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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relatedness between home culture and target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LT）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a proposal that current curricular objectiv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reconsidered，and puts forward a pedagogical viewpoint that the traditional orientation of culture teaching in FLT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orientation of develop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is can be done by encouragi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to learn not only the
target culture but also their home culture so that sensitivity in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 be developed． In this way，humanity perspective in FLT is enriched while the heavy burden in FLT is relieved． Finally，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in FLT aiming
to develop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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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堂交流中的使用缩减到最少状态。鉴于此，本文提出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在外语教育界得到普

从文化教学角度重新考量外语课程的教学目标，这样既

遍重视，目的语文化学习与外语课程的整合取得飞跃性

可以拓宽外语教学的人文视角，又能减轻由此而产生的

进展，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维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具

繁重教学压力。

体而言，跨文化交际能力指恰当运用语言文化知识与异

以“文化即信息”为指导思想的传统外语教学方法本

文化成 员 有 效 而 得 体 交 际 实 践 的 能 力 （ 张 卫 东 杨 莉

身存在一定问题，教师不仅很难把握课堂上到底该教授

2012） 。目前，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价标准及文化学习目标

哪些文化，而且还暗示所学文化是他者或有标记的文化，

俨然成为各层次教学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类外语

有别于本族文化规范。相比之下，旨在培养跨文化意识

教材充斥着与外语世界相关的各种文化素材。语言教学

和以理解文化价值观为导向的跨文化教学方法则对文化

“身兼数职”，既要培养学习者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

研究的相关性给与充分肯定。跨文化教学方法认为学习

能，还要介绍语言背后宽泛的文化内容，同时将本族语在

者不认真思考本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则无法理解目的语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及教学实践”（ 10BYY037）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专向资金资助项目“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根源研究”（ HIT． HSS． 201210） 和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面向留学研究生的英文授课课程‘中国文化与跨文化沟通’研究与实践”（ JGYJ － 20150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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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价值观念，并且要求教学中放开对目的语文化内容

学习其他文化时出现混杂信息和情感，这种状况在课堂

的限制，倾向于非实质性文化教学。这种文化教学称为

被公开认可而不是被压制时，文化学习才会被合法地判

培养跨文化头脑（ Galloway 1999： 153） 。这种较为宽泛的

定为真实。正如 Briere（ 1986） 建议，文化教学的目的是促

教学目标非常重要，然而在外语学习早期阶段却经常被

进理解，而不是制造喜爱或是亲近感。如果教师一味地

忽视。

引证来与学生辩驳，那么学生对某一特定文化群体的敌
对态度很可能会出现石化想象。只有把民族中心主义看

2

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

学习者文化身份与其对文化差异的态度之间的关系
一直备受关注。笔者讲授英语课时希望能给学生呈现宛
如英语母语者一般地道的英语，但两位笔者均发现自己

成文化学习之旅的出发点而不是一种固定学习者特征，
才是对其最好地、客观公正地诠释 （ Bennett et al． 2003：
237 － 270） 。
Kramsch 建议“重 新 思 考 语 言 学 习 者 的 主 体 位 置”

教授的学生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期望，有些学生对学习外

（ Kramsch 1997： 360） 。Galloway 则强调学习者自己的文

语和外国文化甚至有一定抵触情绪。Kramsch 在分析学

化和亚文化身份以及跨文化交往中的冲突和复杂性（ Gal-

习者第三文化空间，即本族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空

loway 1999： 164） 。诚然，教师文化地位的复杂性更是有

间，时曾隐约提到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长期斗争，即教师

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上述分析，冲突、愉悦甚至又爱又恨

通常希望促进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理

的矛盾心理均是跨文化学习过程中同等强烈的生命迹

解和欣赏，而学习者则把文化知识拿来为自己服务，并且

象。由于教师和学生一样拥有多重主观身份，以英语学

“坚持其个人的诠释以及自己所想到的关联”（ Kramsch

习为例，英语课堂可以被看作文化交叉之地，在那里可以

1993： 239） 。有些学生根本不关注自己是否与文化他者

学习有关美国人、英国人或其他文化及亚文化身份。有

身份相同或者可否成为文化他者。

关这种文化学习的问题是相对的而不是 绝 对 的 （ Briere

语言教师清楚地知道，学习者对于外国文化的态度

1986） ； 研究另一民族的价值观念及社会习俗可以使我们

往往从一个极端，即恐惧、敌视、抵制变化，到另一极端，

更多地了解本民族。将这类问题看作相对的而不是客观

即被吸引甚至毫无条件地痴迷。正如教师在教授那些被

的是向 Briere 提出的把他者视为“一种文化主体而非文

文化差异吸引的学生时感到愉悦，因为这些学生由于课

化客体”的状态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上： 204） 。教师应该

堂学习或国外经历甚至采纳“一种改变了的文化个性或

不断提醒学习者文化观察的相对性。这种文化上的不断

身份”（ Damen 1987： 142） ； 同样，当教师面对那些对他国

认同并逐渐了解到相似性、不同之处、亲近感及疏离感是

文化抱着顽固的偏见和片面形象不放的学生时也会感到

批判性教学的一个特征。这种教学允许多种 文 化 的 融

力不从心。但是，不管学生表现出亲近还是抵制他国文

合，而且也允许针对混杂其中的情感真实地加以诠释。

化，他们对于文化身份和文化差异本性的这种意识和理
解均是片面的。

4

文化的多样性

此外，除针对学习者对于目的语文化群体是亲近或

截至目前，几乎所有教学材料均对其呈现和描述的

是长期抱有功利主义目的进行分类外，文化学习动机与

各种社会场景和活动参与者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教师

学习者对一种文化及其群体的接受程度随着场合和交际

对于课本中宽泛的地域知识及文化话题也很难做到非常

场景的变化而相应变化。这显然合乎情理，因为学习者

熟悉，更谈不上精通。通常情况下，教师对一种或多种文

往往处于各种不同的学习场景。每种场景针对一种外国

化没有第一手经验。即便他们拥有第一手经验，也不是

文化及生活在该文化的人群均可能引起不同的态度和行

最新的或者感触非常深入的（ Allen 2000： 52） 。

为。此外，包括“面子问题”在内的社会因素也可能会影

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显然 已 成 为 现 代 生 活 的 特

响学习者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因为这些态度

点，而民族内部的文化身份则呈现出日益增加的流动性

和行为在课堂互动中展露无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

和复杂性的特点 （ Ｒodowick 2002： 16） 。比如，艺术家们

学习动机和文化态度均不会一成不变。

本身往往就是复杂文化传统的产品，多样性经常在他们
的作品中得以呈现。加拿大魁北克省嘻哈文化中饶舌音

3

外语课堂上的文化交叉

许多外语教师从内心深处很容易被文化差异激励，
而学生对待目的语文化及其文化群体的态度则比较谨

乐语言的混杂性（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克里奥尔人所
讲的法语） 就是标志现代都市生活中语言和文化身份相
混杂的一个鲜明例子（ Sarkar et al． 2005） 。

慎。他们出于各种社会目的可能会尝试甚至采用该门语

众所周知，目前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以及民族内部

言或该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单词、短语、记号和行为，以

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性导致完全理解文化内容几乎不太

便表示幽默或者用于表演。当学习者的文化身份以及在

可能。所以，教师及教材编撰者必须综合考虑学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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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本质。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传播，目的语文化对于外

教师应该意识到全面准确地掌握目标文化内容几乎是不

语学习者来说触手可及。而有些外语学习者则要去目的

可能完成的任务。“文化和文化模式都在不断变化。学

语国家访问或旅游才能有机会与以目的语为母语者进行

习如何学习文化或适应文化的变化远比学习‘事实’和

交流。还有一些外语学习者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与以目

‘真相’重要得多。”（ Damen 1987： 88） 缩减文化内容可以

的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所以语言课程中的文化组成部

腾出空间考虑与文化相关的重要问题，比如与他文化移

分必须对这些学生也应具有意义。受到人文目标和现实

情的需要、理解文化本质以及文化内在冲突的必要性（ 同

目的驱使的外语教学课程大纲更加关注跨文化意识的培

上： 262 － 263） 。无论是对本族文化还是对目的语文化，

养，同时根据学生兴趣和需求以及教师专长保留有限的、

外语教师多关注文化身份本质可以使外语学习者理解并

仔细筛选出来的特定文化内容。

欣赏文化多样性，而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在特定时间和
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界定我们自身和他人。

许多教师和大纲设计者原则上认同自我文化意识十
分有价值，但是目前国内高校外语课程大纲突出文化意
识的课程并不多见。这类任务往往被看作已超越语言和

以培养跨文化意识为目标的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领域，进入人类学范畴。然而，当文化学习中的

文化教学通常以培养学习者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和尊

自我意识部分消失，关于外国文化的视角可能出现倾斜。

5

重以及培养学习者对不熟悉内容的兴趣等气质型特征为

下文提出的课程模式正是为在语言学习初期阶段强化这

目标。简而言之，文化教学目标就是要培养学习者将自

一维度而提出。

身和他人理解为特定文化产物，而文化学习的总体目标

以培养跨文化意识为导向的课程模式

是拓宽学习者的文化视野，使其对文化差异持开放态度

6

并对自身文化持改变意识。此外，跨文化教育最基础、最

在传统外语教学中，如果时间允许或内容可以缩减，

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带领学习者去理解哪些行为受文化决

以培养跨文化意识为主的教学内容可以安排在外语课程

定 （ Kramsch 1983： 438） ，所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

第一周到第二周，教师可用汉语和外语同时授课。这种

是他者，而且还是具有文化特征的自己。这相当于理解

做法尽管不十分正统，但若通过设计一些活动来鼓励学

了自身的相关性 （ Byram 1997： 22） 。这样，Byram 对跨文

生反思本族文化行为和某些文化特定行为，那么这种教

化人的定义包括认可自己和他人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学设计毫无疑问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极具价值的交际和

半个多世纪以前，Hall 指出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

语言学习的文化视角。这种教学设计最适合中等水平外

“不是理解外国文化，而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Hall

语学习者，因为他们已具备较强的目的语语言能力，并且

1959： 53） 。Damen 认为，自我意识是对他人意识的必然

对于目的语文化已经有所了解。

结果： “跨文化意识涉及发现并理解自身文化的特定行为

为了解学生对于文化问题的态度，教师可在开课第

和想法以及其他文化的特定模式。所以，这个过程不仅

一天进行问卷调查。日后还可让学生以书面形式再次反

涉及发觉和领悟其他文化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而且

思相应文化问题。完全或部分使用母语定期写日记是另

涉及识别本族文化的基本事实”（ Damen 1987： 141） 。

一种鼓励学生就文化问题开放思路的途径。此外，教师

除将学习者定义为文化主体外，提高跨文化意识还
要求学习者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和冲突（ Gallo-

们还可就其自身跨文化学习经历及针对不同文化群体日
益改变的态度与学生进行多方面交流，为其释疑解惑。

way 1999： 164） 。作为文化主体，教师和学生均处于不断

以培养跨文化意识为核心的单元话题可包括外语学

变化当中； 若按照种族、性别、地域、年代以及其他因素划

习者的文化主体身份、本族文化中的亚文化、本族人对外

分，我们均属于不同亚文化群体。应对文化他者要求我

国文化的观点、外国人对本族文化的观点和跨文化言语

们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多元文化社会层面均将文化他

行为等。下面描述的活动可根据特定学生需求和学习项

者看作自身文化人群。这样一来，在课堂学习中培养学

目来进行选择。若单独选择某一单元不可行，则可选取

生自身文化主体意识的目的就是提高学生对文化冲突和

一些活动并整合到课程大纲中。

多元维度等特征的理解，并在适当环境下进行文化实践

（ 1） 外语学习者的文化主体身份： 课程开始时教师可

（ Crawford，McLaren 2003： 146） 。跨文化训练则关注个人

引导学生思考其身份的文化维度。教师可与学生分享价

在第二文化或外国文化中的各种实践能力，把个人理解

值观、并举例讲解教师自己认为是由文化决 定 的 行 为。

为一种文化产物，与二语教育旨在促进的人文价值观紧

学生还可以根据其身份的文化维度列出自己的表格，然

密相关，这也是一种终生学习的宝贵财富。我们个体可

后与班上其他同学的表格进行对比，从而进入班级讨论

能最终会忘记关于一种文化的某些特定知识，但会一直

环节。或者，利用一个由 Paige 等设计的活动让学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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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组成其“个人文化图表”的七到八个不同圈子里自己的

片段来观察目的语本族语者在类似场合的具体行为方

不同身份（ 独生子女、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等） 进行命名从

式，从而切实提高其跨文化语用能力。

而把自己定义为文化主体（ Paige et al． 2002） 。然后他们

在上述跨文化语用实践过程中，教师不但要求学生

从中挑选一两个更重要的身份。再后来，学生可以将每

总结成功的语用案例，还要归纳失误的案例，并进行认真

个圈子赋予一定的价值观。这项活动可就一个人生活中

分析，以 减 少 跨 文 化 语 用 失 误。DeCapua 和 Wintergerst

的多重角色展开讨论，所以该活动常被用来获取学习者

（ 2004） 以及 Brown 和 Eisterhold （ 2004） 提供许多有关跨

文化身份的某些特点。

文化误解的场景以及值得讨论的建议或问题 （ DeCapua，

（ 2） 本族文化中的亚文化： 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本族
文化中与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阶层或地域相关的亚

Wintergerst 2004； Brown，Eisterhold 2004） 。
（ 6） 使用本族语讲解目的语文化： 在外语课堂上最大

文化，并尝试分析各亚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或相似之处。

化地使用目的语早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条准则。然

比如，针对老年人与年轻人、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

而，教师仅仅运用目的语组织内容较为复杂的文化教学

族、南方 人 与 北 方 人 进 行 亚 文 化 层 面 比 较。Fennes 和

时，即使是针对中等水平的学生也不总是可行，这一点想

Hapgood 提 出 一 个 相 关 活 动： “这 就 是 文 化 ” （ Fennes，

必多数外语教师均有同感。鉴于此，某些文化主题完全可

Hapgood 1997： 203） ，要求每名学生呈现一个对于某一亚

以用本族语通过简短文本介绍给学生，并引导其思考跨文

文化群体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学生和教师也可分享与

化问题。此外，
学生课余时间也可以用本族语阅读目的语

地域或种族身份相关的个人经历。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

文化相关材料，以便快捷高效地了解更多目的语文化内

生的文化主体意识。

容。因而，
在有限时间内为实现文化教学目的，
将本族语审

（ 3） 本族人对外国文化的观点： 若要了解本族人对外

慎地整合到目的语文化教学中完全可行。

国文化的想法，可邀请本族语者进行访谈，让他们描述本
族文化并发现与外国文化的相似之处、分歧以及共享的

7

结束语

价值观。这种互动式访谈可以提高人们对文化他者的兴

在当今外语教学普遍重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大背景

趣（ Broome 1983： 146 － 148） 。这种互动式访谈的附带好

下，教师采纳何种指导思想开展外语教学实践显得尤为

处在于允许教师与学生一道学习，从而淡化教师在文化

重要。鉴于此，外语教师应该认真而客观地分析外语学

学习之旅的专家角色。采访者可就某一开放式问题展开

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并通过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学

访谈，认真倾听并跟随被采访者思路，不评论其谈话也不

习来提高外语学习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此外，外语

过多掌控访谈进展方向。教师也可邀请高年级学生进入

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对文化本身的多样性给予充分重视，

课堂分享他们所做的文化采访或他们参与过的其他文化

以避免出现文化刻板的失误。只有当外语教师认识到外

交流或海外留学活动。还可以选择让学生通过电子邮件

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不可能被完全覆盖这一现实，并对

采访海外中国留学生或与其网上进行视频交流。

文化教学内容进行有效选择，才可以降低学习者的心理

（ 4） 外国人对本族文化的观点： 为了解外国人对本族

压力，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文化的观点，且在不具备与外国人直接进行访谈的情况

文化理解不是语言学习自动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在

下，外语学习者可分析各种国外媒体提供的关于本族文

外语学习过程中应多多给予重视（ Briere 1986： 205） 。外

化及亚文化群体的相关报道，还可以关注《中国日报》的

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反思语言与文化及本族文化与目

读者来信栏目。该栏目刊登的读者来信大多来源于外国

的语文化之间关系的习惯。对于教师来说，挑战在于把

读者，其内容也经常涉及到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等内容。

握学生对目的语文化态度的演变，并适时加以引导。教

了解外国人的观点并将其视为外国人对本族文化的认

师也可以就自身跨文化学习经历向学生解释其对目的语

知，可帮助外语学习者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 化 的 态 度。

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如果学生能够认识到文化差异无

此外，学生还可以就文化适应问题采访来华留学生或外

处不在，且对文化差异持有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恐惧，那么

籍教师，从而了解他们在中国所经历和体验的各种文化

他们才真正在跨文化理解方面取得飞跃性进步，跨文化

休克（ Culture Shock） 。

意识才真正达到一定境界。要想获得整体意义上的跨文

（ 5） 跨文化言语行为： 外语教师应从跨文化语用角度
出发，分析开始对话，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道歉以及提

化意识，培养宽容的态度应成为文化教学的核心（ 高一虹
2002： 27 － 31） 。

出或接受恭维等言语行为，帮助学生了解跨文化语用的
基本规则。学生们可以在相关场合，如朋友之间、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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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黑龙江大学成立 75 周年，为传承俄语语言文学学术传统并扩大学术影响，黑龙江大学拟举办“中国俄语

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层论坛暨黑龙江大学俄语学科成立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旨在回顾与展望全国俄语学科建设以

及黑龙江大学俄语学科发展的 75 年历程。

一、会议参考议题： （ 1） 中国俄语学科建设与发展； （ 2） 李锡胤、华劭学术思想研究； （ 3） 俄罗斯语言学理论与研

究方法； （ 4）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 （ 5） 俄罗斯学研究； （ 6） 翻译学现状及发展趋势； （ 7） 我与黑龙江大学俄语学
科； （ 8） 其他相关议题。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6 年 9 月 17 － 18 日，黑龙江大学主楼。

三、请有意参会的同仁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前提交与会回执，并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之前提交文章。会议主办

方确认后，将向与会者发出正式会议邀请。
四、回执及文章接收邮箱： sunqiuhua15@ 163． com； 联系人： 孙秋花，电话： 15104631815。
本刊 讯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殞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