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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学习如何表达意义的过程。很

多学者已经尝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之中。鉴于课程设计在英语教育中起

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尝试性地探讨功能语言学对设计中国语境下英语课程目标的启示。

本文将着重讨论如何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示调整现有英语课程标准中的语言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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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目标是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中最为关键

的内容。课程目标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

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大方向，关系到课程是否能够

体现其应有的教育价值，也关系到既定课程宗旨

和目的是否能够得以实现。近些年来，我国基础

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和高等教育的英语课程一

直在探索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新

设置英语课程的目标。近些年颁布的三个版本的

《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1，

2003，2012；具体名称略有差异，详见参考文献，

下文也是如此）和两个版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基

本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4，2007；具体

名称略有差异，详见参考文献）都设置了非常清

楚的课程目标。这些课程目标较以往的课程目标

（教学目标或要求）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突

出了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围绕语言运用能力来设置英语课程的主要目

标，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根据笔者

近些年的观察，不管是中小学的英语课程，还是

大学的英语课程，在培养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方面仍然显得“力不从心”。这一现象已经引起

了英语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有人

认为，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有的教师不重视语

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虽然重视语言运用

能力的培养，但没有掌握培养语言运用能力的有

效方法。

笔者认为，英语课程之所以在培养学生语

言运用能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可能有两个

主要的原因：第一，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规定

的语言能力目标本身存在偏差，对语言能力目

标的界定不够清楚；第二，虽然提出了语言运

用能力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能力目标没有提

出必要的支撑。比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3）提出了

“能写出语意连贯且结构完整的短文”、“掌握语

篇中基本的衔接和连贯手段”等目标，但对于

何为“语意连贯”并没有相应的阐述，也没有

进一步指出语篇中有哪些基本的衔接和连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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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就是说，虽然提出了语言运用能力目标，

但没有提出对应的举措，特别是没有进一步阐述

语言运用能力的要素，也没有说明学生为了发展

语言运用能力应该学习语言系统中的哪些知识。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些年来语言学研究（包

括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

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尚未

及时地反映到语言教育研究之中，特别是没有从

语言学的视野下研究外语课程的目的和目标。例

如，几个版本的《英语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2001，2003，2012）都以“能做某事”

的形式来描述学生应该发展的语言运用能力，但

都是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行为表现描述，未能

提炼成可识别的语言能力范畴。再比如，语篇知

识、语类结构知识、语篇能力等概念已经成为语

言能力描述的重要概念。Crane（2006）还专门撰

文讨论了语类知识（特别是语类结构知识）对第

二语言课程设计的启示。但是，这些概念在几个

版本的《英语课程标准》的目标描述中很少提及。

其实，国外语言教育界早就开始关注语言学

理论对设置语言课程目标的指导作用。《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全面介绍了外语学习者使用

外语实现交际所必须学习的内容，详细列举了外

语学习者具备有效的言语行为所必须掌握的知

识和能力，其中包括支撑语言的文化因素”（傅

荣、王克非 2008：17）。要列举上面表述中两处

“必须”学习的内容，没有语言学的指导恐怕寸

步难行。澳大利亚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相当于

中国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地以系统功能语言学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为理论依据，系

统地阐述了语言学习应该学什么、什么时候学等

问题。基于功能语言学理论提出的语类理论已被

广泛应用到澳大利亚英语课程目标的制定和英语

教学实践之中。近年来，Christie等学者（Christie 

2012；Christie & Derewianka 2008；Christie & 

Macken-Horarik 2011）基于功能语言学理论，描

述了不同阶段学习者的语言特点，追踪了学习者

的语言发展趋势，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选取

提供了实证基础。因此，我们不仅可以根据系统

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界定语言教育的目标、内

容、过程和方法，而且可以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

分析工具，描述学习者的语言产出，揭示学习者

语言的基本特征和学习者运用语言表达意义的方

法，为语言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笔者（程晓堂 2012）曾经撰文讨论语言学理

论对制定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其中提到语

言学理论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界定外语教育的目的

和目标，但该文未能结合具体的语言学理论探讨

如何设置外语课程目标。本文拟在该文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如何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设置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语言能力目标。需

要指出的是，除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外，其他语言

学理论对设置语言能力目标也有指导意义，只是

本文暂不涉及。另外，除语言能力目标以外，英

语课程还有其他方面的目标，本文也暂不讨论。

2.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系统功能语言学既关注语言系统本身，更关注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实际使用情况，强调语

境的作用，强调语言及其相关文化对人的发展的作

用。现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概述如下。

2.1 语言是一个具有表意功能的网络系统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由若干个子系统

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该系统也称

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即具有表达意义

的潜力的系统（朱永生等 2004）。“当人们要表达

一定意义时，便要在系统网络中进行有目的的选

择。换言之，当某个项目被选择时，意味着某种

要表达的语义已被选择”（胡壮麟等 2005：56）。

语言的意义与语言的形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意

义要通过形式来体现。意义的选择也要通过形式

的选择来体现，比如选择词汇、句式、时态、语

态、情态等。由于这些语言形式都有各自的表意

功能，所以选择不同的形式就意味着表达不同的

意义。这一思想与传统的语法流派至少有两点不

同。第一，传统语法往往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必

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结构；而系统功能语言学认

为，使用什么样的结构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希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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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什么意义和意图。第二，传统语法认为，有些

语言形式上的变化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即不同

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但系统功能语

言学认为，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都会带来意义的

变化。理论上讲，“语法形式上的任何差异都会

意味着意义上的差异”（Jones & Lock 2011：2）。

比如，传统语法一般不会关注Mary gave a book 

to Peter与Mary gave Peter a book在意义上的差

异，甚至认为这两句话没有差异。但是，根据功

能语言学，第一句的重点是玛丽把书给了谁，而

第二句话的重点是玛丽给了彼得什么。

2.2 语言具有三大纯理功能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各种功能。所谓语言

的功能，就是指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换句话

说，语言的功能就是人们希望通过使用语言来做

的事情。很多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社

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功能，提出了

很多语言功能的分类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

始人韩礼德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语言的

众多功能概括为三种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语篇功能（Halliday 1985, 1994）。

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指语言再

现现实世界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包括想象的世

界）的功能。也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反映客

观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以及与这些事情有

关的人、物、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胡壮麟

等 2005：74）。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和

语态系统来实现。及物性系统就是一个语义系

统。这个系统把人们在现实或想象世界中的所

见所闻、所作所为分为若干种过程（process），

每一种过程表达不同的意义。比如，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心理过

程（mental process）表示感知、反应和认知等心

理活动；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用来反映

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事物的属性。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是指语言

能够反映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

机、对事物的判断等。也就是说，语言除了再现

人们的经验和心理活动之外，还能同时反映语言

使用者（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和相互关系以

及他们在交流过程中的情感、态度等（胡壮麟

等2005：115）。由于语言具有人际功能，语言

使用者往往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语言来建构自己的

身份、地位和交际角色，或者通过选择语言来反

映说话者对所涉及事物的态度和评判（Jones & 

Lock 2011）。

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是指把语言成

分组织成语篇的功能（胡壮麟等 2005：161）。现

实生活中的语言总是以语篇的形式存在。语篇不

同于一堆随意排列的句子。语篇具有完整性、一

致性和衔接性。语言的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结

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和衔接系统（cohesion）协同完成。主

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在句子内部以

及句子之间合理地分布信息，以便使语篇中的信

息逐步从已知信息向新信息过渡，同时使重要信

息安排在凸显的位置上。语篇中各成分之间的关

系主要靠语篇中的衔接纽带和衔接手段来实现。

语篇中的两个成分之间如果有某种语义关系，那

么它们构成衔接纽带（cohesive ties）。语篇中用

来建立这些语义关系的语法和词汇资源称为“衔

接手段”（cohesive devices）（朱永生、严世清 

2001；封宗信 2006）。

2.3 语言与语境关系密切

对语言的理解主要来源于对语篇的理解，而

对语篇的理解又离不开语境。在过去，语境经常

被称为上下文，即在某句（段）话之前或之后说

的话语。上下文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

篇中的某些部分。但是传统意义的上下文与系统

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景语境有很大区别的。

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是指语言使

用者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语言。情景语境通常包

括三个要素：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

式（mode）（Halliday 1994）。语场指实际发生的

事情和环境，包括谈话话题、讲话者及其他参与

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语旨指交际参与者之间的

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

色关系（如上下级关系、朋友或陌生人、长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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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临时关系）。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

如口语还是书面语，是即兴的演讲还是有准备的

发言。语境的三个要素部分决定意义系统的概念

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目的在他们掌握的语言

资源中进行选择，而他们所作的选择与他们所处

的情景语境有关。语言使用者一般能够认识到情

景语境对语言的要求，也能根据情景语境的需要

选择语言。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推断情景

的要素。比如， 我们可以根据一段对话判断对话

者是什么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说话，以及他们交

谈的内容（Halliday & Hasan 1989）。

2.4 语言的结构与意义是有关联的

任何一种工具的结构是由它的功能来决定

的。语言的结构也是由其功能来决定的。也就是

说，人们根据使用语言的目的来组织语言的结构

（Halliday & Hasan 1989）。同理，为了实现不同

的表意目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结构。比如：

My flight was delayed by the snow storm可以用来

回答What delayed your flight?这个问题；而The 

snow storm delayed my flight则用来回答How did 

the snow storm affect you (your trip)? 传统语法比

较重视语法结构本身，对不同语法结构的表意功

能不够重视。

2.5 语篇是有结构的

语篇是交际的手段。语篇可以是书面的，也

可以是口头的；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

的。多模态的语篇除了使用文字以外，还可能使

用声音、图像和动画。语篇能够帮助我们识解生

活经验。

连贯的语篇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语篇

是有结构的（Halliday & Hasan 1989）。语篇的

结构包括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和宏观结

构（macrostructure）。微观结构包括上文提到

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宏观结构包括命题结

构（propositional structure）和语类结构（generic 

structure）。命题结构指组织语篇命题的结构；而

语类结构指组织语篇成分的结构。命题结构建立

语篇命题的层级关系，由逐个的微观命题渐渐引

出宏观命题。语类结构则对语篇的组成部分进行

归类和排序。显而易见，不同的语类有不同的语

类结构（程晓堂 2005）。

语篇的成分包括必选成分和可选成分。这

些成分按一定的顺序出现。其中一些成分可能

出现多次。如果我们能够把某类语篇的所有必

选成分、可选成分以及他们出现的顺序归纳出

来，就能够描述该类语篇的典型结构，即可以预

测这类语篇的结构潜势或语类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简称GSP）（Halliday & Hasan 

1989）。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在语篇中的表现不

是任意的，而是受到某种限制的。在语篇建构中

起关键作用的是必要成分。必要成分是决定语类

归属的关键因素。所有的必要成分及其出现顺序

决定我们对语篇的完整性认同。完整连贯的语篇

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语篇包含所有其所属语类

结构的必要结构成分；语篇成分出现的顺序符合

其语类的要求（ibid）。

2.6 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

语言再现（反映）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过

程，也是人类通过语言认识世界、识解经验的过

程。所谓经验，就是用语言构建的现实。我们用

名词给事物命名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过

程。事物的名称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同民

族的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反映

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

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认识到其他民族是如何认识

世界的，是如何思考的，是如何生活的。学习母

语以外的语言，还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

世界。Halliday（1988）用一段很通俗的文字来

说明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的意义：每一种语言就

像一个镜片，我们通过它来看世界。如果一个人

自从出生就一直戴着粉红色的眼镜且不能摘下

来，也不能换成其他颜色的镜片，那么这个人就

会认为世界是粉红色的，而且甚至不能意识到粉

色只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同理，如果一个人只

会讲一种语言，他（她）就不能意识到他（她）

所看到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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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有课程中语言能力目标设置的

局限性

简单地讲，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描写了现实

生活中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的，语言系统能够表

达哪些意义以及语言是如何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

的。换一个角度来说，人们要想学会如何使用语

言，就需要了解语言能够表达哪些意义，语言系

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中的具体语言形式

是如何表达意义的，在表达意义时这些语言形式

又是如何运作的。学习这些“如何”的过程，也

就是形成语言能力的过程。当然，仅仅知道这些

知识还不足以形成语言能力。语言能力需要在语

言实践活动中培养。

如果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来审视《英语

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1，2003，

2012）对语言能力目标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语言能力目标的设置可能存在以下不足。

1）现有课程目标体系在描述语言知识目标

时，主要还是着眼于语言本身，即语言本体，

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基本要素，而未

能充分体现语言作为意义潜势的属性，也未能

强调语言各要素在表达意义的过程中是如何运

作的。虽然有些目标也提出要通过语言表达意

义，但未能阐述语言是如何表达意义的，未能

说明哪些语言形式可以用来表达哪些意义。比

如，七级语言知识目标提到“根据语音、语调

了解话语中隐含的意图和态度”（语音知识目

标）、“理解话语中词汇表达的不同功能、意图

和态度等”（词汇知识目标）、“使用适当的语言

形式描述事物，简单地表达观点、态度或情感

等”（语法知识目标）。但是，这些目标过于笼

统。比如“话语中的词汇”是指具体的词汇还

是指词汇的类型？“适当的语言形式”究竟指什

么？更为突出的是，这些目标描述均未突出语

言使用中“选择”这一重要过程。

2）现有课程目标体系在描述语言知识目标

和语言技能目标时，对语言的概念功能涉及较多

（如描述事物、描述过程），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和

语篇功能重视得不够。比如，就人际功能而言，

目标描述中很少提到识别语篇反映的说话者的身

份、地位、态度、动机、对事物的判断，也很少

提到在语篇生产过程中如何合理建构身份、地

位，如何借助情态系统、语态系统来表达态度、

动机、对事物的评判。就语篇功能而言，目标描

述虽然偶尔提及衔接和连贯等概念，但没有提及

实现衔接和连贯的一些手段，如主位结构、信息

结构、衔接手段、连贯手段等（当然不一定要使

用这些术语）。

3）现有课程目标强调了听、说、读、写等

语言技能的培养，但未能阐述语言知识在听、

说、读、写的过程中是如何使用的，也未能将语

言技能、语言知识和语言的表意功能结合起来。

比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3）中的七级阅读技能目

标包括：“能从一般性文章中获取和处理主要信

息；能理解文章主旨和作者意图；能通过上下文

克服生词困难，理解语篇意义；能通过文章中的

线索进行推理；能根据需要从网络等资源中获取

信息；能阅读适合高中生的英语报刊或杂志；除

教材外，课外阅读量应累计达到25万词以上”。

阅读主要是理解语篇，而上述目标描述中缺少关

于语篇的一些关键知识和能力，比如：识别语篇

的类型，识别语篇的结构，识别语篇的表意功能

（如叙述、劝说、告知），识别语篇中使用的衔接

和连贯手段（如指代、省略、重复、连接词、词

汇衔接、小句关系），识别语篇中情态、语态等

语法资源的使用及其表意效果。

4）课程目标关于语言知识的描述和语言运

用能力的描述，主要停留在语音层次和词汇—语

法层次，很少涉及语篇层次。《普通高中英语课

程标准（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3）

（包括正文和附录）提到“语篇”6次，提到“篇

章”2次。虽然提到“学习并掌握常见语篇形式

的基本篇章结构和逻辑关系”，但未能强调语篇

知识的学习和语篇意识的培养，也未能从语篇结

构、语篇类型、语篇理解等角度提出更加具体的

语篇理解和语篇生产目标要求。

5）课程目标虽然提到了语言的人文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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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等理念，但未提出与

此理念对应的语言能力目标（“运用词汇给事物

命名、进行指称、描述行为和特征、说明概念

等”这条目标可能有些关联性）。其实，学习词

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新的概念的过程；学习

某些词汇就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而分类就

是对事物的再认识（比如英语中的 table和desk

就是对桌子的分类，而汉语中并没有完全与之对

应的分类）。同理，学习语法也是获得新的思维

方式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提出了现有语言能

力目标设置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非刻意批评现

有课程目标，更不是对现有课程标准的全盘否

定。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对课程目标

的合理性做全面的梳理。

4.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

运用能力目标

以上概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并

以这些核心思想为参照，尝试性地指出了现有语

言运用能力目标的设置可能存在的不足。假如我

们认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那么这些思

想对设置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目标究竟有什

么启示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

题，也非本文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过，笔者还是

希望尝试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以期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关注、研究这个

课题。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思想，掌握母语之后，

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套表意资源网络（meaning-

making resources）。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则可

以进一步丰富他们的表意资源。这些表意资源既

可以使他们从新的角度认识世界、识解经验，也

可以使他们参与到新的世界之中（以外语为媒介

的世界，包括以外语呈现的信息、知识等）。根

据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在借鉴澳大

利亚国家英语课程标准（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2013）的基础

上，笔者初步将语言运用能力概括为以下六个方

面：1）使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能力；2）通过语言

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的能力；3）在人际交往中

使用语言的能力；4）理解语篇结构和组织的能

力；5）阐释、分析和评价的能力；6）识别语言

变化的能力。

4.1 使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能力

语言的首要功能是表达意义。英语学习者既

要了解英语可以表达哪些意义，也应该了解英语

语言系统是如何表达意义的。因此，英语学习者

应该做到：

1）了解语言使用者是如何通过语言表达思

想和建构概念的。了解与语言使用的目的相对应

的语言范式（patterns），包括语音、书写、词汇、

句子和语篇层面的范式。

2）了解语言使用者在表达意义时是如何有

目的地选择词汇、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的。

3）能够意识到，如果变换语言表达中使用

的词汇或语法结构，所表达意义会有所变化（比

如 I admire her character与 I have an admiration for 

her character在表意上的差异；I teach English与 I 

am an English teacher在意义上的差异）。

4）在中、高级阶段，能够有意识地选择词

汇和语法结构，以实现特殊的表达意图和效果。

5）了解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合理地选择和安

排语言资源和多模态资源（声音、图像、动作、

表情、版式）来表达意义的。

6）了解语言使用者是如何通过使用名词化等

语法隐喻手段和复合句表达复杂概念和观点的。

4.2 通过语言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的能力

语言除了表达意义以外，还是我们认识周围

世界的工具。学习英语有助于学生从不同角度

认识世界、理解世界。通过学习英语，学生应

能做到：

1）意识到已学语言（如汉语）并非我们认

识世界、识解经验的唯一语言工具。

2）能够认识到常用英语词汇与个人生活经

验和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

3）能够使用常用英语词汇和语法结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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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世界或给事物命名、下定义。

4）能够借助词汇和语法对事物进行分类，

以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5）能够使用抽象词汇和语法结构（包括

语法隐喻）描述或界定事物属性及事物之间的

关系。

4.3 在人际交往中使用语言的能力

人际交往主要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实现。在人

际交往中，语言不仅仅起着传递信息、表达意义

的作用，而且是建构人际关系和交际角色的重要

手段。为此，英语学习者应该做到：

1）能够通过使用语言进行有效的人际交往

和互动，建立并维持临时或持久的人际（社会）

关系。

2）通过语言向他人传授知识和技能，通过

语言表达态度、情感和观点。

3）能有效地在人际交往中理解和生产语篇。

生产的语篇要具有得体性、准确性和流利性。

4）能够理解以不同媒介呈现、关于不同生

活和工作环境的语篇，包括日常生活的语篇和具

有一定专业性或技术性的语篇。

5）了解英语中常用的修辞手段（如隐喻、

借喻、反讽）以及这些手段在人际交往中是如何

表达特殊意义的。

6）理解语言的使用在建构社会身份、地位

等方面的作用；能够意识到语言使用既能赋予人

们权力，也可能削弱人们的权力。

7）知道语言使用者还可能有意识地通过使

用语言来展示或建构身份和社会地位。

4.4 理解语篇结构和组织的能力

绝大多数自然语篇都有合理的语篇结构和组

织。语篇结构和组织既能帮助语篇生产者有效地

实现交际目的，也能帮助语篇接受者准确理解语

篇。因此，英语学习者应该做到：

1）知道语篇具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和形式，语

篇可以以不同的媒介呈现，语篇的篇幅可长可短。

2）了解不同类型的语篇的典型结构以及这

些结构是如何实现特定交际目的的。

3）了解语言使用者为实现叙事、告知、劝

说、表达情感等目的时使用的不同语言和结构。

4）了解衔接、连贯的语篇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语篇是如何借助指代、省略、重复、连接

词、词汇衔接等手段来提高语篇衔接性的。

5）了解语篇生产者如何在句子、段落和语

篇等层次有效地使用语言资源来帮助读者（听

者）正确地理解语篇。

6）了解有关专业性较强的语篇所使用的复

杂语言结构和特点。

7）掌握一定的显性语法知识和语篇知识，

并能够利用这些知识反思并讨论自己的口头和书

面语言表达的有效性和得体性。

4.5 阐释、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语篇并非总是完全客观地反映周围世界和生

活经验，语篇传递的信息和知识也并非总是准

确、可靠的。语篇接受者往往需要对语篇的内容

进行阐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评价和判

断。因此，英语学习者应该做到：

1）能够综合运用语音、词汇、语义、语境、

语篇等方面的知识来理解语篇，并能对其内容和

呈现形式进行必要的阐释、分析和评价。

2）通过审视语篇内容的可信度和信息来源

的可靠性来阐释和评价语篇内容。

3）能够对语篇表达的观点提出质疑。

4）理解语篇是如何影响读者的。

4.6 识别语言变化的能力

语言总是处在变化之中。语言的变化既包括

语言系统本身在不同时空的差异，也包括语言使

用者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语言的差异。英语学习者

应该做到：

1）了解英语有历时和共时的变化，即不同

时期的英语有所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

体、不同场合使用的英语有所不同。

2）了解英语变体的主要特征，如美国英语、

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等。

3）知道语言使用者会根据交际双方的身份、

地位、相互关系调整他们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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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应能够根据语境的需要恰当、得体

地使用语言，如使用正式语言或非正式语言。

5）能够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

及由此产生的语言之间的相互借用现象。

6）了解现代技术和新媒体形式对语言、语

言使用和交际方式的影响。

7）能够理解过去的语篇（traditional texts）

与当代语篇在语篇结构及语言特征方面的差异。

以上六种语言运用能力主要是根据语言使

用目的划分的。由于语言使用往往有多重目的，

所以，这六种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重叠现象。另外，这些能力也是逐步发展

的，在不同学习阶段各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应该

是有差异的。再有，笔者在六种能力框架中列

出了一些具体能力要素，但是本文尚未穷尽所

有能力要素；每一项能力要素又可能包括多个

具体的表现，而且这些能力要素与语言系统中

的表意资源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些问题都

有待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将这些能力目标融入实

际的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之中，也是一个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现有的课程标准主要按照语言

知识和语言技能（听、说、读、写）来描述语言

能力目标，而以上所罗列的六种能力既包括对语

言知识的理解与运用，也包括语言技能，而这些

技能与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并不完全对应。

因此，究竟以哪种形式呈现语言能力目标，还需

要进一步探讨。

5. 结语

本文尝试性地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为参照，分析了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目标设

置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弥补不足的建

议。课程目标的设置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既

要考虑一个国家总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又要考

虑学校课程的教育价值，还要考虑具体学科的

特点。由于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价值是多

方面的，而且课程相当复杂，所以设置英语课

程的目标绝非易事。设置英语课程目标，既要

考虑英语课程的实际需要（包括国家经济文化

建设对英语的需要和学生个人发展对英语的需

要），也要考虑英语课程在教育学、心理学、语

言学等方面的理据。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

个方面来讨论设置英语课程中语言能力目标的

理据，所提建议也只是尝试性的，其合理性和

科学性有待学界同行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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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我国的专业外语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

困难和挑战。本文在全人教育理论的框架下，论述了专业外语教育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尤

其是要注意学生的个性特征，转变教师角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丰富学生跨学

科知识等。通过一门外语的学习，培育全面发展的完人，即“教单科，育全人”。

关键词：外语教育；全人教育；体验学习；批判性思维

1. 引言

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开启了我国正

式的外语教育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已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了

“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的教育工作方针。明确提出要“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2012]4号）也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放在首

位。外语教育如何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人才

培养质量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是外语学人必须面

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不论是从历史传统的继承上来看，还是从未来发

展的创新来说，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任务都十分

艰巨。

就目前我国专业外语教育现状来看，其核心

就是外语教育质量问题。要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和

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笔者认为可以把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的思想贯穿于专业外语教育

的始终，倡导“教单科（外语）、育全人”的教

育理念，在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式、课堂教学、质量

监控、教学测评、师资培养、实习基地及实验室

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

进一步提高我国专业外语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本文提出专业外语教育既要重视“双基”训

练，也要重视“全人教育”，即在传授知识以及

培养语言技能的基础上，把学生当成一个整体的

人来培养。

2. 全人教育之思想

全人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

美国的一种带有强烈批判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思想家Ron Miller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

提出这一概念的人。1988年，John P. Miller出版

《全人教育课程》，Ron Miller创办《全人教育评

论》杂志，1990年“全球教育改革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ransforming Education，GATE）成立，

这几件事标志着以批判理论为取向的全人教育登

1

1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刘润清老师的指导以及西南大学决策咨询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4SWUJCZX10）的资助，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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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全人教育的理念最早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论。他认

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其自身力图表现出来的潜

能，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发展学生自身的潜能，使

其成为自己最易于成就的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的整体性、完整

性的重视，促成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思

潮。这种变化促使各国学者就教育目的、教育培

养目标等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Maslow（1976）

认为，人的发展不仅包括知识和智力，而且包括

情感、志向、态度、价值观、创造力、人际关系

等，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整体发展，在于促进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和内在潜能的充分实

现。用一个时髦的词语来说，就是要发挥人的

“正能量”。

人本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Rogers（1969，

1980）也提出，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即

“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合一体”

的人，“他们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认知的方式行

事”。在此基础上，一些教育研究者通过整合后

现代主义、生态学、整体论、永恒主义哲学、批

判理论等相关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以“人的整体

发展”为宗旨的联结与转化学习理论。这种理论

后来被美国学者Ron Miller正式命名为“全人教

育”，标志着全人教育思想的正式确立。

“全人教育”是相对于作为工具人的“半人

教育”而言的，其目的是对教育目标工具化倾向

进行矫正。“全人”就是真正全面发展的人、人

格健全的人、和谐统一的人、具有主体性并能够

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作为人的人而非作为工具的

人、在精神和心理上完整的人。全人教育注重的

是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道德始终是全人教育

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全人教育思想的内涵极其丰

富，也正因如此，在全人教育观的界定上，学术

界目前还无定论。简单而言，全人教育的基本主

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谢安邦、张东海 

2007，2009；魏清 2012；文旭 2014）。

第一，关注个人能力与潜力的全面挖掘，强

调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的整体发展。从全人的本

质来看，精神性更重于物质性，教育应着重于人

的内在，比如智力、情感、想象力、创造力、同

情心、好奇心、审美和精神潜能等，尤其是要侧

重自我的实现。教育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和

技能的训练，更要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与人格的全

面培养，达到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第二，强调联系、关系概念，寻求个体间的

理解与生命的意义。全人教育鼓励自我实现，同

时也强调真诚的人际交往和跨文化的人类理解；

主张师生关系是平等、开放、有活力的关系，强

调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起一种开放

而平等的学习群体。

第三，全人教育关注人生经验，而不是狭

隘的“基本技能”，它强调教育是成长，是发

现，是拓宽视野，是参与世界，是探寻理解和意

义；这种对意义和理解的探寻远远超过了传统的

课程、教材和标准考试的有限视野。全人教育这

一观点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认知观有着密切的联

系。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就是强调身

体经验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个人的体验

和社会经验在认知中的作用。这一思想也与体

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密切相关（库伯 

2008）。

第四，全人教育使学习者对他们身处其间的

文化、道德、政治环境具有批判性思维，致力于

人类文化的创造和改造，而不仅仅是复制现有的

文化。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

维能力。在课堂上，不是强调“回答好了什么问

题”，而是强调“提出了什么好问题”。套用哲学

家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我们不仅仅要“照着说”，

更要“接着说”。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第五，侧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融合。全人教

育者看到了过于偏重实用知识，忽视文学、艺术

等人文课程的弊端。不少学校充斥着急功近利的

气氛，学生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对世界发展的正

确价值观，缺少对周围事物的关心与思考，只是

一味地追求通过考试的知识和技能，掌握“走遍

天下”的技术。全人教育并未否认科学知识的重

要作用，但主张在教育中要更多地渗透人文精

神，要用人文的方法来达到全人发展的目标。

第六，倡导跨学科互动与知识整合。全人教



教单科，育全人——论专业外语教育中的全人教育

14

育认为，把各种知识人为地割裂开来，各门学科

相互孤立，使世界被拆分为无数的碎片，导致人

的片面发展和孤立的思维方式。而实践中侧重职

业导向的学校，虽然能提供专业知识的教育，却

也只会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而非一个和谐

发展的人。有鉴于此，全人教育倡导学科间的整

合学习，侧重以跨学科的整合学习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因为没有一个科目、议题或因素能够单独

反映或解决当今世界发展的相关课题，只有透过

学科之间的互动、影响和渗透，超越学科间的各

种限制，才能开拓新知识与视野，真正将世界还

原为一个整体。

总之，就全人教育的理念而言，它是一种整

合“以人为本”和“以社会为本”的两种教育观

点，形成既重视人的价值，又重视社会价值的教

育理念。这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理念，也是一种

理想追求，是完善价值生命的教育理念，是培养

“完人”的教育理念。就其内涵而言，它首先是

人之为人的教育，即“通德”教育；其次是传授

广博知识的教育，即“通识”教育或“博雅”教

育；第三是和谐发展心智，以形成健全人格的教

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人教育就是

在通识教育和全面素质教育基础上的“全人”或

“完人”教育。就其教育目的而言，全人教育把

教育目标定位为：在健全人格的基础上，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让个体生命的潜能得到自由、全

面、和谐、持续发展，它所追求的是人的、人生

的、人类社会所能允许达到的最佳境界和最佳状

态。简言之，全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

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完人”，

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说，就是“把一个人

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

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1996：195）。它强调人的整体发展，尊重个体

的多样性、倡导个体之间相互理解和合作，关注

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关系，侧重外在价值与内在

追求的平衡等。全人教育是一个较之素质教育更

高质、更为内在、更为深入的教育理念，是一种

相当超前意识的教育理念。它为我们全面审视和

深入反思当前我国专业外语教育现状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

3. 专业外语教育如何实现全人教育

在我国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人们长期以来非

常注重“双基”的训练，即注重基本知识的传授

和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的提高。重视“双基”当

然是专业外语教学不可忽视的方面，也是非常重

要的方面。但是由于目前我国义务教学阶段和高

中阶段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在大

学阶段如果依然停留在“双基”的层面上，这已

经远远不能满足专业外语教学的需要了。专业外

语教学应从以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为中心的课堂

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全人教育”为中心的教育

模式，即以“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育人、发

展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模式。

新时期我国的专业外语教育要改革，要有所

突破，要进一步提高外语教育的质量，笔者认为

全人教育思想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如何

在专业外语教育中实现全人教育呢？结合当前教

育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

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思考和重视。

1）树立“全人教育”的外语教育理念

办学理念是关乎教育发展和教育目标的理性

认识。我国的专业外语教育要实现提高教育质量

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首先就要树立“全人教

育”的外语教育理念。专业外语教师不只是一味

地给学生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更重

要的是要育人，要树立“教单科、育全人”的理

念。也就是说，作为专业外语教师，我们既要重

视传授给学生有价值而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学

生扎实的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

全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道德、

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完人”。全人教

育注重的是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不是把人只

培养成为一种会做事的工具，道德是全人教育最

为关注的目标。道德始终是全人教育的最高和最

终目的。因此，专业外语教育在重视“双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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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该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外语教学的各

个环节中，从教学目标到教学内容、教材建设、

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等都不例外。

有人认为，甚至大学里的一些职能部门的

负责人也认为，外语专业教学就是提高学生的

语言技能，在托福考试（TOEFL）、雅思考试

（IELTS）、托业考试（TOEIC）、全国英语等级

考试（PETS）、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等考试

中，能获得高分就行，育人的事情是政治课的任

务。这样的观点非常可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

工具主义，根本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其实，在西

方国家（如美国）的教育中，“道德教育”也是

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课程督导与课程开发

联合会”曾对道德成熟者进行了描述，其中某些

品质为教师进行课堂讨论和课堂互动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框架，其内容主要涉及6大方面：（1）尊

重人类的尊严：尊重所有人的价值和权利，避免

欺骗和不诚实，促进人类平等，尊重良心的自

由，和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合作，制止带有偏见

的行为；（2）关心他人的安康：认识到人与人之

间是相互依赖的，关心自己的国家，寻找社会

正义，乐于助人，致力于帮助别人提升道德；

（3）把个人利益和社会的责任整合起来：投身于

社区生活，义务从事社区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展

示出关心自身权益和其他的美德——自我控制、

勤奋、平常心、友善、诚实和礼貌；（4）证明自

己的完整性：勤奋工作，践行道德原则，知道

何时让步和何时对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5）反思道德选择：能够识别出在某个情景中

的道德问题，进行道德判断时应有道德原则，思

考道德决策的后果，了解社会和世界上最大的道

德问题；（6）寻求冲突的和平解决方式：寻求以

公平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和社会冲突，避免身体和

言语上的攻击，用心倾听别人，鼓励别人进行沟

通，为和平而努力（奥恩斯坦 2009：124-125）。

由此可见，专业外语教育不应该只是注重

“双基”的训练，应该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的整

体发展，使学生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自

我发展、自我超越，最终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

全人。

2）注重学生“风格之培养”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傅佩荣2012：248）认

为：教育是“风格之培养”。这里的“风格”是

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及行为有一定的要求，因

此表现出来就有一定的水准。他认为，一个人从

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浪漫期、

精密期、展望期。所谓展望期就是指一个人上了

大学以后要开始学习高瞻远瞩，要学会自我认识、

自我定位、自我成长和自我超越，去发现自己同

社会、群体、人类、历史、自然，甚至整个宇宙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展望就是要敞开自己的

心灵，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行事的能力，找到自

己生命的定位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外语专业教育应该重视学生风格之培养。一

个人受过外语专业教育之后，其最大的特色就是

熟谙中西方文化，甚至成为两个“自我”，一个

是以母语为基础的“自我”，一个是以外语为基

础的“自我”。两个“自我”就是两种不同的风

格，这是学生受外语教育之后首先应该具备的自

我要求。如果一个外语专业的大学生还保持中学

生的心态，一心认为只要外语考试过关，毕业后

能就业、能当个英语教师或翻译就可以了，这是

远远不够的。大学生之所以称为知识分子，就是

因为他们懂得展望，可以高瞻远瞩，让自己的生

命与其他所有的重要领域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学生在生活和学习

中应该显示出一种非常高昂的斗志，敢于拼搏，勇

于进取，即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重视学生的个性特征

西方学者常以三种职业“农夫、医生、教

师”来说明教育的特性，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需

要合作才能产生效果的工作。如果一个学生不愿

与老师合作，估计这个学生是很难教好的，在学

业上也很难获得成功。我们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

中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同一班级中，被同一位

教师教导的一群学生，将来的发展会不一样。因

此，教育是一个需要靠自己去承担的责任。哲学

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世界上绝对没有两

个完全相同的人。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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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人的大脑也是不相同的，“个体在脑的

总体大小，尤其是用于执行特殊功能的神经元数

量，甚至在功能模块的组织与定位方面都存在着

显著差异。大多数神经元在功能上是可以相互转

变的，同一个神经元可以在完成一项任务后，接

着完成另一项任务。这表明，先天、后天与学习

使每一个脑都具有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在整

个生命历程中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6：41-42）。由此看来，每个学习者都是独特

的、有价值的个体，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都有

独特的生理、心理、经济、知识、精神需要和能

力，也都有无限的学习潜力。因此，对每个学生

都必须给予宽容、尊重和欣赏。

专业外语教育必须用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

论、学习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指导外语教学，根据

不同学生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外语教学方法和策

略。外语教育应尊重个体选择的自由，真正的外

语教育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中才能实现。对于学生

个体来说，自由探究、自主学习、自由成长都是

必须的。现行的专业外语教学虽然提供了许多选

择性，比如一些选修课和拓展课，但还远远不

够，还不能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

尊重唯一性和多样性的一个极好的办法就是

要重视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外语教师应该不断

更新和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找到切实有效的教

学方法，之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

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外，教师也应该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表了对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译本 

1996）一书，该书正式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

念，指出：“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存知

识（尽管我们要留心，但不要过于夸大这一点），

而应该更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学会怎样学

习）”。“教会学生学习”和“学会怎样学习”已

经成为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最响亮的口号。

4）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中国，学生与老师之间往往是不平等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我们老祖宗教导的。孩

子刚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高在上。中国学

生盲目崇拜老师，觉得老师总是对的，实在缺乏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精神。中国的

教师喜欢保持威严，不苟言笑，难与学生在平等

的基础上对话。而学生对教师往往是敬而远之，

不敢轻易交流。

欧美大学通常是教学生如何思辨、判断是

非、思考问题，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新的形

势下，尤其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重新

理解专业外语教师的新角色。外语教师首先是一

个很好的组织者，能组织好各种教学环节，并组

织好学生，使课堂教学和课程沿着一系列教学活

动和想法顺畅地进行下去。其次，外语教师应该

是学习的促进者，根据需要设计和运用外语学习

环境，以适应学生的特殊需求。第三，外语教师

应该是一个创造者，必须确立新的教学范式，与

学习者建立一种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教学过

程；教师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了解并尊重每个学

生的需要，与学生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

应高高在上，好为人师。最后，外语教师应该是

一个很好的咨询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培养

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并且意识到学生的身心健

康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同样重要。笔者非常赞同刘

润清（2014：1）的观点：“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

占有者和提供者，而变为课堂的组织者和学习的引

导者。英语描写这一变化更有趣：教师从God变成

了Guide，从Sage on the stage变成Guide on the side，

从 teacher变成helper、councilor、facilitator等”。

《论语 •子罕》中曾记载孔子最喜欢的学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

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作为孔子的忠实学

生，颜渊对老师的赞美，正描绘了“教师之为善

诱者”的图像。一位理想的教师，对学生的循循

善诱，必须要有耐心，有技巧，要用各种不同等

级的善，去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修养品德。这也

正是由教学的意向性决定的，因为教学的意向性

旨在引起学生的学习行为，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

目标，如知识的获得，技能的提高，品质的提升

等。我们应该把“指导学生”、“引导学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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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授知识”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从而

达到叶圣陶所提倡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的境界。

5）注重体验学习

所谓“体验学习”就是让学生在亲身经历或

经验中学习。亲身经验原本是人类最原始的学习

状态。荀子有句名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

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 • 

儒效》）。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没有听到不如听

到，听到了不如见到，见到了不如知道，知道了

不如去做。就是说学习要“闻”、“见”、“知”、

“行”，只有学以致用和付诸实践，才能达到学

习的目的。做一件事就是要尽力做好，一定要身

体力行，去体验。荀子的这句话以前并没有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中国的传统教授特别注

重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重视的是“Tell me, 

teach me”。直到20世纪建构主义的诞生，荀子

的话才重新受到了关注。这种思潮提出了一种新

的学习观：知识的建构观。根据这种观点，学习

就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依赖先前的知识，基

于个人经验、意愿和需求的过程。这种理论变革

促进了我们称之为主动而注重经验的“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理论的出现。这就是“体验

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该理论的目的在

于让学习者主动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促进信

息的深入整合。其实，今天我们提倡的教学实习

和顶岗实习，都是体验学习的一种体现。专业外

语教学同样应该高度重视体验学习，让学生主动

参与，让学生自求自得。孟子的话“君子引而不

发，跃如也”（《孟子 •尽心上》），就是比喻教者

善于启发，让学生自求自得。

几年前，免费师范生刚开始招生的时候，学

生被要求到实习基地去实习一学期，很多学生和

家长都不理解，甚至坚决反对。后来证明，这种

做法是正确的，非常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课堂教学

能力。对他们走向教育工作岗位有很大的帮助。

一次笔者在上海出差，应朋友之邀去体验朝

鲜的美食。席间，笔者了解到那里的服务员都是

从朝鲜某大学来的，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三学

生，要在该饭店里实习两年才回去。从与她们的

交流中笔者发现，她们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普

通话也讲得非常标准。这说明，体验实习是非常

重要的，无论是对语言的学习，还是对文化的了

解都很有帮助，能学到地道的语言和文化。

6）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外语教育中是否应提倡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

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其实，人类并非现

在才意识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孔子早就说

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树立的教师形象中就是一个具有

严密逻辑推理能力的批判思考者。大约400年前，

哲学家培根也警示过不准确阅读的危险性，他建

议大家不要一味怀疑某位作者的观点，也不要全

盘接受，而是要“权衡和思考”。19世纪，英国

政治家埃蒙德 •伯克用比喻形象地表达了类似的

观点：“不加反思地读东西，就像不加消化地吃东

西”（拉吉罗 2013：82）。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似乎已无异议。批判性

思维已经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教育目标和课程标准

之中，成为本世纪良好公民的必备技能和素质之

一。由于我国教育体系具有悠久的经学传统，强

调阐释教条与解读经文，因此缺乏对质疑、批判

与创意等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培养。虽然21世纪

的课程改革中，批判性思维已出现在教育纲要和

课程标准之中，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批判性

思维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重视。专业外语教

学更是如此。中国的外语教育，从小学开始，都

是教学生死记硬背外语单词，机械地操练一些

基本句型（典型的如：I am John. I am 12. I am a 

student. I go to school at seven...许国璋批评说，这

是“有字无文，有文无情”，这不是英语）。外语

考试中呆板的考题较多（比如选择题），开放性

的问题太少，很少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就谈不上有创造性思

维能力了！

2012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2中国SAT年

度报告》显示，参加美国高校入学考试的中国高

中生中，只有不到7%的学生成绩达到1800分的

“及格线”，而达到美国优质大学普遍要求的2000

分以上成绩的只占2%。有专家分析指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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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教育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黄源

深（1998）也曾指出，外语系的学生易患“思辨

缺席症”，这与外语教学重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

训练，忽略外语学习者思维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有

关。这可以说是中国外语教育的真实写照。

有人对批判性思维不屑一顾，认为你去批判

谁，你敢批判谁？其实，这是对批判性思维的一

种狭隘理解。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反映了一种古

希腊的观点。批判性这一词汇有两个希腊根源：

kriticos（意思是“恰当的判断”）和kriterion（意

思是“标准”）。从词源学上来说，批判性就是

“建立在某些标准上的恰当判断”。因此，批判性

思维就是建立在良好判断的基础上，使用恰当的

评估标准对事物的真实价值进行判断和思考。黄

全愈（2010）的《培养智慧的孩子：天赋教育在

美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神通’教育

（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

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

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

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成为各高校尤其

是研究型大学课程设计的核心”。专业外语教育

也毫无例外，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视听说教学

等都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学习能力，批判性阅

读能力以及批判性写作能力。这些对学生的思维

能力的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学习

全人教育特别提倡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在古

希腊，知识不是清晰地包含在界限分明的学科之

中的。但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还原主义影响一直持

续到现在，创造出界限分明的学科。随着这些学

科的发展和成熟，每一个领域都形成了一套独立

的专业化分析工具和话语，学科之间的知识壁垒

也逐渐变得更高更厚实。诚然，社会越来越需要

这种专业化学科，但与此同时，专业化学科也愈

来愈显出其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它们之间的分割

也许变得更加缺乏逻辑性，因为当这种静态的学

科方法变得不能适应新知识的产生时，就无法提

供跨越学科边界的途径。此外，这也使得一个领

域的学生在运用另一个领域的知识时极其困难。

我国早期的外语专业教育，其课程设置特别

注重“博雅”和“专精”二原则，其视野之宏

大，目标之高远，非常值得借鉴。也无怪乎，那

时培养出了不少大师级人物，他们不是外语专业

毕业的，但外语水平很高。现在有人提倡外语专

业教育要回归人文，“以文化人”，这是对的。大

学里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就是要培养

学生的人文素养。今天我们提倡外语教育的多元

化，如培养人才的多元化、培养层次的多元化、

培养方式的多元化、培养目标的多元化等，非常

符合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国家和社会对

外语人才的需求，这是我国专业外语教育发展的

必由之路。文秋芳（2014）指出：“如何既考虑学

校的层次不同，又顾及学生个体差异呢？这是每

个院校领导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去面

对，也必须去思考和解决。

4. 结语

本文从我国专业外语教育出发，阐释了全人

教育的基本思想，提出专业外语教育应该“教

单科、育全人”，即在传授知识以及培养语言技

能的基础上，把学生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教育。

T. 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有首诗为《东库克

村》，第一行是这样写的：“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

的结束之时”；最后一行宣称：“我的结束之日便

是我的开始之时”。所有试图深入思考任何事情

的人，都熟悉这首诗前后对照中所蕴涵的真理。

专业外语教育也是如此，必须以培育人作为教育

的起点和教育的终极目标，唯有如此，外语教育

才能真正在我国的教育中扮演自己的重要角色，

而不被人讥笑为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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