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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幽默交际的形式和功能都非常复杂,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建 议把幽默 融合进语言 课堂, 但这些 研究都 没有深

入探讨幽默的复杂性 。对语言 教师而言, 就幽默交际的复杂性和功能进行合理判断 非常必要。首先, 本文从 3个方面回
顾和评论幽默交际的 理论探讨, 即幽默类型学、幽默与熟练水平以 及通用幽 默和以文化 为基础 的幽默。其 次, 论 证将幽
默融入语言课堂的必 要性。最 后, 提出课堂使用幽默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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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ow ing abou tH um or and Learn ing Th rough H um or in the English C lassroom
Sun X ian hong
( L iaocheng U niversuity, L iaocheng 252059, Ch ina)
H umo rous communication is very com plica ted in both fo rm s and functions. M any studies have suggested incorporating humo r
into the language classroom, but they have not explored these comp lex ities deep ly. It is very necessary fo r languag e teache rs to
m ake info rmed judgm ents concern ing its com plex ity and function in the ir classroom s. F irstly,

th is a rtic le rev iew s and comments

on theory abou t humo rous commun ica tion from three aspects ( typology, hum or and proficiency, genera l humo r and culture based
humo r) . Second ly, I present argum en ts as to why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hum or in the classroom. T h irdly, this article ends
w ith suggestions and stra teg ies for inco rpo ra ting humo r into the language classroom.
K ey word s: humo r; languag e classroom; incorporation
幽默在 社交 和心 理方 面对 学 习者 来说 是 非常 有益

面幽默和 文 学幽 默 为 基础, 而不 是 取之 于 真 实会 话 中。

的。比如, 幽默能够创造轻松 的课堂 氛围, 使学生 感到放

仅仅提供给学 习者 一些 幼稚 的谜 语和 灌装 笑话, 就 能够

松, 促进师生、生生 交流, 提高 学习 兴趣。许 多 研究 者都

帮助他们在交际 中感知和 建构 幽默 吗? Be ll在 3 个英语

认为, 幽 默能 够有效 促进 目标 语词汇、句 法、语义 以及话

为非母语的高级 英语学习者的会话记录中, 提取了 541个

语习惯的习得, 也是了解和洞 察目标 语文化 的快捷 方式。

幽默会话的例子 , 预脚本的笑 话仅仅 有 6个 ( Be ll 2007)。

因此, 语言教师 经常 在 课堂 中使 用幽 默。为了 使教 师深

上述研究表明, 在课堂中推荐使用的 幽默与日常生活中 的

入了解幽默交 际的 特征 和类 型, 恰到 好处 地在 课堂 中使

幽默差别很大。第二, 幽默分 类忽视 交际的 多功能 特点。

用幽默, 研究者们提出幽默类 型学, 指出针 对不同 水平的

Bell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幽默时, 在参考了有 关幽默类 型

学习者, 应使用不同类型的幽默。

和功能的研究文献后, 试图对幽默进 行分类。 起初, 我 清
楚地区分了双关、
挑逗、
侮辱以及自我贬低的笑话。但是在

1 第二语言课堂幽默研究述评

把这些分类和自己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发 现, 大部分幽默 很

1. 1 类型学研究

难分类, 因为他们 并不仅 仅属于某 个单一 的类型, 而是 两

幽默分类确 实有 许多 功能, 如 使教 师 和学 生意 识到

种或者更多类型的混合物。例如, 有 些幽默不是挑逗也 不

幽默的多样性, 为幽默的意 义设定 参数。然 而, 不 能单纯
依赖类型学来 确定 幽默 在教 学中 的用 法, 因为 这种 教学
法存在两个 主 要问 题。第一, 幽 默分 类的 主要 目的 是为
了幽默会话教 学, 但是 幽默 类型 学所 使用 的素 材是 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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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讽刺, 而是讽刺性挑逗。 ( Be ll 2007: 103) 例如:
! T anya: Fabu lous! / Y ou can surv ive! / Y ou don∀ t
even have to /? / UHUH HUH HUH
T anya来自俄罗斯, 她的朋友 玛丽刚刚 说了她 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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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俄语单词, 收 到了 一个幽 默的 回应。尽 管由 于 T any a

dow n? 到 as pure as the dr iven slush , 后者须 要理 解它

开始大笑, 我们无法听清她最 后的话 语, 但 是很明 显她正

依据的暗 喻修 辞和 它包 含的 文化 含义。这 说明, 除 了语

在挑逗玛丽。 T any a的 挑逗 采用 幽默 奉承 的形 式来 夸大

言和文化知识 之外, 第 二语 言幽 默使 用和 理解 的水 平是

玛丽的俄语 水 平, 取 得 了讽 刺夸 张的 挑逗 效果。这 种类

共同建构的, 不仅依赖于英语 作为母 语的谈 话者, 而且依

型的建构在任 何幽 默类 型研 究中 都没 有涉 及, 但在 日常

赖于英语 作为 二语 的使 用者。熟 练水 平并 不是 稳定 的、

交际中却非常普遍。类型 学为我 们理解幽 默的形 式多样

线性的状 态, 而是 在交 际中 建构 的。两种 建构 的流 动性

性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 但是却不能精确地代表会话幽默。

决定了幽默的类 型与学习者的类型不可能完全对应。

1. 2 幽默与熟练水平

1. 3 通用的或者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幽默

人们总是建议语 言教师根据 学习者的 英语熟 练水平

许多学者将 跨文化交际中受 人们普遍 青睐的 幽默叫

来选择使用 特定 类型的 幽默。例 如, Schm itz把幽默 分为

做通用幽默, 而那些需要特定 文化知 识才能 理解、欣赏的

3类: 通用幽默 、 以文化为基础的幽默 和 语言 幽默

幽默叫做文化幽 默。两者 的区分 为幽默教 学法的 使用提

( Schm itz 2002)。他声 称初 级水 平 的学 习者 能 够从 使用

供了启示。

第一种类型的 幽默 中受 益, 中级 水平 的学 习者 能欣 赏通

Schm itz深入研 究了 通 用幽 默 和以 文 化 为基 础 的幽

用幽默和一些 基于 文化 的笑 话, 高级 水平 的学 生能 够欣

默。他认为, 通用幽默 主要在 语境中和具 有世界 性的普

赏和理解所 有 3 种类 型的 幽默 并从 中受 益。通 常, 文字

适功能 中获 得 ( Schm itz 2002: 93)。正 如很 多 研究 者所

游戏是最难掌 握的 幽默 类型, 最 好是 对具 有高 级熟 练水

指出, 通用幽默的提法是有问 题的, 这首先 是因为 幽默具

平的英语学习 者使用 ( Schm itz 2002)。但是, 这并 不意味

有高度的异 质性。对 于通 用幽默, Schm itz列 举了 3 个有

着初学者不能欣赏和创 造文字 游戏。下面 是一个 出现在

关娱乐钓鱼的例 子 ( Schm itz 2002: 97):

英语初学者课堂上的 例子, 我刚刚向学生解释 L ethal在电
影题目 L ethal W eapon中 的意 思, 有个 学生 用双 关语 做出

& G ee, D ad, tha t∀ s a sw e ll fish you caught. Can I use

了以下回应:
# S: W e ∃

% L ast week I w ent fish ing and a ll I go tw as a sunburn,
po ison ivy and mo squito b ites.

w e have tw o w eapons in th is class: bom b

it as ba it?
∋ A re you fishing? N o,

and gun.

just drown ing w orm s.

Be ll把这些笑话以非正 式的 形式 呈现给 高级 英语学

Ss: ( Laugh ing)
实际上, 他所说 的武 器名 称和 班上 两 名学 生的 英文

习者 ( Be ll 2007), 因此仅仅需 要向他 们澄清 一个词 汇, 那

名字发音非常相近。他不 仅能够 快速恰当 地运用 第二语

就是 sw el.l 然而, 当我把这些 笑话与 学生分 享时, 结果只

言建构文字游 戏, 而且 获得 了班 内其 他许 多学 生的 欣赏

有第三个 引起 了学 生的 笑声。学 生们 带着 疑惑 的表 情,

和认可。

试图解释美国 人把 其余 两个 看成 笑话 的原 因, 但他 们的

Dav ies也提到水平有限 的英 语学习 者如 何利 用可以

解释大错特错。例如, 关于第 二个笑 话, 一 个学生 认为这

随意 支 配 的 言 语 和 非 言 语 资 源 来 创 造 幽 默 ( D av ies

可能与女士有关 。这说 明, 虽 然学生 理解了 句法与 词汇,

2003)。她的 例 子 也 包 括 一 个 文 字 游 戏: 一 个 学 生 把

却没有领会幽默 的文化含义。

what∀ s up? 改写成 what∀ s down? 值得注 意的是, 这些

Schm itz声称, 当 这些笑 话是关 于普 遍的社 会现 实和

学生 试图 依靠非 言语 的、词汇 的、
韵 律学 的、语用 学的资

人类行为 (撒谎、夸张、吹嘘 ) ( Schm itz 2002: 97 )时, 他们

源来建构幽 默。这 提供 了非 常急 需的 实验 证据, 因 为这

才被视为 通用。不 可否 认, 他列 举的 这些 行为 类型 在人

些实验证据显示我们 开始把幽默 的使用和 理解与 英语水

类社会中是普 遍存 在的, 但 是这 些行 为发 生时 的情 形差

平联系在一起。

别却很大。当 然, 有些 笑话 比其 他笑 话更 能跨 越语 言和

Dav ies还提出, 英语学习者在幽默的创造中会得到母

文化 障碍, 但 文化是 现实 的, 并不 仅仅存 在于 话题中, 而

语为英语的学 习者 的支 持, 他们 在幽 默建 构过 程中 发起

是存在于 单词 的含 义和 言语 方式 中。总之, 幽 默存 在于

并进行合作 ( D av ies 2003 )。另一方 面, Be ll发 现, 在课外

恰当的语境中。

交流中, 对于英语学习者的幽 默, 英语为母 语的学 习者总

因此, 虽然幽默 经常 被视 为 促进 文化 理解 的方 式之

是宽容的 ( Be ll 2007)。他们会考 虑到作为 交谈对 象的英

一,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更深层 次、批判性地 讨论文 化的机

语学习者的身 份, 调整 自己 的幽 默使 用并 容忍 在他 们看

会。而且, 幽默也 可能 使教 师希 望讲 授的 文化 点变 得模

来是不礼貌的、冒犯的幽默使用尝试。

糊起来。

可见, 对不同水平的学习 者来说, 使用 不同类 型幽默
的难度并不绝对。任何类 型的幽 默都可以 在不同 难度水
平上 建 构。 从 最 简 单 的

w ha t∀ s up? 或 者

what∀ s

2 在课堂中使用幽默的原因
Dav ies提出, 在绝大多数 二语 课堂中, 从 社会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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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理解二 语 幽默 是不 可能 的。她认 为, 语言 学习 是一

如上所述, 幽默的创造要通过 许多类 型, 而 且很多 幽默具

个社会化过程, 在课堂上不可 能创造 合适的 条件, 因为笑

有多重功 能。例如, 有 的笑 话在 表达 与某 一个 人紧 密联

话通常发生在平等条 件下, 这 在教育 环境中 不可能 获得;

系的同时, 也在批评另一个人。

即使教师想努 力减 少课 堂上 的权 力异 化, 那些 来自 更加

让我们来看 一个例子, 它 充分展 示了幽 默的复 杂性。

强权 文 化 的 国 际 学 生 或 许 会 抵 制 这 种 调 平 ( D av ies

一个英语学习者与外教 讨论自 己的研 究报告。教 师提前

2003)。但全世界有很多 英 语学 习 者已 经具 备 相当 高的

给学生们发了文件夹来 保存他 们的学 期论文。这 些文件

英语水平, 幽默在英语课堂中也确实存在。

夹以前被 其他 学生 用过, 上 面还 保存 着他 们的 名字。结

2. 1 学生目标

果, 同学们都在文件夹上写上 他们自 己的名 字, 但 是以前

幽默可以使 英语 学习 者感 到放 松, 使 学习 变得 更加

学生的名 字没 有划 掉。因此, 外 教用 小贴 画盖 住了 以前

富有乐趣 ( Schm itz 2002) 。这在 课 堂环 境中 可 能是 正确

的名字。虽然 这个 学生 意识 到外 教试 图开 玩笑, 但 是他

的, 而在课堂环境之外与外教 进行交 流的过 程中, 学生们

不能够理解其中 的幽默。

对幽默的使用和理解都 让他们 感到沮 丧。绝大部 分学生
都把文化看成理解幽默 的最大 挑战。当他 们不能 参与到

( T: I∀ m just like ) okaHH y∀ like noHObody crossed it
out like I though t they w ere gonna cross it out

幽默中去的时候, 总是有一 种异化 感。因此, 为了 建立和

S: [ no w ell

维持与外国 人 的社 会关 系, 学习 使用 幽默 非常 重要。尽

T: [ so I just put stickers on them because I w as like

管把笑话作为 一种 知识 类型 进行 测试 仍然 备受 争议, 但

) I can∀ t take it∀ uhHUH I GOT Bhuh ∃

是对英语学习 者尤 其适 用, 虽然 他们 经常 为自 己没 有通

U hhuh

过测试而感到沮丧。
尽管在上文 表达 了对 使用 幽默 教授 文化 的 疑虑, 但
我们觉得把学生的需求 考虑在 内是最 关键的。这 为我们
讨论英语 课堂 中 的 幽默 使 用和 它 的机 制 提 供了 根 本依

it it has to be neat!

S: ( 2) yeah I m ean it looks be tter
T: uhhuh huh
S: I m ean I never I never cro ( professor hands her
back a paper). Thank you. T h is is w hat?

据。显然, 我们不 能够 为学 生提 供他 们未 来要 遇到 的自

这个幽 默对 以 英语 为 母语 的 学 习 者来 说 很 容 易识

然而然的幽默, 但是能够提供 给他们 理解幽 默、
思 考幽默

别, 但是它包含的 很多 微妙 之处 对英 语为 非母 语的 英语

的新方式以及课堂这 个可以安全提问和实验的环境。

学习者来 说是 难以 理解 的。首先, 外 教幽 默的 多功 能性

2. 2 课堂的本质

值得重视, 而且听者必须熟 悉文化 准则。在 美国, 人们对

课堂有进行实验 的可能性。 学生作为 学习者 享有提

一些非必 要的 细 节 或者 装 点门 面 的细 节 可 以公 开 开玩

问与检验的 自 由。学生 对目 标语 言信 息的 理解 有困 难,

笑。为了理解这名外教的 评语, 首先 有必要 知道, 相比起

需要额外的 时 间来 生成 话语 可以 理解。但 是, 正如 学术

易生气与愤怒, 随 和而 容易 相处 被赋 予更 加积 极的 社会

界最近对英语学习者 在课堂内外 进行的语 言游戏 的研究

价值。还有 必 要知 道 整 洁 的 价值 观念 受 到人 们 的肯

显示, 课堂上可以鼓励不同类型的游戏与幽默。

定, 而过度整 洁却 不受 推崇。所 以那 些展 示出 这些 特点

课堂作为加 强元 语言 意识 的场 所, 可 以鼓 励一 系列

的个体经常被人 们贴上贬义 词的标签, 例 如 anal re tentiv e

第二语言形式 的幽 默实验。 例如, 在 B ell研究 的参 与者

( 吹毛求疵 ), Type A (洁癖 )。最后, 英语为非 母语的学习

中几乎很少发 现文 字游 戏 ( Bell 2007), 但 是在 各种 不同

者还必须知道只 有某些类型的笑 话在这种 角色关 系中才

的第二语言 课 堂中, 学 习者 往往 会发 起这 种游 戏。这些

比较合适。在很多国家中 , 教 师不期 望与学 生开玩 笑, 尤

研究还发现 Be ll研究中几乎没有 出现过的 与音系 学有关

其不期望使用自 我贬低的幽默。

的文字游戏 。语言 游戏 的课 堂研 究发 现, 学生 们可 以自

这一切说明 , 没有课堂情 景的支 持, 学 习者在 第二语

发地建构幽默, 虚拟现实, 尤其是 通过新的 第二语 言声音

言幽默的使用 与理 解方 面不 可能 取得 进步, 因 为以 英语

与人物角色的实验来实 现上述 目的。由于 课堂本 身存在

为母语的人并 不都 是富 有同 情心 的谈 话者, 况 且他 们也

比较独特的性 质和 结构, 课 堂是 学习 者体 验和 创造 第二

没有接受训练来 提供反馈与元语言评论。

语言幽默使用的最好 场所。
2. 3 幽默的复杂性
幽默覆盖语言的 各个方 面。我们 可以在音 系、句法、

2. 4 对语言学习的促进
长期以来, 语言 研究 者一 直 承认 语言 游戏 在语 言发
展中所起的作用 。最近, 越来 越多的 研究表 明, 语 言游戏

语义、言语行为 和话 语 等层 次上 创造 幽默。幽 默可 以采

作为吸引 学习 者 对 语言 形 式注 意 力的 一 种 方式 是 可行

用特殊的类 型 和语 体风 格。就语 境和 幽默 类型 而言, 传

的, 而且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会 语言学 能力, 也有可 能促进

达幽默的暗示是复杂 的和多样 的。尽管 在对象、时间 、
条

第二语言学习。而且, Be ll提 出, 幽默 语言游 戏可 以帮助

件方面有 严 格的 限 制, 任 何话 题 都 可以 作 幽默 化 处 理。

学习者习得词汇 , 尤其是通过 更加深 入的分 析实词 项,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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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深记忆, 帮助学习者联想记忆词汇。 ( Be 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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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二语学习者 语言水平与社会语言能力的发展。

Lanto lf( 1997)强调语言游戏是一种练习, 而不仅仅是

在激励学生 参与 课堂 游戏 方面, 英语 话剧 具有 特殊

娱乐。基于对问卷 调查的 反应, L anto lf发现, 那些 经常参

作用。学习 者 可以 通 过 模仿 他 人或 者 记忆 台 词 进 行学

与语言游戏的学生在使 用第二 语言方 面更有 信心。但是

习。最终, 模仿和 记忆 就会 自然 地让 位于 语言 的得 体使

Lanto lf更加有力地 指出 , 虽然 仅有 语言 游戏 对 第二 语言

用与创造使用。这在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中间非常普遍,

学 习 是 不 够 的, 但 是 没 有 语 言 游 戏, 学 习 不 可 能 发 生

那就是当你记忆 并不断重 复来自 于电影 的经典 对白或 者

( L anto lf 1997: 19)。语 言游 戏在 第二 语言 习得 中的 作用

经典歌曲时, 就会在新语境中加以创造性使用。因此, 把语

还须要进一步探索, 但现有研 究充分 证明, 在第二 语言课

言幽默融入二语课堂可以为课堂活动注入新活力。

堂中应当鼓励使用语 言游戏。

有时, 以电子邮 件和 同步 在 线聊 天的 形式 进行 的书
面交际可以促进和鼓励 第二语 言创造 性和幽 默使用。通

3 建议

过对学生一个 学期 的电 子邮 件聊 天记 录的 分析 发现, 学

把幽默融合进课 堂的做法之 一是让学 习者使 用会话

生在电子邮件 和在 线聊 天中 比在 课堂 上更 爱开 玩笑, 这

分析技术搜 集 和分 析幽 默样 本。通过 搜集 例子, 他 们将

或许是由于媒 体的 非公 开性, 或 者是 这些 形式 允许 学生

能够从特定的个体身上 选择样 本。起初他 们会发 现某些

有时间建构反应 , 或者是由于 学生能 够更好 地控制 谈话。

个体的幽默理解起来非常 困难, 但随 着时间 的推移, 就会

许多我采访过的 学生都提到, 他们能 够思考 和理解 幽默,

对他的幽默 类 型越 来越 熟悉。用 这种 方式, 可 以提 高学

但总是有所滞后 。而以计 算机为 媒介的沟 通与交 流能够

生的幽默意识, 减轻幽默异质化的问题。

提供他们需要 的时 间来 实践 他们 的笑 话, 激发 学生 的创

教师也可以提供 视频或者录 音让学习 者进行 分析和

造力。

讨论。教师在 介绍 不同 类型 的幽 默之 后, 要求 学生 把视
频片段和幽 默 类型 连在 一起。在 看情 景喜 剧的 时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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