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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虽然当前方兴未艾的认知语言学理论, 尤其是概念隐喻观的最新成果已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隐喻 在语言中的

普遍性和核心性, 也为二语习得者语言的偏离性或非自然性提供了合理的 阐释方案, 但隐喻对二语习得的启 示研究仍十
分薄弱, 学术刊物鲜有讨论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对隐喻能力的培养和塑造仍然没有 被列入主流
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 。本文在 借鉴语言能力模型的基础上, 提 倡把隐喻理 论全面应 用到词汇、阅读、文化 等二语 习得环
节中去,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运用隐喻思维, 以提升其隐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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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 ltivation ofM etaphoric C 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 ing
Chen L ang
( X i an Interna tiona l S tudies U niversity, X i an 710058, Ch ina)
R ecently em erg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espec ially conceptua lm etapho r theory, has persuasively dem onstra ted the preva lence
and centra lity o fm etapho r in language and o fferd reational and adequate exp lanatory w ayout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s' dev iance
o r unnatura lness in language. D esp ite these advances, the im plications of me tapho r to SLA is rather w eak, academ ic journa ls se l
dom discussses the directory and applicab le va lue o f m etapho r theories, and nourishm ent and cu ltivation of m etaphor ic com pe
tence has no t been inc luded in meanstream sy llabi and course designs. The article, based on Bachm an ( 1990) s language com
petence mode,l reeva luates the ca tegory ofm etaphro ic com pe tence, postulates the application of me tapho r theo ries to SLA param
e ters such as vocabu lary,

reading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em ploy m etaphor ic th ink ing and enhance the ir

m etaphoric com petence.
K ey word s: conceptua lm e taphor theory; SLA; m etaphor ic competence;

1 隐喻能力概念的界定
自 20世纪末期 起, 在概 念隐 喻 理论 的影 响 下, 外语

languag e competence

Danesi提出, 学习一种语言的关键是要达到概念流利
( conceptua l fluency) ( D anesi 1992 ), 即 发展 把 语 言的 词、

教育工 作 者 开 始 认识 到 隐 喻 在 外 语 教 育 中 的 重 要 性。

句等表层结 构和底 层概 念结 构匹 配起 来的 能力。 Danesi

隐喻 能 力 ! ( me tapho ric com petence ) 概 念 由 心 理 学 家

将隐喻能力等 同于 概念 流利, 认 为概 念流 利是 一切 外在

G a rdner & W inner( 1978)首 次提出。他 们指出, 隐 喻能力

语言行为的深 层基 础, 人们 用隐 喻的 方式 设计 话语 是本

等同于 L akoff与 Johnson提出的 概念隐喻 !, 即 在目标语

族语使用者语 言能 力的 基本 特征, 隐 喻能 力是 人们 熟练

中通过隐喻性结构和 其他认知机 制对概念 进行映 射或编

掌握一种语言 的标 志, 二语 学习 者只 有获 得本 族化 的隐

码的高级语言能力。两位学者 将隐喻能力概 括为: ( 1)诠

喻能力才能达到 概念流利。 D anesi还指出, 隐喻能力是在

释隐喻的能力; ( 2)解释 隐喻 有效 性的 理论 依据 的能 力;

说话和写作中 能够 识别 和应 用新 颖隐 喻的 能力, 包 括辨

( 3)生成与特定 语境相 符合的隐 喻的能 力; ( 4)评 估同一

识目标语中的概 念隐喻和心理意 象的能力 和在交 流中应

语境中若干项竞争性 隐喻表达式优劣的能力。

用意象图式的能 力 ( D anesi 1992: 495)。

*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 2009年度科 研项目 新认知主义视角下口语能力动态发展石化倾向诊断及 排石探微 ∀ ∀ ∀
以英语演讲为观测点 ! ( 09XW C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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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tlem ore和 Low 对 隐喻 能力 ! 的内 涵作 了更 为详

乏精确理解并高 效生成隐喻表达 的能力而 依赖于 其母语

尽、更为合理的探 讨 ( L ittlem ore & L ow 2006)。他 们区分

概念基础, 而将母 语概 念化 过程 想当 然地 映射 到目 标语

隐喻能力的 4个方面: ( 1)使 用隐喻 的创造 性, 即 创新隐

形式上面。结果 目标 语表 达的直 白程 度很高 ( a h igh de

喻的能力; ( 2)理解隐喻的熟 练度, 指理解 一个隐 喻多层

g ree o f literalness), 在 言语 产出 中, 即使 使用 了 一些 概念

含义的能力; ( 3) 理解 新隐喻 的能 力, 指正 确理 解 原创

隐喻, 也多半 是从 母语 中照 搬过 来的。学 习者 需要 进行

性 !隐喻的能力; ( 4) 理解 隐喻 的速 度, 指轻 松、准确、及

概念重组, 让自己能够像外语 母语者 一样感 受、
认 识和表

时理解隐喻的能力。

述这个世界, 进而用目标语概 念系统 支配目 标语的 表达。

我国已有学者敏 锐地认识到 培养语言 学习者 隐喻能

教师在授课时应 该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认识 母语和 目标语

力的重要性。严世清归纳 出构成 隐喻能力 的三个 重要因

之间在认知方 式上 的差 异, 帮助 建立 目的 语认 知框 架以

素: 认知主体在不 同的 认知 域之 间自 发地 建立 系统 的类

代替原有的母语 认知图式。

比关系的能力、认知主体在面临不 相容的概 念域共 存 (传

2. 1 词汇教学

统上所说的隐 喻性 表达 ) 的情 形时 理解其 间系 统的 类比

词汇教学在 外语教学中具 有举足 轻重的 地位。词汇

关系、借助隐喻性 认知 机制 创造 隐喻 性表 达方 式使 之能

的掌握和运用直 接影响学生听、说、读、写、译等项 技能的

引导听者或读者理解 不同认知域 之间某些 独特的 关联方

培养, 同时也 是学 生颇 感棘 手的 一个 环节。目 前常 用的

式的能力 (严世清 2001)。他 指出, 要解决 学生外 语隐喻

词汇 学习 法有 词缀法、典 型例 句法、循环 记忆 法、扩大阅

能力差的 难 题 需 以 皮 亚 杰 的 同 化 ( assim ila tion) 和 调 节

读法等, 这些传统 词汇 教学 途径 虽在 某种 程度 上都 对单

( accomm oda tion) 两种认知机制为依据。同 化指认 知主体

词的识记都起 到了 一定 的积 极作 用, 但均 未深 入到 词汇

( the cogn itive ag ent) 透 过其 预先 存在 的概 念或 图式 看待

内部, 认为词语 (能 指 )与 意义 (所指 )之间 的关系 完全是

所有的情景或 环境 的过 程, 而调 节则 指认 知主 体在 外部

二维的、机械的、任 意的 、孤立 的和 缺乏 意象 的。从 事外

环境差异的影响下改变 或重组 其原有 图式的 过程。蔡龙

语教学的教师较 少从概念隐喻理 论的高度 来认识 和研究

权提出隐喻研 究的 二语 习得 框架, 指 出隐 喻理 论对 二语

隐喻, 忽视了对词语认知理据 的观察 与讲解, 因此 学生对

习得的直接贡 献, 即通 过学 习隐 喻性 表达 培养 语义 逻辑

隐喻及其相关 词汇 的理 解和 运用 也极 为有 限, 他们 的认

扩展能力和话语交 际的应 变能力, 并进 一步 阐述 了其可

知思维无法有效 地建立起不同事 物特征联 系的方 式或网

操作性 (蔡龙权 2003)。王寅、
李弘提出语言能力、交际能

络。大多数学生采用死记 硬背而 不是从认 知的角 度来学

力和隐喻能力 三者 合一 的教 学观, 强 调三 种能 力同 等重

习英语词汇, 结果往往事倍 功半, 收效 甚微。不少 学生经

要, 学习隐喻的过程实际上是 学习目 标语言 的概念 体系,

常 抱怨英 语词 汇太多, 无 规律 可循, 总是 记得 慢忘 得快,

培养隐喻能力 可以 增进 语言 学习, 提 高语 言的 流利 表达

并渐渐开始对英 语学习产生了恐惧甚至厌恶的心理。

能力与地道性 (王寅 李弘 2004 )。姜孟 运用 实证 方法对

作为一种基 本的 认知 模式, 隐喻 让我 们通 过相 对具

我国英语专业学习者 的隐喻能力 发展情况 及其隐 喻能力

体、结构相对清晰的概念去理 解那些 相对抽 象、
缺 乏内部

与英语水平之 间的 关系 进行 了细 致的 考察, 得 出了 中国

结构的概 念。隐喻 映射 不仅 会帮 助学 生对 词义 的理 解,

学生极少使用 隐喻, 学 生无 论语 言水 平高 低隐 喻能 力都

还能加深 对 该词 的 记 忆, 有 助于 提 高词 汇 的 习得 效 率。

比较低的结论, 为 了解 我国 英语 专业 学习 者的 隐喻 能力

例如由于梳齿的 形状像牙 齿, 通过联想 可以 用 teeth指梳

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 的实验证据 (姜孟 2006)。

子的齿: the tee th o f a com b, 由此还可以 掌握 the teeth of a

二语习得者缺乏 本族语者的 流利性的 根本原 因在于

saw (锯 齿 ), the tee th of a lea f(叶齿 ), the teeth o f a gear(轴

其隐喻意识 的 缺失, 直 白表 述所 占比 例过 大。作为 一种

承齿轮 ) 等 词。再 如, head 的 基 本 词 义 为 人 或 动物 的

语言能力, 隐喻能 力在 教学 法上 平行 于传 统意 义上 第二

头 !, 由于 头 !是身体 非常重 要的 组成部 分, 所以 常常利

语言教学所注重的语法 能力和 交际能 力。二语习 得的过

用与其功能上的 相似性来表示 领导、头目 !, 如 a head o f

程即是懂得目标语是 如何按照隐 喻的组织 方式来 反映概

sta te(国家元首 ), a departm ent head(部门主任 ); 或者根据

念或对概念进 行编 码的 过程, 外 语学 习意 味着 习得 目标

与其位置的相似 性来表示 物体的顶端 !, 如 the head of a

语中的隐喻机制并学 习像本族语者一样隐喻式地思维。

hamme r( 锤头 ), the head o f a snail( 钉头 )等。教师不但要
指导学生 学习 基 本 词汇 的 基本 意 义及 其 丰 富的 引 申意

2 隐喻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彰显与运作
二语习得者的语 言能力发展 瓶颈是概 念性的 而不是

义, 还要引导学生结合隐喻的 认知方 式进行 推理, 加深对
词义的理解, 有效地扩大词汇量。

语法性的。外语学习者由 于缺乏 对外语概 念系统 的基本

2. 2 阅读教学

认识, 常常用母语的概念系统 套用外 语表达, 致使 他们产

古德曼指出 , 阅读是一个 复杂的 心理活 动过程, 是读

出生硬无趣 、
不 合规 范 的偏 误语 句。二语 习得 者往 往缺

者逆向解析作 者语 汇编 码的 心理 过程; 同 时也 是读 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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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 利用 已获得 的信息 和知识, 批判

的一种学习, 可以 通过 隐喻 将纷 繁复 杂的 文化 现象 提纲

性地释义作 者 意图 的过 程。在长 期的 英语 阅读 教学 中,

挈领地组织起来 , 并加深对文 化和民 族思维 方式的 理解。

虽然教师采用 了不 同的 方法 和模 式引 导学 生阅 读, 但由

例如英国是一 个四 面环 海的 岛国 且喜 欢航 海, 航海 业自

于过于强调对 语法 或词 句的 分析, 不 够重 视或 缺乏 必要

古以来非常发达, 因此在英 语中有很 多与水、海、船、鱼以

的阅读方法和 技巧 的训 练, 没有 对文 章的 主旨 或结 构加

及其它一 些与 自然 环 境相 关的 习 语和 谚语。 比如 all at

以高屋建瓴地 分析, 学 生们 的阅 读能 力难 有实 质性 的突

sea(不知所措 ), to keep one s' head above the w ate r(奋力图

破 ( G oodm an 1967)。

存 ) , take the w ind out o f one s' sa il(先发制 人、
抢 占上风 ),

隐喻是语言 中最 活跃 的部 分, 普遍 存 在于 各种 文体

betw een the dev il and deep sea(进退维谷 )等。我国历史上

的文本 (如诗歌小说 )中, 许 多具 有普遍 意义 的主 题如理

是个农业国, 农业人口占百 80% 以上, 汉语也 有许多隐喻

智情感、人生意 义等 都 是用 隐喻 来表 达的。语 言的 隐喻

反映了我国农 民勤 劳朴 素的 优秀 品德, 是 他们 世代 务农

本质及遍布其间的隐 喻概念是阅 读理解中 一个至 关重要

或做人的经验总 结, 充满着浓郁 的乡土气 息。如 瓜熟蒂

的因素; 对隐喻的 正确 理解 和把 握与 否关 乎到 提高 阅读

落, 水到渠成 !、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等。

能力、理解作品 的程 度 及意 境等 诸多 问题。培 养学 习者

教师不仅要 将语 言中 的隐 喻解 读给 学生 , 而且 要引

的隐喻能力, 运用 隐喻 思维 可以 促进 学习 者更 高效 地阅

导学生自己剖析 , 充分发挥学 生的积 极主动 性, 帮 助他们

读, 可以使学生对 众多 纷繁 复杂 的表 达进 行有 效的 归类

掌握隐喻的分 析方 法, 自觉 地通 过表 面的 语言 现象 发现

和总结, 省去了逐 步分 析推 理的 中间 环节 而采 取跳 跃式

和整理深层的 文化 内容, 比 较母 语与 目的 语中 在使 用隐

的形式, 直接对认 知对 象的 本质 属性 和关 键特 征进 行高

喻时所凸现的文 化、
历史、民族、
政治等方面的差异。

度抽象概括并达到对事 物的整 体把握。从 注重理 解作品
内容, 转变到感受和领悟语言 对象的 表意特 点及规律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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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母语者因为长期生 活在这种文 化氛围 之中, 耳濡 目染,
潜移默化地习 得了 本民 族的 文化, 所 以理 解一 般的 隐喻
没有丝毫困难; 而 外语 学习 者的 目的 语文 化知 识比 较贫
乏, 因此即使是极其常见的隐喻也常常难以理解。
由于隐喻在 很大 程度 上涉 及一 个民 族的 文 化, 不同
的民族文化可能会用 不同的隐喻 概念去理 解人类 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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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验, 因而掌握 目标 语的 隐喻 概念 也是 对目 标语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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