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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教育的职责是在以往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发

视为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综合体现。而听、说、读、
写是语言能力表现的途径而非语言能力本身； （ 2） 改革中

展学生的知识和素养，为学生步入社会，适应社会需求奠

过度关注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介，而忽略外语教学的本质

定基础。对高校外语教育的要求亦是如此。我国高校外

内容———语言，即： 教学中究竟应该教什么的问题； （ 3） 仅

语教育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为我国人才外语能力的培养

仅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对目标语国家风俗、礼仪和

做出巨大的贡献，但近年来却质疑声不绝于耳，尤其是近

习惯等的认知，缺少对交际媒介———语篇，以及语篇与文

年来的外语教学改革。近十年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以现代

化和情景的共生性的认识。这 3 方面的问题导致高校的

信息技术为依托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

外语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外语能力的需求。针对目

培养，以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于翠叶 2016： 149） 。

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尝试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探

改革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推动学生对目标语文

讨语境、语域和语篇的关系，论证语域的意义； 结合个体

化的认知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纵观相关研究以及

发生与语域思想，从培养目标、教学过程、教学任务设计

高校外语教育的导向，我们不难发现，改革中主要存在以

与教学真实性等维度解释高校外语教育。

下 3 方面问题： （ 1） 对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界定不清，将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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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语言、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认为语言是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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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和语篇元功能） 与语境变量（ 语场、语旨与语式） 之间
的体现关系。从语境的角度看，体现指不同类型的语场、
语旨和语式制约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的方式； 从语言的

系统，突出语言与语境的共生性。语境作为意义交换的

角度来看，体现指不同的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选择建构

环境（ Halliday，Hasan 1985： 12） ，分为文化语境和文化情

不同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方式。（ Martin，Eggins 2012：

景语境，二者之间是实例化的关系，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

174） 语域是一个沟通语境层与语言层的桥梁，是使语境

的实例。

与语篇之间的相互预测成为可能的机制，如图2 所示。

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指参与情景语境中的任何语
言使用的实例。语篇既是一个产品，可以被记录或研究。
同时，从社会符号视角来讲，语篇又是一个在意义潜势中
连续的语义选择过程。作为互动事件，语篇是意义的社
会交换形式。（ 同上： 10 － 11）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对语 域 概 念 的 理 解 并 不 一
致。Halliday 和 Hasan 认为语域是一个语义概念，是通常
与语场、语式和语旨的情景构型相联系的意义构型 （ 同
上： 38 － 39） 。Martin 则认为语域与语类共同构成语境，是
语境的一个层次，包含语域、语旨和语式 3 个变量； 语域
相当于 情 景 语 境，语 类 相 当 于 文 化 语 境 （ Martin 2012：
67） 。他认为，其用语域代替情景语境，将语类上升至文
化语境，可以解决在“语境中的语言组织结构层次图”中
体现与实例化关系上的矛盾。
对于层次之间体现关系的理解离不开对系统与实例
之间实例化关系的理解。图1 是在 Halliday（ 2007a） 的基
础上，对体现关系和实例化关系的诠释。实例化说明层
次内的横向关系。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语篇与语言系
统之间是实例化的关系； 无论文化语境还是情景语境，还
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连续体，都是层次结构中的语境层，
层级内部构成连续体，通过实例化关系描述； 无论是作为
系统的语言，还是作为语篇的语言，都是层次结构中的语
言层，层级内部构成的连续体亦通过实例化 关 系 描 述。
体现解释的是层次之间的纵向关系。语言和语境之间是
体现关系，作为系统的语言识解文化语境，作为语篇的语
言识解情景语境。语境层内部构成的连续体与语言层连
续体之间亦是体现关系。

图2

语域的体现与实例化关系

语域作为一个连续体，从语篇实例看，情景语境、语
域与语篇构成体现关系，如图2 向左，情景语境、语域、语
篇逐渐向系统端发展，构成连续的亚系统，作为亚系统的
文化、作为亚系统的语域和作为亚系统的语言亦构成体
现关系。

3

个体发生视角下母语与外语发展的比较

语言用于识解经验，儿童母语发展与其对世界的认
知发展同步（ Halliday 1993） ，随着个体社会生活经验的不
断增加，经历的语境日益丰富，语言不断向新 的 语 域 扩
展。母语发展，以学校教育为标志，一般分为学前、学中
和学后 3 个阶段。入学前儿童的语言系统通过与家人、
同伴、邻居等互动得以发展，识解日常生活经验，表述常
识知识。入学后，即学校教育中，儿童由常识知识的学习
步入教育知识学习期，母语参与到每一个学科的教育中。
教育知识对儿童的语言系统提出新的发展要求： 学习一
个学科即学习该学科的话语（ Halliday 2007b： 91） ，语言能
力发展要与教育知识的发展同步。
依据 Bernstein 对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的划分，儿童
学前期发展的是水平话语，承载常识性知识； 学校教育发
展的是学习者的垂直话语能力，承载的是教育知识（ Bernstein 1999： 157 － 173） 。垂直话语能力和教育知识为步入
职业话语共同体，从事某一专业的工作奠定语言和知识
基础。同时，在参与职业共同体话语实践的过程中，不断
扩大语域范畴，丰富语言资源和意义潜势，使语言能力获
得持续发展。

图1

体现与实例化关系

与母语教育相比较，外语教育起步于学校教育，缺少

对于语域的理解我们更倾向于 Halliday 和 Hasan 的

学前期，分为学中和学后两个阶段。识解常识经验的语

观点，将其视为沟通语境层与语言层的意义构型，强调语

言能力须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从我国学校的外语教育来

言配置和语境配置之间的系统联系，即语言成分（ 概念、

看，小学、初中、高中和绝大部分高校的外语教育并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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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高校外语教育的目标理应定位在培养学习者
基于语域的特殊用途外语能力，发展学习者某一特殊语

语言资源和意义潜势积累没 有 扩 展 到 其 他 学 科 语

域的语言资源，掌控该领域的语义潜势，培养其依据语境

域。学生步入社会，进入某一职业共同体，需要的不仅是

对经验、人际和语篇 3 个相度语义潜势做出选择的能力。

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需要识解相关领域经验的语

4． 2 语域与教学任务

言资源，即具备垂直话语能力。这就自然出现学校的外

语篇发生指语篇的发展，而语篇发展又是在特定语

语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缺少连贯性，缺少发展学生识解

境下语域展开的过程。为此，可以通过分析语篇，析出语

学科专业经验的语言资源和意义潜势的阶段。学生在步

域的构型，预测语篇的语境。语篇作为语言系统的实例，

入某一职业共同体时，不具备该领域的语言资源储备，更

是个体通过互动发展语言系统的途径，为此教学任务设

谈不上对该语域内语言资源的掌控能力。因此，也就不

计以语篇为基本单位，而非词句。

难理解为什么目前社会对大学外语教育质疑声不绝，认

教学任务分输入型任务和产出型任务。对于输入型

为大学外语教育“存在‘费时多，收效低’的问题”（ 毛伟

任务而言，其目的是从语篇的语域分析着手，建立语篇与

盛群力 2016： 106） 。

语域之间的相互期望。任务设计以语域的 3 个变量———

为此，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大学外语教学应该与

语场、语 旨 和 语 式 为 框 架。通 过 语 场———概 念 功 能，语

学科专业相结合。这就与特殊用途外语不谋而合———满

旨———人际功能，语式———语篇功能的对应关系，建立语

足学习者的特殊需求，内容与特定学科、职业和活动密切

篇的语域意义构型，从而通过语篇预测语境； 产出型任务

关联（ Strevens 1988； Dudley-Evans，St John 2004） 。特定学

应以一定量的输入型任务为基础，在学习者已经初步建

科、职业或活动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概念中的语场相

立特定语域与语篇之间的相互期望、具有一定量语言资

一致。但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特殊用途语言还是通用

源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同样以语域变量为中介，通过已

语言，语言同时具有经验、人际和语篇 3 种功能。特殊用

知语域 特 征，建 立 语 场———概 念 功 能，语 旨———人 际 功

途外语不应仅仅关注学科专业知识，同时要关注学科专

能，语式———语篇功能的对应关系，建立体现语境对语义

业内人员身份建立与认同等交际与交流方式，突破目前

层———语言元功能 3 个相度选择的限制，是一个通过语

特殊用途外语教育局限于语场的现象，整合语场、语旨和

境预测语篇的过程。

语式，从语言的经验、人际和语篇意义 3 个相度出发，使
学习者的语言资源、语义潜势扩展到其它学科语域。

4． 3 语域与教学过程
语域既可以与语言亚系统相对应，构成外语教育的
目标； 同时，又可以与语篇实例相对应，作为统筹、设计、

4

语域、高校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任

务与教学过程
语域是一个使语境与语言之间关系具有可操作性的

组织外语教学的中介。外语教学中对语篇实例的加工认
知，目的是建立语篇与语域之间的相互期望，通过语域变
量，建立语篇的语义选择与语境的对应关系，在逐渐累积

概念，对语言教学的培养目标、教学任务设计和教学过程

的基础上，发展作为亚系统的相关学科专业的语言资源。

具有组织作用。培养目标是外语教育的整体导向，通过

语言资源的储备是语言应用的基础，外语教学在发展学

教学过程和教学任务得以实现。教学过程既可以是某一

习者外语资源的同时，要培养学习者对专业领域语言资

节课从头到尾的展开过程，也可以是一门课程从始至终

源的掌控能力，即应对语境———语义———词汇语法———

的教学实践过程。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看，教学任务都

音系———语音之间限制与选择关系的能力，有能力依据

是教学过程的依托。

不同的情景语境在亚语言系统中对语义做出选择，产出

4． 1 语域与高校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
Halliday 认为，在所有语言教育中，学习者必须建立
一种特殊的资源： 用于创造意义的资源，并将这种资源称

语篇，实例化亚语言系统。
外语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由语 篇 实 例 到 语 言 亚 系 统
（ 学科专业领域的语言系统） 再到语篇实例的过程。

为意义潜势。个体发生视角下的个体语言的发展，是个

语域与教学真实性

体语域不断扩展，语言资源、意义潜势不断丰 富 的 过 程

5

（ Halliday 2007a： 274） 。语言能力是对语言资源与意义潜

语域作为语境和语义之间互为预测的中介，其变量

势的掌控能力。正如 Halliday 所言，即使是母语我们也无

亦是解释教学真实性的渠道。这种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两

法掌握语言使用中所有可能的功能领域，外语学习更是

个方面： 首先是教学语篇的语域构型与现实语篇语域构

如此，外语教育成功是特殊领域的成功。为此高校外语

型的相似性，而非同一性； 其次是语篇语义的选择性和语

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从语言系统端来界定，是一个作为

篇生成性。

亚系统的语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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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一点是从输入型教学任务来看的。输入型教学的

客观上要求，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把系统功能语言学视

目的是基于语篇，建立语域构型，预测语境，建立语境与

为是关于语言的元语言，而且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

语篇语义之间的限制———选择与体现关系。输入型任务

何整合其理念，从宏观上指导外语教学实践。

的设计以教材内语篇实例为基础。教学的真实性首先要
求的是教学材料的真实性。依据外语教学与测试中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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