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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通过语篇实例分析, 探 讨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主要受教师自身情感 和语篇内容

的情感因素影响, 同时通过音韵特征表达。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使学生从情感高度深刻领会 和理解课文知识、内容和意
义, 对提高学生语言整体能力、语言欣赏能力和语言思维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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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otional Function in Teacher Talk under the Persp ective of D iscourse A nalysis
Zeng M ian
( G uangdong U n iversity of F 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 ina)
T h is pape r discusses the emo tional function in teache r ta lk through a d iscourse analysis of a teach ing un it. Expressed through
phono log ica l features, emo tiona l function in teacher talk is in fluenced by the teacher s ow n fee ling s and the tex t sen tim ent. It
he lp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ex ts sentim ent, contents and them es in depth and p lays a v ita l ro le in bette ring the ir whole lan
guage competence,

languag e apprec ia tion and h igh o rder think ing 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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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篇分析与教师话语

计划的工具, 也是 外语 课堂 中学 习者 获得 可理 解性 目标

1. 1 语篇分析

语输入的主要 来源 ( N unan 1991: 189)。教师 话语 的数量

语篇分析 ( discou rse ana lysis) 指以系统功能 语言学作

和质量会影响甚至决定 课堂教 学的成 败。鉴于教 师话语

为理论指导的话语分析。 语篇分 析的讨论 大多集 中在衔

在语言教学中 的重 要作 用, 有关 学者 进行 了大 量实 证研

接和连贯上, 但实 际上 语境 分析 同样 是语 篇分 析的 重要

究。在语篇分 析中, 教 师话 语的 情感 作用 正是 根据 语篇

组成部分。语 篇语 言学 重视 语篇 分析 和语 用意 义, 其研

内容、意义, 利用音韵特 征表达 的。本文通 过语篇 实例分

究对象不仅是 原文 和译 文两 种语 言本 身, 而且 涉及 语言

析, 探讨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

体系以外的 各种 制约 因 素, 如情 景 语境 ( contex t o f situa
tion)和文化语境 ( context o f culture)等。情 景语境 指语篇
涉及的具体场景、事件、参与者 等。文化语 境指语 篇涉及
的文化、社会背景。 在某些 情况 下,

对语 篇的 真正 理解

还得联 系 最高 层 次 的 语境, 即 历史 文 化 语 境 ! ( 胡壮 麟

2 影响教师话语的情感因素分析
语篇分析中 的教师话语的情 感作用由 多方面 因素决
定, 主要包括教师自身的情感 因素、语篇中 存在的 情感因
素, 同时通过音韵特征表达情感作用。

1994: 186) 。语篇语言学认为, 意 义并非只 由语言 本身决

2. 1 教师自身情感对话语情感作用的影响

定, 还由 整个 语篇 涉及的 情景、文 化及其 交际 目的决 定。

情感功能在 教学 活动 中的 表现 形式 之一 是, 教 学活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 , 语篇在 情景中 产生, 并在情 景中得

动中教师 的情 感状 态会 直接 影响 学生。例 如, 教师 话语

到解释 ( H a lliday 1978: 91)。通过语 境分析可以 解读语篇

情感是积极、主动或情绪饱满 时, 学习者的 情感就 调动起

的深层意义。

来, 注意 力就 相对集 中; 教师 话语 的情感 表现 得激愤、高

1. 2 教师话语

昂、喜悦时, 学习者就被感 染, 变得高 涨和激 越; 教 师话语

教师话语 ( teache r ta lk) 在组 织课堂 教学 和语 言习得

的情感表现得平 和、
淡薄或低 落时, 学习者 的精神 就相对

过程中至关重 要, 因为 它不 仅是 教师 能否 成功 完成 教学

不集中, 注意力也就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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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语篇情感因素对教师话语情感作用的影响
语篇内容蕴涵着 丰富的情 感因素。不 同的篇 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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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话语情感 使学生感到在使用语 言, 而 不单单在学
习语言。由于话语情感的 输入, 课文 分析更 加透彻, 情感

具有不同 的 情感 因 素, 对 教师 话 语 提出 不 同情 感 需 求。

的感染功能更加 突出, 教师的 情感、学生的 情感和 课文内

卢家楣指出, 教 师、教材 和学生 是教 学活 动中 情感 现象

容的情感因素有效地融 合在一 起。将学生 的注意 力或情

的三大源点 ! (卢 家楣 2000: 75)。他认 为, 蕴 藏在 教材中

感因素有效地引 导到课文具体内 容和主人 公的内 心世界

的情感因素可 以分 为显 性情 感因 素、隐性 情感 因素 和悟

中, 学生的他者身份自然转化 为主人 身份, 从被动 接受者

性情感因素, 它们都会影响教师话语的情感。

的身份转为自 由交 谈者 的身 份, 学生 会感 到自 己使 用语

2. 3音韵特征对教师话语情感的表达作用
教师话语作 为语 言输 入的 载体, 其 情 感作 用必 须运
用音韵特征表达。分析 语篇, 教师的 语音、语调、重音 、
语

言的主体性, 有效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3. 13 深化篇章语言内涵, 提高语言欣赏能力
教师话语的 情感应根据语篇 中不同的 情感信 息和情

速 ( 迟疑、
停顿 ) 等的 正确使 用和 处理都 对话 语情 感产生

感需求, 施以不同的情感 教学能力。 话语情 感可以 丰富、

重要影响。

深化篇章 语言 内涵, 扩 展和 深化 语言 认识。教 师话 语的

( 1)重 音: 教师 常 常根 据篇 章 内容 中 情 感信 息 的需

情感是一种内化 的语言运用能力, 为学习者 提供知 识 (如

要, 对一些表现重要语气、重要情 感的核心 句子或 关键词

语音、语义、
语 法 )、感觉 (对 语言 文字形 式和 意义的 感知

使用重音。重音经常和 语调、语速等 音韵特 征共同 作用,

领会 )和情感 (如美感、意 蕴等 ) 的 综合演 绎, 有利 于培养

表达话语复杂的情感 意义。

学生获得语感, 产生语言直觉, 提高语言欣赏能力。

( 2)语调: 教师通过话语中音 调高、低、
平、沉等 变化,

3. 14 有效提高语言思维能力

用以表达对 语篇 的态 度、观点、立 场。在 语篇 分 析中, 教

语言是由其内 部体系 与外 部体 系而 形成 的一 个整

师常常根据课文内容 、
人物性 格特点、思想 感情的 起伏变

体, 掌握语言的过程不仅是掌 握语言 外部体 系的过 程, 还

化, 使用音调的高低变化表达情感作用。

是一个大脑构建语言内 部体系 的过程。! (杨敏 2009: 22)

( 3)语速 (迟疑、停顿 ): 教 师通过加 快或 放慢 语速表

教师话语的情 感作 为一 种心 理表 现, 涉及 语言 内部 体系

达话语情感。教师为了把 篇章内 容和人物 的情感 表现得

的言语知觉与理 解、
言语与思 维、言语与情 绪及个 性的关

更 丰富、细腻 和贴 切, 使学生 对语 篇内容 理解 得更透 彻,

系等。因而, 教师 话语 的情 感作 用不 仅涵 盖语 言外 部结

常常加快或放缓语速 , 有时使 用迟疑、停顿 等方式 表达篇

构或外部体系 的知 识方 面, 也涵 盖语 言作 为心 智行 为的

章内容的情感起伏。

内容, 突出语言内 部体 系与 外部 体系 的统 一以 及对 语言
主体 (学生 )语言能力构建的要求 。它通过情 感传递和交

3 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及语篇实例分析
3. 1 教师话语的情感作用
3. 11 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课文知识、内容和意义
卷首中的情感引 领, 中心 内容的 重要事 实的辨析 , 首
尾呼应的概括和总结 , 无一不 是以情 感作为 信息载体 , 把

流方式提高学生 的语言思维能力。
3. 2 语篇实例分析
下面, 以 ∀综合英语教程 #第三 册 U nit 8 T ext 1 Gen ius
Sacrificed for Failure为例, 说明教师 话语在 语篇分 析中的
情感作用。由于篇幅关系 , 全文略去。

情感渗透到语 篇内 容深 处, 使学 生从 情感 高度 深刻 领会

3. 21 放眼语篇 抓住主题

和理解课文知识、内容和意义。

主题给语篇以存在的 目的, 给段 落以方 向: 一 切指向

3. 12 加强语言输出效果, 提高学生的语言整体能力

中心思想。因此, 语篇分析要 从语篇 宏观角 度出发, 抓住

( 1)语篇 分析体 现整 体语言 法的 教学 思想。整 体语

课文主题。此时, 话语情感引领语篇内容的方向。

言法强调语言 是一 个整 体, 语言 能力 的发 展和 培养 是整

第一部分 (课文首段 ): 通过分析, 可以确 定首段末句

体性的, 语言教 学应 从整 体出 发, 将听、说、读、写融 为一

But histo ry w arns repea ted ly o f the trag ic cost o f dism iss ing

体; 它还主张语言知识和技能 应通过 自然环 境加以 培养。

too casua lly the g ifts of the so ca lled w eaker sex为功能语句

语篇分析中教师话语 的情感有效 地把课文 语言知 识和技

或核心语句; 关键词: 轻 视、弱势性别 、
才 能、代价等, 概括

能融合在一起, 把情感恰当融 进课文 内容的 具体环 境中,

和说明前面出现的英国 山区农 民重男 轻女的 现象。课文

有效提高学生对课文 的整体理解能力。

后面部分都围 绕着 核心 句子 或关 键词 表达 的主 题展 开。

( 2)教师话语的 情感促进和加强核心 句子、关键词的
学习和记忆 。我们 在注 重篇 章内 容学 习的 同时, 把 课文

对主题句和关 键词 使用 重音, 把 学生 的注 意力 或情 感引
导到总体内容上 , 引领语篇中心内容的出现和发展。

的核心句子、关键词、
单 词等学 习融进 话语的情 感中。教

3. 22 紧扣语篇发展 辨析重要事实

师话语的情感作用最 大限度满足 学生在获 得知识 信息的

一个完整的 语 篇都 有一 种起 主导 作用 的发 展方 向,

同时, 加强相关句子、
词汇的学 习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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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篇分析的深入 , 话语情 感也发 生变化, 发挥 着不同

第 1期

长中的不幸遭遇 与压力使她们倍感窒息。

的作用。

通过分析 3 个重 要事 实, 教师 话语 的情 感 经历 男尊

第二部分 (课文 2∃ 8自然段 ) : 这 部分是课文 的中心

女卑、沉默、
无可奈何和弟 弟死亡 的悲痛情 感以及 3姐妹

内容。通过分析, 确定课文中 心内容 的 3个 重要事实 , 并

为 失败者 !作 出的 牺牲 ∃ ∃ ∃ 身 心损害, 甚 至对 文学 的热

导入有关文化背景知 识。

爱与付出, 终于使她们积 劳成疾, 相 继去世。至 此, 惋惜、

( 1)抓住人物父 亲 (帕特里克 % 勃朗特 )、男性继承人

哀伤、激愤等情感跃然纸 上。教师话 语使用 夸张的 发音,

( 布朗威尔 % 勃朗特 ) 、
牺 牲者 ( 勃朗 特 3姐妹 )所 处的男

语调 高低 的频 繁变化, 语 速迟 疑、停顿等, 把 语篇 内容表

尊女卑的 家庭 环 境 和社 会 风俗 习 惯的 重 要 事实 进 行分

达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 学 生的情 感因此 受到感 染、
震

析。此时, 须要抓住 主题 句: &

动和激活。

but his hopes hinged en

3. 23 升华主题 突出中心思想

tirely on the sole m ale heir, Branwe l,l a youth w ith rem arkable
talent in both art and literature. ∋ For years the selfless sisters
sque lched the ir own goals, farm ing themse lves out as teachers

第三部分 ( 9∃ 10 自然 段 ) 为 文章 结 尾部 分: 通 过分
析, 可以 确定 主题 句为: &

but the Bront? sisters

trag i

and governesses in support of the ir increasing ly indebted bro

ca lly short lives teach us even m ore of life than o f literature.

ther.

∋ W e re he a live today he would sure ly urge us to put aw ay
( 2)抓住表现失 败者 (布朗 威尔 ) 一次又 一次 失败的

重要事实的核心句子 来分析: W ith in w eeks he h ighta iled it
hom e

the fam ily landed Branwe ll a job as a pr ivate tutor

fa ilure aga in

the ir increasing ly indebted brothe r

Branw ell

turned to alcoho,l then opium and ev entually d ied, hope d ied

our pass pre judices and avoid h is own trag ic and irrevocab le
error of putting a ll o f h is eggs in one m ale basket! 关键词: 启
示, 摒弃成见, 避 免错 误重 现。教师 话语 使用 减 缓语 速,
主题 句、关键 词采用 重音、次 重音 等表达 形式, 凸 显作者
对勃朗特 3姐妹英年早逝的惋惜和 感叹。
通过首尾呼 应、
概括和总 结, 话语情感 大大升 华课文

in the one m a le.
( 3)抓住表 现勃朗 特 3 姐妹在 艰苦 环境中 仍然 笔耕

主题, 突出中心思想, 体现 文本价值。

不辍以及她们在英国 文学史上取 得斐然成 绩和英 年早逝
的重要事实的核心句子和关 键词汇来 分析: & U ndaunted,
they continued in the ir spare tim e,

4 结束语
在语篇分 析中, 教 师话 语的 情感 作 用毋 庸置 疑。教

late at n ight by cand le

light, to pour ou t their pent up em o tion, w riting of what they

师话语的情感离 不开教师在课堂 上饱满的 热情和 丰富的

knew best, of wom en in conflict w ith the ir natura l desires and

情感, 离不 开教 师 课前 对 语 篇内 容 和意 义 的 刻苦 钻 研。

soc ia l condition ∃

在强调提高学 生语 言综 合能 力的 今天, 教 师务 必以 无限

in reality, less fiction than autobiog raphy!

∋ And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was transform ed by Anne sAg

的热情、饱满的激情上好语篇分析课。

nes Grey, Em ily sW u ther ing H eights, and Cha rlo tte s Jane
Eyre. ( But years o f sacr ifice fo r Branwe ll had taken the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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