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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中, 传统的应试 教育带来 了相当 大的负 面影响: 注 重语言 本身而 忽视
文化教育, 将语言和文化人为地割裂开来, 导致课堂教 学的单 调乏味, 学 生的学 习积极 性受挫, 大 大降低 了英
语教学的效果。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育培养文 化意识, 利 用文化 导向式 教学模 式, 有助于 全面培 养学
生主动学习、自我完善的意识, 从而为跨文化交际打下坚实的基础, 推动学生英语综合运用 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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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e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of
Culture Awareness i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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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art of language teaching , culture teaching has been neglected at schools or universities to varying degrees.
The traditional exam-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which puts more emphasis on language than culture has brought about negative
effects on languag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leading to the boredom in language classroom and the students. loss of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e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warenes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ill help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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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的全部, 大部 分时 间和精 力花 在查 词典、记单 词、分 析句
子结构上, 较 少注 意整体 篇章, 跨 文化 理解能 力差 , 在实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国家教 育部统一制 定了大 学英语

际应 用语言时错误不断 [1] 。
( 一) 读写教学

教学大纲, 以上海外语教 育出 版社 5 大学 英语6 为代 表的
几套统编教材在全国各 类高等 院校推 广使用, 87 年 开始实

当今社会信 息和 文化交 流异 常活跃, 阅读仍 然是 人们
获取信息的主渠 道。当前 大学 英语 教学仍 以传 授语言 知识

施全国大学 英语 四、六级 考试, 这 些都对 大学 英语 教学起
到了积极的 推动 作用。随 着改 革开放 的深 入发展, 中国迅

为主, 即把阅读看 成是读 者通 过视 觉感官 接受 文字符 号信
息, 运用词汇、 语法知 识, 经过 大脑 解码以 实现 对文 章字

速地走向世界, 社 会上 对大学 毕业 生的英 语运 用能 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以语言系统/ 形 式为本的 语法结构大

面意义理解 的过 程。在实 际教学 中, 相当 一部 分的教 师将
一篇篇思想内容 连贯、生 动有 趣的 课文肢 解成 支离破 碎的

纲以及大学英语教学中 普遍的 应试 教育所 带来 的负 面影响
日益突出: 一方面, 传 统的外 语教 育观深 深地 束缚 着大学

语言 材料; 与 此同时, 学 生把 阅读 看成是 对印 刷符号 的解
码, 将词汇、语 法结构 作为 理解的 唯一 前提。这 种教 学模

英语教师 的手 脚, 教学 中孤立 地、单一 地、为照 顾语 言本
身的系统性 来分别介 绍语 言现象, 注重语 言本 身而 忽视文

式助长了学生对 语言 形式的 过于 依赖, 扼 杀了 创造性 的思
维能 力, 使得 学生始 终都 处于一 种被 动接受 的状 态, 不可

化教育; 另一方面, 学 生把学 习语 法和词 汇当 作外 语学习

能主动地、有 意识 地通过 归纳 总结、联 想等手 段, 自 觉实

X

[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2008-05- 26
纪莹 ( 1974-) , 女, 江苏泰州人, 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 院讲师, 浙江 大学外国 语学院英语 语言文学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50

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

2008 年第 4 期 ( 总第 150 期)

现科学的阅读过程。
传统的英语 教学 表现 在写作 上, 则是 让学 生去记 一些

三、跨文化教育的内容

写作套路, 背一些范 文, 因而 过多 地控制 和限 制了 学生的
思维及其在 写作内容 与语 言形式 上的 发挥; 过 于强 调写作

跨文化教育的真正目 的是 帮助 我们对 文化 差异变 得更

基本知识和 用外语遣 词造 句的能 力, 使得 学生 在学 习了近
十年的英语 之后仍然 无法 以外语 思维 方式创 造性 地、合乎

加敏感, 在 相 互理 解、相 互尊 重 的基 础 上接 受 异族 文 化,
同时以全新的 眼光认识本族文化, 以实现多 元文化的 共存。

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 中式英语0 问题比比皆是。
( 二) 听说教学

通过跨文化教育, 可以培 养学 生对 不同的 文化 持积极 理解

/ 聋哑英语0 一直是社会各界对大 学英语教 学具有代表
性的评价之 一。在进 入到 二十 一世纪 后, 听说 的重 要性日
益受到语言 学界与外 语教 师的重 视。但当 前的 听说 教学往
往忽视与语 言材料有 关的 社会文 化知 识介绍 , 材料 内容脱
离一定的社 会情 境, 有 些文 字 并非 来自 日 常生 活 中真 实、
自然的语言。对于语言输 出在 / 说0 方 面的 操练 仍然 停留

的态 度, 从而 对语言的内涵有深入的把握 [ 4] 。
关于语言教 学中 所涉及 的文 化内容, 胡文仲 和高 一虹
在 5外语教学与文化6 一书 中提 出了 五个 方面 , 并勾 勒出
[ 5]
一个文化教学 的框架。
笔者认为, 跨 文化教育的 内容可以
概括 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一) 有关世界观、价值观方 面的。在世界 观方面, 仅
从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 来看, 东 西方 文化就 有着 截然不 同的

在过去重视 语言 结构、忽 视语 言意义 的水 平。与写 作教学
中类似的辞 不达意、前 后缺少 关联 等违反 真实 交际 原则的

看法。西方文 化认 为, 人应 该主宰 自然, 自 然是 人的 征服
对象。与此对 应, 东方 文化 认为, 人 与自然 是一 种协 调关

问题在 口 语 教 学 中表 现 得 更 为 严 重, 学 生 因 / 怕 说0 而
/ 不说0 , 大大挫伤了学习的积极性, / 哑巴英语0 的问题并

系, 人类不是 改造 自然, 而 是适应 自然。价 值观 作为 一个
抽象的概念很难 把握, 但 是可 以通 过语言 的或 非语言 的行

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为模式表现 出来。在 跨文 化交际 过程 中, 人们 往往是 通过
了解隐藏在文化 深层 里的价 值观, 来加深 对跨 文化交 际的

二、语言、文化与外语教学

理解 。
( 二) 言语 行 为 的文 化 特 性 方面 的。 语言 在 语 音、词

关于英语教学是否 应该导 入文 化教育 的问 题早 在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就已引起我国 语言教学 界的关注, 其 重点在

汇、语法等方 面反映 出一 定的文 化痕 迹或文 化因 素, 具体
分为无 等值 词、有 背景 意 义的 词、有 文 化感 情 色彩 的 词、

于外语教学 以及文化 与语 言的关 系。跨文 化交 际学 作为上
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跨 学科研 究新 领域在 外语 教学 中的渗

成语典故、名 言警 句、客套 用语等。 言语代 码所 具有 的文
化特 性可以帮助语言学习 者调 解因 文化差 异造 成的语 言冲

透促使人们 达成 共识, 即 学习 外语必 须结 合文化, 只注重
语言的形式 而不注重 语言 的内涵 是学 不好外 语的。 在这样

突和对立。实 践证 明, 通过 谚语、格 言等口 头传 递价 值理

的新形势下, 我们有 必要 对语 言、文化与 外语 教学 进行再
认识。
语言与文化 有着 密切 的关系, 语 言反 映一 个民族 的文
化, 同时又受到文 化的 影响 [ 2] 。英 语教 学是 语言 教学, 当
然离不开文 化教 育。海姆 斯认 为, 仅仅学 习某 种语 言是不
够的, 还必须学习怎 样使 用那 种语言, 即 必须 掌握 使用那
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 力 [ 3] 。因 此成 功的 外语 教学 不仅 要培

念的 方法是学习了解某一文化的最佳途径之一。
( 三) 非语 言 交际 方面 的。非 语 言行 为 与语 言 行 为一
样, 因文化 的 不同 而被 赋 予不 同的 意 义。在 社 会活 动 中,
非语 言交际在许多不同场 合可 以发 挥语言 所无 法发挥 的作
用, 能够帮助 确定信 息的 真实性 和准 确性。非 语言交 际以
往多被看作是体 态语 的代名 词, 其 实它的 范围 远远超 过了
单纯 的体态语。从 目光接 触、面 部表 情、触觉 习惯、 嗅觉
态度 、外表举 止到空 间概 念、时间 使用都 属于 非语言 交际

养纯语言能 力, 即造 出一 些意 义正确、合 乎语 法规 则的句
子的能力, 还必须 使学 生具备 语言 的社会 运用 规则 方面的

的范畴。非语言行 为在交 际中 显示 出的独 特功 能是不 言而
喻的 。

知识并能够 运用 它 们, 也就 是 具有 言语 的 得体 性 的意 识,
或称社会文 化能力。外 语教学 的根 本目的 就是 为了 实现跨

鉴于我国英语教学是 一种 国际 通用语 言教 学而非 一般
的二语教学或外 语教 学, 人们 不仅 需要以 英语 为媒介 同以

文化交际, 就是为了 与不 同文 化背景 的人 进行交 流。仅能
够运用 语 法 上 正确 的 外 语, 并 不 能 足以 与 外 国 人 打好 交

英语为母语的人 进行 交流, 还 要同 以英语 为非 母语的 人交

道。听、
说、读、写四会能力是跨文 化交际的重 要基础, 但
是它远不是 问题全部。 在与有 着不 同文化 背景 的对 象交际
时, / 如何说0 、 / 不 说什 么0 有时 候 比 / 说 什么0 更 加重
要。
全面提高外 语教 学的 效率和 质量, 培 养学 生的英 语综
合应用能力, 是 跨 世纪 的中 国 高等 教育 的 一项 紧 迫任 务。
为了适应这 一新形势, 我们需 要认 识到外 语教 学是 跨文化
教育的重要 一环, 把 语言 看作 是与文 化、社会 密不 可分的
一个整体, 并在教 学大 纲、课程 设计、教 材 编写、课 堂教
学、语言测试以及外语的第二课堂等方面全面反映出来。

流, 在 交 流 中 不 仅 要 接 触 母 语 英 语 文 化 ( English- based
cultures 即以英语为母语的各种文化) , 还要接触应 用英语文
化 ( English- using cultures 即以英语为第二母语 或外语 的各种
文化) , [ 6] 这样的英 语应用 环境 决定 了我们 的跨 文化教 育必
须注重交际能力 的培 养而非 简单 的文 化知识 的积 累, 同时
也不 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文化。
前些年, 外语 界普 遍存在 一种 片面的 看法 , 即认 为汉
语是学习外 语的 干扰。事 实上, 母 语既有 干扰 又有帮 助作
用, 母语文化 对外来 文化 既是一 种抵 制力, 也 可以是 一种
推动 力。汉语 语言文 化和 英语语 言文 化的巨 大反 差, 使两
种语言文化的对 比有 相得益 彰的 认知 效果。只 有深刻 理解
并掌握本族 文化, 才 可发 挥已有 知识 的作用, 找出英 语语

纪莹等: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育培 养文化意识

51

言文化及其 他目标语 社团 文化与 本族 文化的 差异, 从多重
角度判断和 理解 这些 文化差 异, 从而 培养 文化意 识, 以实

( 三) 在写 作 教学 方面, 针对 中 国学 生 的作 文 缺 乏中
心、连贯性 和组织 性, 以及 / 绕弯 子0 文 体的 特点, 教师

现有效的跨 文化 交际。从 这个 角度而 言, 跨文 化教 育对于
弘扬本族文化、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具有重要意义。

不应单纯从技巧 上训 练学生, 而应 重视汉 语所 代表的 东方
文化和英语所代 表的 西方文 化在 语言 层次、思 维方式 和叙

四、跨文化教育的方法

事结构等层面上 的差 异以及 同一 词语 的不同 文化 内涵、同
类语篇的不同结 构, 对语 言的 各种 变体从 文化 的角度 进行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在 2007 年 新颁布的 5 大学英 语课程

分析阐述, 保证学 生的语 言输 出既 符合语 言规 范和言 语行
为准 则, 又符 合文化 规范。课 外的 写作练 习应 与单元 主题

教学要求6 中明确指出, / 设计大学英 语课程时 应充分考虑
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 的传授。[7] 0 为了贯

及课堂活 动 密切 相关, 通过 扩 展活 动帮 助 学生 深化 思 考、
学以 致用, 锻 炼书面表达能力。

彻这一精神, 上海外 语教 育出 版社、北京 外语 教学 与研究
出版社重新修 订 了 5 大学 英 语全 新 版6 、 5 新 视野 大 学英

五、结束语

语6 、 5 新编大 学英语6 等多套 系列教 材, 在语言 输入、课
文选材、练 习设计方面无一例外地体现了 课程文化的 特点。

中国的大学 生是 在中国 文化 环境中 学习 英语的 。这个

5新编大学英语6 ( 第 二版) 在前 言部分 就明 确指出 / 在让
学生了解英 语国 家文 化的同 时, 还要 培养 他们表 达、传播

环境既指生 存的 外部文 化环 境, 也指 个体的 心理 环境, 即
受中国文化 制约 的行为、 认知模 式等 等。这两 种环境 的综

[ 8]
本国文化的能力0 。
5 大学英语全新版# 综合教 程6 中所选
课文体裁多 样, 不仅 有叙 述性 和描述 性文 章, 也有 论述文

合作 用, 决定 了中国 大学 生学习 英语 必有的 特点。从 本质
上说, 教中 国 人学 英语, 是让 两 种文 化 相互 碰 撞和 融 合;

和说明文。随着语言 水平 的提 高, 课文选 题由 表层 文化过
渡到中 层文 化 ( 制度 文化 ) 和 深层 文 化 ( 观 念 文化 ) , 例

是在 业已形成的中国语言 文化 环境 中对英 语语 言文化 进行
移入 、吸收和 消化, 进而 在学 习者 身上生 成双 文化能 力的

如, 第三册 中的 Civi-l Rights Heroes; Security; 在第四 册中更
是直接涉及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的主题。

过程 。
利用文化导 向式 教学模 式, 可以 将纯 语言教 学转 化成

作为大学英 语教 学的 组织者 和实 施者, 在 进行上 述教
材的教学活 动中, 英语 教师应 该成 为不同 文化 的中 介者和

教授学生掌 握另 一种语 言文 化体系 , 并用该 体系 认知、感
受、阐释同一 个物质 世界, 帮 助学 生通过 语言 文化的 共核

解释者。在各阶段的 教学 过程 中, 力求以 新颖 多变 的形式
吸引学生, 及时地通 过文 化上 的对比, 提 高学 生对 文化的

部分的相融以及 相异 部分的 对比, 以具有 敏感 性和理 解性
的世 界公民身份实现文化融合、交际通畅。

敏感性, 培养文化意 识, 使学 习者 有意识 地把 握那 些渗透
在语言中的 文化 现象, 主 动地、自 觉地进 入目 标语 的思维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 入文 化教 育培养 文化 意识有 助于
学生掌握与外语 有关 的社会 文化 知识 的内涵, 培养学 生对

和认知模式 中, 使课 堂教 学尽 可能地 接近 真实情 境, 成为
真实而有意义的语言实践活动。

外国文化的积极 态度 和使用 技能, 为跨文 化交 际能力 打下
坚实 的基础, 从而推动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具体方法如下:
( 一) 在 听说 方面, 尽量 选 用现 实生 活 中 语言 形 式正
确、语言运 用得体 的材 料, 加强 语言使 用的 真实 性, 注重
生活用语。除在大量 消化 和吸 收语言 输入 之外, 开 展师生
之间真实而 有意义的 对话 或讨论, 如组织 学生 观看 英文经
典电影、新 闻时事报道; 鼓励学生与 native speaker 面对面交
谈, 让外籍教师把 自己 在中国 亲身 体会 到的 跨文 化交 际中

[ 参考文献]

[ 2]

刘 润清. 英语教育研究[ 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 2004.
胡 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 3]

出 版社, 1999.
Hymes, D. 1970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In Gumperz,

[ 1]

的障碍告诉 学生, 帮 助学 生直 接感受 到文 化差异, 了解文
化特性, 学会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和语用 层次上认 知、理解、

J. J. and Hymes, D. (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容忍这种文 化差异, 有 意识地 参照 得体恰 当的 文化 背景来
准确有效地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 4]

梁镛, 刘德章. 跨文 化的外语 教学与 研究[ M ] . 上海: 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二) 在阅读方面, 在给予一定的 文化背景 知识介绍的
前提下, 引导学生采 用各 种阅 读策略, 对 阅读 材料 进行自

[ 5]

胡文仲, 高一虹. 外 语教学与 文化[ M ] . 长沙: 湖 南教育
出版社, 1997.

下而上的解 码, 再结 合已 掌握 的语言 知识、其 他专 业知识
和逻辑推理 能力进行 自上 而下的 推测 和纠正 , 从而 达到对

[ 6]

许 力生. 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 出版社, 2006.

阅读材料快速而准确的理解。在课堂教学 中针对课文 话题,
结合真实 世界, 建 立真 实语境, 充分发 挥联 想, 挖掘 语言

[ 7]

教育部高 等教 育司著. 大 学英 语课程 教学 要求[ S] . 北
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的深层含义, 开展真 实交 际, 使学 生自觉 地参 与到 学习活
动和语言实践 之中, 充 分利用 课前、 课中、 课后 提问, 将

[ 8]

浙 江大学编著. 新编大学英语( 第二 版) 北京: 外语教学
与 研究出版社, 2007.

语言知识内 化成自身 文化 素质, 并 逐步转 化为 跨文 化交际
能力。

( 责任编辑: 赵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