Huan and Wang Ta- yüan but
Wang gives a different exchange rate:
see Rockhill“Notes.”pp.105.110 Mills,
Ma Huan, p.107; TICL, pp.114 and
117n.2. Pelliot (552) thinks that the ex⁃
change rate in HCSL is wrong: it should
be twenty- four taels or liang instead of

“twenty strings”; moreover, since the re⁃
al value of Chung-t'ung paper money in
terms of silver was only about one tenth
of its nominal value, ten thousand cow⁃
ries should have had a real value of c.24
taels in mid- fourteenth century Siam.
For the use of cowries and other curren⁃
cies in Siam, also see Wicks, Money,
Markets and Trade, especially pp.164-
166.170- 182. In the Ming period cow⁃
ries were not only used in Siam but also
in Yünnan. the Maldives, Bengal, etc.

考虑到英文读者可能不熟悉古代

东方世界的计量单位，音译的译名对

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米尔斯在此处添

加脚注，进一步解释该计量单位以及

换算方法，为读者补充了英语文化中

缺失的东方社会文化信息，这有利于

西方读者理解原文，减少文化误读。这

种音译加文外解释法使译文既简单易

懂，又向西方读者简要介绍了中国古

代的纪元文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不

再赘述。

5. 语言（非文化）翻译加文外解释

法

当语言（非文化）翻译法不能帮助

英文读者充分了解原文所蕴含的社会

历史文化信息时，米尔斯还采用添加

脚注的文外解释法来补充相关的历史

信息。

例 7：盖其地甚瘴气 (费信，1436/
2019：79)

Because the land has very pestilen⁃
tial vapour(Mills, 1996:87)

该例的脚注较长，笔者只截取部

分内容示例如下：

“Pestilential vapours”or“malaria”
The CLHP version follows the TICL
more closely:“Men and women...sleep at
night without covering their bodies.
When trading-junks arrive there, all the
women come aboard to trade. Many of
the men[on the ships] contract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eight or nine out of ten die.
This is due to the malaria prevalent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obscene behavior [of
the natives].” See Rockhill,“Notes,”
p.259; Ptak, “Some References to
Timor,”p.38. It is not clear what diseas⁃
es were meant, but European sources al⁃
so state that Timor was an unhealthy
place; see, for example, Matos, Timor,
p.19. The Chinese were afraid of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deep south of

Translation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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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own country.
该例中的文化专有项“瘴气”是我

国中医文化中的特有术语，专指我国

南方热带原始森林中动植物腐烂后而

生成的毒气，因其湿热蒸郁的特性而

往往致人疾病。在《星槎胜览》中，费信

记载了郑和船队到达吉里地闷（今东

帝汶）之后的见闻：这里高温多雨，森

林繁茂，瘴气极多，到访客船多有人员

感染瘟疫。因此，费信使用了传统的中

医文化专有项“瘴气”来解释东帝汶类

似于我国南方密林的地貌特征和社会

情况。米尔斯翻译该文化专有项的时

候，首先采用语言（非文化）翻译法将

“瘴气”直译为“Pestilential vapours（会

导致瘟疫的蒸汽）”，然后通过文本外

添加脚注的形式进行完整的解释说

明，方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术

语的文化内涵。

三、结语

综上，在翻译《星槎胜览》中的社

会文化专有项时，米尔斯总体上倾向

于采取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下的音译

法、语言（非文化）翻译法、语言（非文

化）翻译法加音译法、音译法加文外解

释和语言（非文化）翻译法加文外解释

等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完整准确地

将原文社会文化专有项所蕴含的中国

古代社会文化信息译介给英语世界的

读者。米尔斯的译文无疑加深了西方

读者对中国古代航海文化的认识。希

望本研究能够为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研

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助力中国传统

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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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外语论坛》征稿启事

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简称NALLTS），是立足于东北亚旨在促进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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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者的科研教学文章，提供学术交流和教学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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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必须是中、英文双语。

3. 作者来稿要求提供作者信息，即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附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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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Calls for PapersCalls fo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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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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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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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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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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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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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Office AbroadEditorial Office Abroad：：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TEL:TEL: 469 867 2050
Email: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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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翻译》期刊征稿启事

為促進中國商務翻譯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活躍和發展，提高商務翻譯人才培養的品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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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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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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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CI-SSH（ISTP）國際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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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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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實踐從業人員常年徵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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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英文书名的用原英文书名，没有英文书名的请自译为英文。参考文献以APA格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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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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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CALL FOR PAPERS
Business TranslationBusiness Translation, Periodical of SIBT, Periodical of S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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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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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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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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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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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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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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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OfficeEditorial Office（（ChinaChina）：）：
Email:Email: sibt_j@163.com ; 1034501032@qq.com
TEL:TEL:0411-84710460; 15640288993
Add: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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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2019 NALLTS
Northea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NAL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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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2019 NALLTS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was undertaken b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The co- organizer was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Nearly 50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 125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submitted their academ⁃
ic papers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hich was to be included in CPCI - SSH. 8 Chinese
or foreign experts made keynote speeches. In addition, 30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group dis⁃
cussion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I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6th, 2019, Wen Xu,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 Southwest
Universities, made the welcome speech.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by Professor Liu Chengyu,
from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Jia Haoquan, the represen⁃
tative of 2018NALLTS host made a speech. A total of 14 experts and scholars served as honorary
presidents of NALLTS, chairman, executive chairman, deputy chairman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
dent; 20 peopl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universities were elected the standing
directo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During the two days of the meeting, a total of 8 keynote speakers presented their papers at the
meeting, and more than 50 teachers presented their papers respectively in the 2 discussion groups.
The 8 keynote speeches were hosted by Ren Yuxin, Professor of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 Guangsheng, Professor of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u Yanhui,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nomics; Ding Junhua, Secre⁃
tary General of NALLTS. And the Parallel Session was hosted by Dr. Gong Tenglong and Dr.
Huang Lei,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During the two days, Peofessor Li Zhengshuan fro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Wang Yan from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Professor Liu Chengyu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Professor Ren Yuxin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ofessor Jerry Blitefield from Univer⁃
sity of Massachusetts; Professor Wen Xu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rew Avitt from Il⁃
linois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Fu Guangsheng from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
sor Francisco Aguirre from Azuse Pacific University gave their keynote speeches, the titles in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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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order being“Trans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n Litera⁃
ture”,“新时代我国多语教育及其研究视角概览”，“变异语用学视角下民族身份差异与致歉

言语行为研究”,“The Physics of Rhetoric:An Original Theory”,“About the Auth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Effects on Student Reading and Writing Self Efficacy”,“文化教学与研究：问题与思

考”,“Peer Feedback”.
I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6th, two discussion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topics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literature &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research, and the papers were presented. After the keynote speech in the morning of No⁃
vember 16th, the conference was closed.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NALLTS was hosted by Professor
Ding Junhua, Secretary General of NALLT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Dr. Gong Tenglong and Dr.
Huang Lei made summary statements about paper presentations and group discussions. Professor
Wang Mei reported the results of submitting papers and announced the list of awarding papers.

Ding Junhua, Sectory General of NALLTS and Zhang Jun, Assistant Sectory General handed
NALLTS flag to 2020 NALLTS organiz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made the speech. Finally, Professor Zhang Shaojie, Chairman of NALLTS, made the closing speech.

2019 NALLTS received 168 papers in total, 118 papers were selected to be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
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Translator: Hao Bo, Secretary of NALLTS Organiz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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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CPCI-SSH)》论文

暨2020 NALLTS国际会议文集

征稿启事

2020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2020 NALLTS）将于 2020年 10月在南宁师范

大学（广西）进行（见2020 NALLTS二号通知），现在继续面向境内外征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

学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学术论文。论文入选作者参加2020 NALLTS，并在论坛分组

会议上进行论文宣读摘要发言和交流，入选论文将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进入美国汤森

路透社主办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录索引(CPCI-SSH)》数据库检索，同时中国知

网（CNKI）、万方和超星将全文收录。进入CPCI-SSH检索的此国际会议文集，在很多高校被

视为重要科研成果。论坛将分期组织优秀论文评奖并颁发获奖证书。2019 NALLTS十一月

份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收到论文168篇论文，经审改后入选118篇论文编辑进国际会议文

集（Proceedings of The 2019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本次学术论文征集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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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每篇论文要求A4纸（4号字）6页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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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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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研究；6. 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价研究；7. 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初审：主办单位组织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初审。入选论文篇数原则上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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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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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统一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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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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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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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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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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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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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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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美元）或承办方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正规发票。

投稿和联系方式：投稿信箱：info@nallts.com 和 1034501032@qq.com
论坛网站：www.nallts.com
联 系 人 ：郝 博 024-31994562 564028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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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封二）

本论坛秘书长丁俊华教授、秘书长助理张俊博士与南宁师范大学代表承

办单位交接会旗，并作为2020NALLTS承办单位代表致词，最后论坛主席张绍

杰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2019 NALLTS秘书处收到168篇论文，经审改后选118篇论文编辑进

入国际会议文集Proceedings of 2019 NALLTS，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