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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在外语教学中融入社会文化学习
张美秀

厦门大学

摘 要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 社会文化因素不容忽视。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 上进行了对社会 文化能力不足的 原因分析, 并
提出了社会文化教学的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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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D irven 和 Putz 认为外语 教学在过 去 20 年来 只注重语 法与交际 能
力是一个误区, 实际上外语教学应该远远不只是获 得交际能力 ( D irven
and Putz, 1993; H u and G ao, 1997 )。美国外语教学专业议会中加入了社
会文化交际能力的权限。 ∀ 外语习得的首要目的 是交流能力, 而文 化已
经加入了四个传统语言技能领域 # ( R yffe,l 1995: 322) 。因此, 为了 提高
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交流 能力, 社 会文化 层面不 能忽 视。 本文探 讨
了如何将社会文化层面纳入中国大学的外语教学中。

二、文献回顾
1. 文化的定义和分类。虽然许多学者尝试过对文 化作出正式 的定
义, 迄今为止却仍无通用的定义。Hoebel和 Frost( 1976: 6) 定义为 ∀ 完整
的习得的行为模式系统, 是社 会成员的 特征而非 生物遗 传的结 果。#他
们强调, 文化是习得的, 而不是继承。M oran( 2003: 24 ) 对文化的定 义是
有特色的。这一定义首先突出了文化的生存性, 强 调了文化的群 体性、
流变性、境况性。这一定义符合文化哲学、文化人类 学对于文化的 基本
特征的界定。
正如文化具有复 杂的 定义, 对文 化的分 类亦 有 许多 不同 的角 度。
文化通常分为两类: 大文化和小文化前者是指∀ 人 类的文明成就和 贡献
的总和: 艺术, 音 乐, 文学, 建筑, 技术, 科学发现 和哲学。#后者是指 ∀ 人
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 他们吃 什么, 如何谋 生, 他们 对朋友 和亲人 的
态度, 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有何 举动; 他们表 达赞成 和反对 的方式, 他
们必须遵守的传统。#
2. 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 人们普 遍认为 语言和 文化是 相互联 系,
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学习 一种外 语也意 味着学 习该语 言的文 化。
所以二者任何一方或缺都会使得另一方失 去意义。 B yram ( 1989 ) 认为,
∀ 当学习者学习一门语言时, 同时也学习了一种 文化。当他们学着 使用
一门新的语言, 也就是学着使 用一种新 的文化。#语 言文化, 了解他 们,
因为他们学会使用新的语言, 他们学会用一种新的文化。 ∀ 他们学 会在
一种新的文化 中沟通, 特定语言的意义是指向特定社会 群体的文化的,
而理解这些意义涉及对该文 化的分析 和理解。#总之, 语言和 文化学 习
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教学与文化 教学必 须齐头 并进, 语 言教学 中必须 融
合文化学习。
3. 文化与沟通。文化和沟通之间的联系对于跨文 化沟通理解 至关
重要, 因为人们是通过文化的 影响学 会沟通。 文化不 仅支配 谁与谁 谈
话, 谈什么, 如何使沟通 持续, 它也决定了人们如何解码信息, 理解信息
的涵义, 以及在合适该发出何种信息或不该发 出何种信息。总之, 我们
的交际行为在 很大程 度上 取决 于文 化背景。 沟通和 文化 是密 不可 分
的。
4. 理论的依据。
4. 1交际能力模型。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 社会文化 能力已逐 渐在
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H ym es ( 1964, 1971, 1972 ) 提出了与 Chom sky的
语言 能力相 对应的 交际能 力。在 70年 代末, Can ale , Sw ain ( 1979 ) 和
C anales'( 1983 )扩大了交际能力的 概念。他们 的模型包 含了四种 能力:
语法能力, 社会语言能力, 话语能力和战略能力。更 全面的框架之 一是
由 C elce- M urcia D ornye i和 Thurrell( 1995) 提出的。他们的模型, 如图 1
所示, 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的领 域的能 力: 话语, 语言, 行动或 修辞, 社 会
文化和战略能力。与以往的模 型相比, 社会背 景因素 和文体 适宜因 素
实际上对应于 C anale和 Sw ain模型中的社会语言能力。
4. 2社会文化能力模型。以往的 交际能力 模型中并 未充分包 括社
会文化方面。在由 Celce- M urcia, D ornyei和 Thurrell( 1995) 提出的模型
中, 社会文化能力是作为五个 方面之 一明确 列入的。 它包括 非语言 和
交际者赖以理解并在特定交际活动中作出贡 献的语境知识。它比 的行
动或修辞能力范围更宽, 因为它 包括使 用的 知识与 能力, 规 则, 规范 和
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制约着交流活动的期望。 C elce- M u rcia等 ( 1995:
330

24) 提出的社会文化能力有四个组成部分: 社会背景因素, 文体恰当性,
文化因素和非语言交际的因素。具体来说, 这些因素可以被描述为:

三、对社会文化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1. 文化的复杂性。文化 是一个 复杂的 概念, 教 师很难 在课 堂上把
文化的方方 面面 都穿 插 在内, 最 终导 致 无法 系 统地 学习 文 化。 Stern
( 1983 ) 认为, 文化复杂性 的定义一 直是我们 设计高质 量教学中 的困难
的主要根源, 并在大学的 文化课 程普遍 缺乏理 论和研 究基础。 只要缺
乏足够的研究, 是难以涉及出高品质的 文化教学大纲。此外, 非语言沟
通方面也需要得到提倡。对 语音语 调, 面部 表情和 身体语 言的 正确解
释取决于文化知识, 而这种 解释需要 通过接 触到的 环境和 说话 者不同
的性别, 社会地 位, 或国 家来 训练 学 生 ( Seelye, 1993 )。 然而, 长 期以
来, 英语教师只讨论应教导文化的哪些方面。
2. 教材因素。未能吧文化和语言融入学习材 料是另一个导 致学生
文化缺失的因素。尽管许多 教科书 包括了 一些文 化元素, 却最 终没有
融合一体。很多教科书是按照合并了几种语 言教学大纲的 所谓的综合
性教学大纲设计的。据陈晓棠 ( 2002) , 大学教 科书写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采取综合主题, 结构和沟通的方法。有关 文化的主题很少 出现, 成为
语言教学的边缘部分。即使 有章节 是涉及 文化方 面, 教师 也只 着重于
语言点, 后面的练习是没有为文化的理解而设计的。
3. 教师因素。教师对培养目标的认识不足使 他们难以进行 有效的
文化教学。 Seelye( 1993) 认为, 即使教师 自身的知 识是相 当有 限, 其应
有的作用不是传授事实, 而 是为了帮 助学生 在目标 文化的 学习 过程中
获得辨别事实的能力。在他的理解, 跨文化 理解的重在过程 而非事实。
H ad ley( 2004: 347) 说, 以 ∀ 仅有事实 #的方法 来学习文化, 唯 一目标就是
收集信息的方式注定是无 效的。长 此以往, 虽然学 生并不 确实 对目标
文化的知识, 却无法在该社会背景下作出合 适的行为, 亦不 能对目标文
化持积极态度。
4. 教学评估因素。过去大量的 考试中都 倾向于把 语言测试 与语言
教学分开。测试和教学密切 相关, 几 乎不可 能脱离 其一单 独进 行另一
项。H eaton( 2000 ) 认为, 测试应该成为巩固 学习和激 发学生的 手段, 或
者成为评估学生在语言上的表现的手段。然 而许多测试采 取了相反的
看法。比如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便有一些项 目旨在测试学 生对目标文
化的一般知识。基本上这些测试的重点是 大文化: 英语国家 的历史, 地
理, 文化传统。却仍然 忽视了 行为和 态度方 面。同样, CET - 4 或 CET
- 6也没有发挥文化方面的作用。所以在这些语言测试中, 学生只注重
词汇, 语法, 阅读技巧和答题技巧。很难通过这 些测试来培养 学生的社
会文化能力。

四、社会文化教学的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
1. 制定一项连贯的文化教学大纲。早 在 1988年, 国内学者 桂诗春
要求将社会文化列入外 语教学 大纲。 B yram 和 M organ ( 1994 ) 认 为: 即
使在早期或中间阶段的的 语言文化 学习中, 给学生 一些能 帮助 他们更
好地了解外国文化或更更有效地学习外 语的建议也是很 重要的。因此
在制定教学大纲时应遵循 以下原 则。第一, 应强调 语言和 文化 的一体
化。其次, 应侧重于社会 文化能 力的三 个层次: 认知, 情感和 行为。可
以从三个方面提出教育目标: 知识, 技能和 态度。因此起草一 个连贯的
文化教学大纲方可确保英语教学有方针可依。
2. 提升教师的作用。为 提升教 师的作 用, 跨文 化培训 应引 入教师
培训计划 ( 李和刘, 2007 )。 章红灵 ( 2007 ) 指出, 培训 可以分 为两 个部
分: 培训教师个人的文化能力, 培训教师如 何教授文化。前者 旨在提高
教师的文化知识, 改善教师的文化行为, 提高 他们的文化意 识和跨文化
的敏感度。后者的目的是要改善他们的教 学技巧。教师可以 利用因特
网来吸引学生来学习目标 文化, 而不 是仅仅 单向地 传授的 关于 目标文
化的事实。
3. 在教科书中使语言和文化二者融合。为了 提高学生的跨 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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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使他们能有效地沟通, 并在 各种交 际场合 举止得 当, 我们 需要改 进
教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方面是 在每个 单元中 包含文 化相关 的
内容, 另一种是 在各单 位安 排有 关文 化内容 的任 务。对 于文 化内 容,
Byram ( 1993年 ) 指出教科书设计必须考虑 到 8 个方面: 社会互动; 信念
和行为, 社会和政治机构; 社会化与生活方式, 国家历史, 国家 地理和成
见和民族特性。这些文化议题应纳入系统的教科书的编写中。
4. 结合成英语测试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文化学习 列入课程教 学大
纲的要求时, 文化学习也应进行评估。谈到文化测 试, 周申 ( 2005 ) 认为
文化测试可采取两种形式: 一 个语言测 试卷中 集中涉 及文化 层面的 部
分, 二是将文化部分纳入阅读翻译, 听力和写作 等其他检验项 目中。因
此有许多不同的测试模型和 测试任 务, 例如, 选择题, 匹配, 简答题, 翻
译等, 可用于测试文化知识和行为的文化。

五、结语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 社会 文化因素不容 忽视。
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 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远远落后于他 们的语言能力。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文化的复杂 性, 使得 教师难 以纳入 在语言 教学中 结
合文化的各个方面。另外由于 缺乏连 贯和系 统的教 学大纲, 教师在 文
化教学单调的角色, 教科书未能在语言学习中容易文化学习, 语言测试
中缺少文化评估的部分, 导致 学生的 社会文 化能力 难以 提高。为此 笔
者提 出了以 下可 行的建 议: 首先, 应对连 贯的文 化教 学大纲 作具体 规
定。其次, 教师的角色需要多样化。第三, 教科书编 写时应注意语 言和
文化的融会贯通。最后, 测试 需要加 以改进, 应包括 文化内 容的评 估。
可以说把文化学习融入语言教学中是在英语教学 中提高学生社会 文化
能力至关重要的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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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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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 19. 70% 。
毒砂、黄铁矿、石英不仅是 可见金 的载体 矿物, 同 时也是 次显微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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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连生。金的矿化与砷, 硫金属矿物及硅化关系密切。
2. 3控矿因素。矿体均赋在断裂构造蚀变破碎带内, 北 西向的区域
性断裂控制了蚀变破碎带、矿化带 的展布, 是主要 的控矿 和导 矿作用,
半生、派生的次级断裂形成的蚀变破碎带和 挤压破碎裂隙 带, 控制着矿
体的产出和分布形态, 是主要的容矿构造。
3. 围岩蚀变控矿。矿体岩 ( 矿 )石中, 矿石及围岩均具 有硅化、碳酸
盐化、绢云母化等蚀变, 并且 有黄铁 矿化, 毒砂矿 化, 辉矿 化等现 象, 金
矿化是蚀变与矿化的一个综 合反映。这些 蚀变、矿 化均与金 矿化 ( 体 )
的生成、
产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四、找矿标志
1. 颜色标志: 黄铁矿、毒 砂经表 生氧化 作用形 成醒目 的褐色、褐红
色呈带状展布的 ∀ 铁帽 #露头是直接的找矿标志。
2. 矿物标志: 柱状, 针状 的白色 毒砂及 细微粒 黄铁矿, 是重 要标型
矿物。毒砂、黄铁矿一般在 岩石中 分布不 均匀, 呈 浸染, 细 脉浸 染状分
布, 其含量较高, 金品位则相对较高。
3. 蚀变标志: 硅 化、碳 酸盐化 在破 碎蚀 变带 中形 成 密集 的石 英细
脉、碳酸盐细脉、网脉, 是金矿化的重要蚀变标志。
4. 构造标志: 北西向的区域性断裂, 以及派生、
伴生断裂发育地带、断
裂构造分枝复合交会地带、断裂构造密集发育地段, 是主要的构造标志。
综上所述, 大柳沟成矿带 具有良 好的成 矿地球 化学背 景和 成矿地
质条件, 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控矿、容矿构造 条件, 加强地质找 矿力度, 有
望在该成矿带找到小 ~ 中型的金矿体及中 ~ 大型金、银、铜、铅、锌等多
金属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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