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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功能语言分析方法从语域出发，通过梳理语篇中的词汇语法结构来探讨语篇内容、风格和组织特点，对学科

读写教育和依托内容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功能语言分析视角下的学术英语研究，重点阐述功能语言分析路
径的发展及其在学术英语课程中的应用理据，进而讨论它在学术英语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功能语言分析与学术英语系
出同源，具有相同的语言学思想。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课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为大纲设计、教材开发、课
堂活动组织和学生成绩评估等多个领域提供依据，对国内大学的学术英语课程设计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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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Language Analysis：
Development，Mo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He Zhong-qing
（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Functional Language Analysis（ FLA）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gister — field，tenor and mode，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a text in terms of content，style and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exico-grammatical choices． It is of importance
to disciplinary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udies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 E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A，focusing on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motivation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EAP courses，and then
explic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FLA in EAP studies． Findings reveal that FLA and EAP both originate from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view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FLA has wide prospects of application in
EAP studies，specifically in such areas as syllabus design，materials development，organization of class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assessment．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FLA in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of EAP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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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

grell 和 Fang 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提出“功能语
言分析”（ Functional Language Analysis） 的 方 法，

不断对语言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张德禄 2005） ，
继

主张从“语域”，
即语场、
语旨和语式出发，
全面描

“基 于 语 类 的 教 学 法 ”（ Genre-based Pedagogy ）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指导课
写教育语篇特征，

（ Martin 1993，Christie 1997 ） 之 后，以 Schleppe-

程大纲设计、教材开发和课堂活动组织等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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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对我们推进功能语言学在语言教学领域

视语言形式的趋势（ Ellis et al． 2001； de Oliveira，

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但纵观现有文献，
国

Schleppegrell 2015） 。功能 语 言 分 析 通 过 揭 示 语

内学界的相关尝试并不多见 （ 孙迎晖 2013，Fang

篇中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能使学生在学

2015） 。

习语言的同时学习学科知识，
从而掌握各种语言

近年来，国 内 掀 起 学 术 英 语 （ English for A-

资源，
用于表达不同意义，
适应不同语境，
达到交

cademic Purposes，
简称 EAP） 研究的热潮，
但是围

流目的。同时，
功能语言分析通过分析语篇中意

绕学术英语课程的设置和实施等仍然存在很多问

能使教师和学生掌握
义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

题。学术英语发轫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其基本理念

相关“元语言”（ metalanguage） ，用于讨论或描述

强调语言教学须要以具体
是将语言视为交流资源，

语篇中具体词汇语法特征。如此，
学生能有效掌

语境下的 语 言 描 写 为 基 础 （ Halliday et al． 1964；

握各种词汇语法资源以适应不同语境需求。从某

Flowerdew，
Peacock 2001） 。据此，它们 系 出 同 源，

种意义上讲，
功能语言分析比基于语类的教学法

具有高度契合性。本文讨论功能语言分析视角下

更有利于读写教育，
弥补了后者重视语类结构的

的学术英语研究，
重点阐述功能语言分析的发展及

整体特征，
忽略考察语篇中具体词汇语法资源的

其在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理据，
并据此讨论它在

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如何通过语
不足，

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
以解决当前国内学术英语

言表达意义，
提高他们在各学科中的读写能力。

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2

功能语言分析的发展

功能语言分析源于一批美国学者运用系统功
能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解决读写教育问题。

表1

功能语言分析的理论框架（ Fang 2010）

语域维度 语篇成分
语场

内容

Schleppegrell（ 2000） 尝试运用语域理论
早些时候，
指导学生进行说明文写作，
初步形成基于语域理

语旨

风格

论的 语 言 分 析 雏 形。 Schleppegrell 和 Achugar
语式

Schleppegrell（ 2004） 全面
语篇特征。在此基础上，

组织

分析策略

发生什么事情？

分析及物性结构，包括

谁做的事情？

参与 者 角 色、过 程 类

时间？ 地点？
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型、环境成分等。

作者是如何与读者交流的？
作者的语气态度是什么？
文章是如何组织的？

（ 2003） 首次提出“功能语言分析”的概念，
主张从
语域的 3 个维度，
即语场、
语旨和语式出发，
分析

关注问题

文章的结构是否合理？

分析语气结构、情态和
评价意义等。
分析主述位结构、衔接
手段 和 小 句 复 合 手

文章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段等。

考察教育语篇特征。此后，
功能语言分析方法开
目前，
功能语言分析在美国中小学读写教育

始广泛 运 用 于 各 学 科 读 写 教 育 （ Fang，Schleppegrell 2008） ，并经过 Fang 等人 （ Fang 2010； Fang，

中运用非常广 泛，包 括 教 育 语 篇 分 析 （ Schleppe-

Schleppegrell 2010； Schleppegrell 2017） 的发展，
形

grell 2004，Fang 2016 ） ，依 托 学 科 内 容 的 教 学

成比较完善的语言分析模式。

（ Achugar et al． 2007； Fang，Schleppegrell 2010） 以

功能语言分析是基于语域理论的语言分析方

及学 术 话 语 分 析 等 （ Moore，Schleppegrell 2014；

法，
重视对具体语篇中语言特征的描述，
强调读写

Schleppegrell 2017） 。未来 的 一 个 重 要 研 究 方 向

教育中“内容”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
体现出系

是，
如何将功能语言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其他教育

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教学观： 随着学生学习的学

背景下的学术语言教学，探讨学生“高级读写能

科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
复杂，
构成这些知识的语

力”（ advanced literacy） 的 发 展 （ Colombi，Schlep-

言也呈现相同变化，
知识的学习说到底就是语言

pegrell 2002： 5； Schleppegrell，
Moore 2018） 。

的学习（ Halliday 1998 /2004） 。具体来说，
功能语
言分析从语域的 3 个维度出发，
通过分析语篇的
探讨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揭示
词汇语法特征，
作者如何通过语言表达语篇内容，
表现个人写作
风格，
展现语篇组织结构，
如表1 所示。

3

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

理据
功能语言分析对学术英语课 程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两者在语言思想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运用功能

可以看出，
与基于语类的教学法相比，
功能语

语言分析进行的语言描写也是学术英语课程设置

言分析是“基于 语 言 的 教 学 法”（ Language-based

和实施的基础。首先，
功能语言分析和学术英语

Pedagogy） （ Fang，
Schleppegrell 2008： 1） ，
强调语言

课程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学术英语始于 20

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符合当前语言教学重新重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当时，
英国人面临巨大

19

2019 年

何中清

功能语言分析视角下的学术英语研究

第1 期

压力，
寻求有效方法解决大批涌入的非英语国家

曾蕾 尚康康 2018） ； 学科英
改革（ 张为民等 2011，

留学生的英语教学问题。韩礼德等出版的专著

语特征等 （ 何中清 王科苑 2018，彭宣维 2018 ） 。

《语言 科 学 和 语 言 教 学 》（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但是，
鲜有研究关注学术英语中的语言描写。现

Language Teaching） 对此产生深远影响 （ Halliday

阶段，
学术英语课程在我国高校的设置和实施仍

et al． 1964） 。该书的出版为学术英语和专门用

主要涉及大纲设计、
教材编写和
然存在诸多问题，

途英 语 奠 定 基 础 并 提 供 理 论 支 撑 （ Flowerdew，

成绩评估等方面。很多学术英语课程教师在教学

Peacock 2001： 11； Swales 2001 /2015： 61） 。韩礼德

过程中 存 在 学 术 英 语 课 程 到 底“教 什 么？ 如 何

等主张以全新方式看待语言和语言教学，
强调语

学
教？”的困惑。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

而是交流资源； 语言教学必须
言并不是抽象系统，

术英语 课 程 很 有 可 能 会 变 成 另 一 门 英 语“精 读

结合具体语境，
培养学生在具体语境下使用语言

与课程设置的初衷相去甚远。
课”，

进行交流的能力。学术英语继承和吸收这些语言

与“通用英语”相比，
学术英语教学需结合具

学思想，
与功能语言分析系出同源，
都发轫于系统

体学科内容，
注重词汇语法、
语义和语篇各层面的

功能语言学，
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语言分析 （ Strevens 1988： 10 ） 。我们需要注意两

其次，
学术英语重视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

学术英语属于“依托内容的语言教学”
点： 第一，

语言描写成为学术英语课程设置和实施的基础。

（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 CBI） ，强调通过

韩礼德等指出，
语言科学对语言教学的最大贡献

“语言”来学习“内容”（ Jordan 1997： 51 ） 。其次，

就是使全面描写所教语言成为可能； 不管所教语

学术英语教学必须围绕语言描写展开，
是学术英

言是外语还是本族语，
全面描写该语言是语言教

语课程设置和实施的先决条件。基于功能语言分

学的第一要素（ Halliday et al． 1964： 170 ） 。这一

析的语言描写有助于揭示“语言”和“内容”之间

观点得到学术英语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Flower-

的联系，
帮助学生了解日常语言和学术语言的不

dew 和 Peacock 认为，
语言描写应置于学术英语研

同，
同时学习如何通过语言进行具体语境下的学

究的“首 要 地 位”，它 是 学 术 英 语 这 门 学 科 中 的

术交流（ Fang 2016 ） 。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

“主要研究焦点”（ Flowerdew，Peacock 2001： 14 ） 。

研究中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具体如下。

Bruce 则强调，学术英语教师和课程设计者在了

4． 1 大纲设计

解教学对象需求的同时，需要掌握“系统而简明

学术英语课程的大纲设计需要结合学生需求

的框架”用 于 分 析 具 体 学 科 中 的 语 篇 和 相 关 文

分析和学习者本身进行语言描写。目前的情况

本，
为学术英语教学服务，
因而学术英语课程教师

是，
大多数高校在制订学术英语大纲之前都会做

需要成为“语篇分析者”（ Bruce 2011： 37） 。

了解学习者的需求，
但是并不太重
相关需求分析，

目前，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进行的

视大纲制订前的语言描写和分析。学术英语大纲

语言描写已经在学术英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设计“必须关注学习者如何处理和创造各类口笔

（ Flowerdew，
Peacock 2001； Swales 2001 /2015； Hy-

语语篇”（ Bruce 2011： 49） 。学习者语言分析和描

land 2009 /2015 ） 。功 能 语 言 分 析 专 注 于 基 于 语

写也是学术英语课程大纲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域理论的语言描写，
有助于揭示作者如何通过具

环节，
有助于了解学习者如何安排和组织语篇达

体词汇语法资源的选择表达内容，
表明观点，
从而

到具体交流目的，
同时帮助我们将课程目标从传

形成连贯的语篇。所以在学术英语教学中，
基于

统的学习词汇语法转移到培养具体语境下的语言

功能语言分析的语言描写，
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

交流能力。在此研究的基础上，
学术英语课程大

了解语言和意义之间的联系，
使其掌握学术语境

纲的制订过程可以参照图1 进行。

下的语言使用。

如图1 所示，
学术英语课程大纲的设计可以分
3 步进行。首先，
在准备阶段须做好学习者需求

4

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

分析和学习者语言分析和描写。其中，
需求分析

我国学术英语研究起步较晚。从现有文献来

有助于了解学习者的主观需求，
而语言分析和描

看，
直到 2010 年前后国内学者才开始大规模地探

写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学习者语言的客观特征。然

讨学术英语。目前，
国内学术英语研究主要集中

后，
我们需要结合需求分析与语言分析和描写的

在学 术 英 语 课 程 设 计 （ 林 易 等 2013，蔡 基 刚

结果，
确定课程目标。最后，
我们在此基础上选择

2014，
齐曦 2015） ； 学术英语写作实践（ 熊丽君 殷

和安排课程内容。可见，
课程大纲在设计过程中

猛 2009，
严明 2014，
孙厌舒 2016） ； 学术英语课程

需要两方面理论的指导，
其中的语篇理论，
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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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析相关模型，
应当用于指导学习者语言的

教学理论则应当用于选择和安排课程内容，
进行

分析和描写，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目标，
而语言

课程内容整体设计。

图1

学术英语课程大纲设计

4． 2 教材编写

的变化，
基本趋势是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重点由

国内的学术英语课程主要可以分为按
目前，

语言能力的训练转向具体语境下的语篇分析

学科内容和按英语能力教学的两种教学模式（ 蔡

（ Hyland 2006： 16） 。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英语课

基刚 2012） ，
因而目前国内的学术英语教材大体

重视具体语篇的功能语言分析和描
程的教学中，

上也分为两类： 按学科内容和按英语能力编写的

写，
着重挖掘不同学科背景的语篇通过词汇语法

教材。它们在国内高校中都有一定的市场，
解决

结构配置来凸显学科特色、
表现学科内容的方式。

了很多高校开设学术英语课程缺乏教材的难题。

体现在课程活动组织上，
学术英语课程教师应当

不过，
随着这些教材在国内高校中的广泛应用，
人

避免让学生学习孤立的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知识或

们也开始发现一些问题。例如，
教材所选的课文

者脱离课文语境进行语言能力的机械训练，
教师

授课教师很
与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需要根据课文的语篇分析来合理设计课堂活动，

难把握上课内容； 一些教材中的练习设计未能体

培养学生在具体学术语境下的语言交流能力。

现学术英语的课程特点，
仍然偏重于传统通用英

运用功能语言分析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描写所

语课程中的词汇语法翻译训练，
使得学生很难掌

讲授的语篇，
能够更好地使授课教师把握语篇的

握英语在各种学术语境中的运用。

内容、
观点和组织等方面的特征，
理解作者如何在

学术英语课程的教材编写需要考虑多方面的

语篇中通过选用不同的词汇语法结构达到交流目

因素，
包括学生、
教师、
大纲、
方法论、
资源、
时间和

的，
从而 设 计“有 目 的、真 实 的 学 习 活 动 ”（ Flo-

资金等（ Jordan 1997： 264） 。其中，
学生因素是重

Peacock 2001： 183） ，
werdew，
帮助学习者提高在具

教材编写者须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学习目
中之重，

如表2 。
体学术语境下的语言交流能力，

标，
还要掌握学生的现有英语水平特征，
这样才能

在表2 的课堂活动设计中，
授课教师将学生分

有针对性地选择素材和设计习题。这就要求教材

为两人一组进行小组练习。其中一个学生根据文

编写者，
除做必要的需求分析外，
更要重视学习者

然后另一个学生根
件夹中的图表口头描述其内容，

现有学术语言和目标学术语言的分析和描写。只

可以通过提问确认相关信息或描
据描述画出图表，

有这样，
编写者才能真正掌握两者之间的差距，
合

述，
但是不允许对方用手势交流。在完成绘制图表

理地选择素材，
避免所选课文与学生真实英语水

后，
两人对照图表，
然后讨论相关语言难点。可以

平相差太大； 同时理解目标学术语篇的特征，
合理

看到，
这个课堂活动设计旨在让学生学习掌握用于

设计习题以帮助学习者逐渐掌握如何选用不同的

准确描述相关图表的语言。这些语言表达在课文

词汇语法资源进行学术语境下的语言交流。

授课教师可以通过功能语言分析挖掘
中已经出现，

4． 3 课堂活动组织

如何选用具体的词汇语法结构表达相关内容，
然后

前文指出，
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思路总体上

通过上述课堂活动设计让学生加深印象，
使其进一

经历过从“基 于 能 力 ”（ skills-based ） 到“基 于 语

步理解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丰富他们的语言表

篇”（ text-based） 再到“基于实践”（ practice-based）

达手段，
提高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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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课堂活动设计实例（ Jordan 1997： 269）

Describe and Draw
Instructions （ for Player A）
DO NOT OPEN THIS FOLDEＲ UNTIL YOU HAVE ＲEAD THE INSTＲUCTIONS BELOW
1． In the folder you will find a picture． Do NOT SHOW THE PICTUＲE TO PLAYEＲ B．
2． Tell Player B that s / he will need a pencil，a rubber and some paper．
3． Describe the picture to Player B． Give him / her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first． Tell
Player B to draw what you describe． TＲY NOT TO WATCH PALYEＲ B． Tell him / her that s /
he may ask you questions．
4． When Player B has finished drawing，show him / her your picture． Compare the two pictures and
discuss any language difficulties．
4． 4 学生成绩评估

treatment must，above all else，be a clear one； that

学术英语课程侧重培养学生在学术语境下的

is，one which helps the patient distinguish each of

语言产出。这就要求学术英语课程教师在学生成

his problems and plan ways of tackling them．

绩的 评 估 中，要 注 意“行 为 测 试 ”（ Performance

如果以传统的写作评估量规来给上面两段作

Test） 的运用（ Bruce 2011： 196） 。行为测试采用分

文评分，
我们会发现很难进行。两段作文的主题

析性评分 （ Analytic Scoring） ，能够全面评估学术

都是阐述人们服药过量的原因，
语言都没有明显

因而它对于产出性语言能力，
即口
英语各个方面，

语句都比较通顺。直觉上我们可能觉
语法错误，

语和写作的评估尤为重要。目前，
学术英语课程

得第二段作文写得更好，
可是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在国内高校还处于起步阶段，
很多教师对学术英

传统的写作评价量规不能给出答案。

仍然运用通用英语课程评估
语的评估认识不够，

运用功能语言分析，
我们可以从内容、
风格和

尤其使用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来评估学生
方法，

组织 3 个方面简单对比这两段作文，
判断其优劣。

在学术英语课程中的表现，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首先在“内容”上，通过及物性分析我们发现，两

国内学术英语课程的发展。

段作文中的过程小句数量分别是 9 和 5，对应的

将功能语言分析引入学术英语课程的评估体

词汇密度分别是 2． 78 和 4． 60。在具体的过程小

系，
能够帮助教师完善学术英语课程的行为测试

句类型上，
例①以物质过程小句为主，
共 5 个，
而

方法，
全 面 评 估 学 生 的 学 术 英 语 表 现。Fang 和

例②中的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小句各占 2 个。其

Wang（ 2011） 详细探讨功能语言分析在学生作文

次在“风格”上，
两段作文都以陈述语气为主，但

评估中的运用。他们指出，
传统的写作评价量规

是主语的表现形式上差别很大： 例①大量使用代

（ rubrics） 过于侧重语法形式，
忽略其在语篇中的

词充当小句主语（ they，it，you） ，
尤其是第二人称

功能，
且不够重视语篇的语类和语域特征，
难以衡

代词 you； 而例②中的小句主语都使用带有前置

量学生作文中的语言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功能语

或后置修饰语的名词性短语，
没有出现代词。最

言分析能够帮助教师在评估学生作文时将词汇语

后在“组织”上，
例①中的主位选择比较单一，都

法形式与作文的内容、
风格和组织特征联系起来，

使用简单主位，
且出现 2 次 that，
而例②中的主位

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学生写作，
如下例所示。

使用更加灵活，
既有简单主位也有复合主位，
没有

① Most people take drug overdoses because

出现重复。综合上述分析，
与例②相比，
例①大量

they find that it ＇s difficult to sort out their problems

使用物质过程小句，
词汇密度小，
大量使用人称代

clearly． That＇s why you should treat your patients in a

词充当主语，
作者观点表达比较主观，
小句主位使

clear way． That means you should treat your patients

结构松散，
缺乏学术英语的特征。
用单一，

in a way that helps them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roblems and find ways to deal with them．

5

结束语

② Most overdoses are taken when individuals

功能语言分析是近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organize their life problems

言教学领域应用的重要成果。它是基于语域理论

in a clear way． For this reason，the approach to

的语言分析方法，
强调从语场、
语旨和语式 3 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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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
探讨语篇中的词汇语法与语篇内容、
风格

构［J］． 外语界，2015 （ 6） ． ‖Qi，X． The Curriculum

和组织特征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有助于揭示语篇

Design of EAP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中语言和意义的联系，
帮助学习者理解如何在具

Transition of College English［J］． Foreign Language

体语篇中通过选用不同的词汇语法结构描述周边

World，2015（ 6） ．

世界、
体现个人风格并形成连贯语篇。功能语言

孙厌舒． 学习者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引用行为研究［J］． 外

分析是“基于语言的教学法”，
强调语言学习与内

语学刊，2016 （ 1 ） ． ‖ Sun，Y． -S． A Study on Citing

容学习的统一，
对包括学术英语课程在内的依托

Practice in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s by EFL Learners

功能语言
内容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

［J］． Fo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6（ 1） ．

分析与学术英语系出同源，
都强调语言并不是抽象

孙迎晖． 功 能 语 言 学 在 基 于 学 科 内 容 教 学 的 应 用 研

而是交流资源，
语言分析和描写是语言教学
系统，

究———以方志辉等最新研究成果为例［J］． 北京科技

的基础。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研究中具有广

大学学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 （ 5 ） ． ‖ Sun，Y． -H．

泛的应用前景，
可以应用于大纲设计、
教材开发、
课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o

堂活动组织和学生成绩评估等多个方面。进一步

Content Area Teaching： A Case of Fang Zhihui’s Latest

探讨功能语言分析在学术英语研究中的应用有助

Studie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于解决当前我国学术英语课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5） ．

推动学术英语课程在我国的发展。
问题，

熊丽君

殷 猛． 论非英语专业学术英语写作课堂的建

构———基于中美学术英语写作的研究［J］． 外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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