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

商务英语专业创新研究：“复”与“合”

张武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复合型专业是跨界组合的结果。复合的目的是为了增值。能否增值关键

要看两个字：一曰“复”，二曰“合”。“复”是指叠加的种类与方法，“合”则

是指不同内容交织在一起的融合程度。“复”是平移，“复”而不“合”是“什

锦糖式”的叠加；“合”才是创新，是“鸡尾酒式”的融合。“合”则成体，

“合”才能增值。商务英语专业是一条跨界组合而形成的价值链。这条价值链的

增值与否，既取决于各种复合成分的多寡，也取决于它们相互融合的程度。要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不仅要研究“什锦糖式”的

“复”，更要研究“鸡尾酒式”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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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是一门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类的复合型专业，与英语专业、

翻译专业合称为英语类三大专业（仲伟合，2013）。由于商务英语专业的设计交叉复合了

经济、管理、贸易、法律等专业的内容，一直以来，“复合”成了该专业研究的主题之

一。然而，纵观商务英语专业文献研究，多数文献集中研究专业之“复”，而较少文献研

究专业之“合”（张武保，2014）。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讨论

形成了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称为《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以下简称《商英国标》）。《商英国标》规定：“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

实，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国际商法）等相

关基础理论与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的通行规则和惯例，具备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

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的确立，从宏观上界定了商务英语专业所要复合的基本内容。但

是，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都是一个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作为一个外国语言

文学属性的复合型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的设计既要涵盖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又要不失

其外国语言文学的性质特点，实非易事。一个复合型专业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拼

凑，而是要根据需求，把不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有机、有序地平移过来，形成一个独特、

科学、系统的专业教学体系。“复合”本是“复”与“合”两个概念的统称。有的复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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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叠加，即把两种或两种以上东西累加在一起，如什锦糖、复合词等；另有些复合

则是把不同物质混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物质，如鸡尾酒、智能手机等。“什锦糖式”的

复合只注重“复”的手段或方法，不产生新产品，没有品牌概念；“鸡尾酒式”的复合则

注重“合”的结果，有创新，具有新品牌效应。这是商务英语专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也

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

2. 专业复合的方法及原理

复合专业就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专业内容，经过平移交叉，设计成一种新的专业

体系，以达到博采众长、产生协同效应的增值目的。复合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

结合、组合、融合、化合、合作、整合、合并等。在英语中，不同的复合理念也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弄清它们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分析商务英语专业的复合问题。 

（1）compound：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东西进行组合（something made up of two or more 

separate things combined together），这是典型的“什锦糖式”复合；（2）combination：使

不同的物质结为一体（causing things to join or mix together to form a whole），它既可能是

“什锦糖式”，也可能是“鸡尾酒式”的复合；（3）integration：通过组合或结合使某种东

西成为另一种东西中的一部分，多译为“整合”（combining someth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becomes fully a part of something else），这显然属于“鸡尾酒式”的复合；（4）collaboration：

尤指为同一目标协同合作（working closely with another person especially in a project of joint 

interest），是一种功能上的复合，而不是形态上的复合；（5）amalgamation：为了提高效益，

减少成本，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运营体（公司）合二而一（Adam，1995），这是典型的融

合之“合”。

商务英语专业的复合是多维性和多层次的。从《商英国标》所规定的专业结构来看，

它的复合多为compound或combination。从教学实施的角度来看，它的复合多为

integration或collaboration。这是因为，商务英语语言与商务专业知识的教学不可能完全

孤立进行，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专业知识的编排需要 integration，而课程与课程的

教学衔接又需要collaboration。从它的教材与教学管理来看，商务英语专业的复合多为

integration 或amalgamation。所以，在商务英语这个复合型专业中，有复有合，复、合相

继，复为方法，合为目的。

为什么商务英语专业又要复又要合呢？归纳起来，其原理主要有三：

（1）复合基础观。复合基础观是企业战略竞争力发展的理论。这里的“复合”概念指

对企业拥有的或外部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创新、整合，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或发展路

径。需要指出的是，复合基础观所关注的并不是稀缺资源，而是普通资源。它所关注的也

是普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陆亚东，2012），这对于许多普通院校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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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基础观。需求基础观是一种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或need-based）理

论，也是ESP的理论基础。需求基础观认为，需求是创新的基础，只有真正的需求才能

成就伟大的创新。如果社会没能自然而然地形成需求的土壤，创新或许不可能出现，即

便出现，也可能趋于消失。这一理论非常契合商务英语专业形成的初衷。

（3）增值效应理论。增值效应就是1+1＞2的效应。这种增值，既包括复合理论知识

增值，也包括复合技能增值。但复合增值具有不确定性特点，也就是说，复合既可能增

值，也可能减值。

总之，复合专业是一种创意，也是一种创新。复合基础观、需求基础观、增值效应

都是商务英语专业复合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是商务英语专业得以建立、生存与发展的主

要理论依据。

3. 商务英语专业的“复”与“合”

商务英语专业的设计及其结构是在多种复合原理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专业设计与市

场需求要有契合（conformity）；它的专业构成既有复合（compound），也有结合

（combination）；它的教师与教学既有整合（integration），也有合作（collaboration）；它的

核心教材编写更要有融合（amalgamation）。可以说，商务英语专业的设计、教材、教

师、教学等，是一条“复”与“合”交替进行或相互补充的价值链。

商务英语专业的“复”是很明显的。《商英国标》对商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规定了四

大模块，即英语知识与技能模块、商务知识与技能模块、跨文化交际模块、人文素养模

块。显然，这几个模块的构成既是compound，也是 combination。它们之间既有相对的独

立性，又有一定的衔接性与交互性。《商英国标》所规定的七门专业基础课程（综合商务

英语、商务英语听说、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写作、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国际

商法导论）和五门专业核心课程（商务翻译、国际贸易、国际营销、跨文化交际、欧美文

化概论），也是compound与combination的结果。其中，商务类的基础和核心课程基本是从

其他专业平移过来的，如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国际贸易、国际营销等；语言类的基

础和核心课程，有些是从英语专业中平移过来的，如语言学、英美文学等，也有些是商务

英语专业学者们编写而成的，如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听说等。复合专业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几个主要方面：需求的相合性、教材的融合性、教师的合作性、教学的统一性以

及实践的合一性。

3.1 需求的相合性

相合性（conformity）就是专业设计与市场需求相契合的程度，因此，也可称为契合

性（张武保，2014）。相合性属于需求基础观范畴，是复合型新专业建立的基础，也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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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立项的主要依据。相合是指专业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程度。由于科学技术在

不断进步，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这便导致了商务英语专业相合性动态发展的特点。商

务英语专业的相合性一般包括三个维度：第一是国际相合，第二是本土相合，第三是个

人相合。国际相合是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结果；本土相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个人

相合是市场需求的趋同结果。三十多年前，商务英语专业的目标是服务于“请进来”的

市场需求。如今的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结构、个人发展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商务英语专

业的目标当然也要与时俱进，重新调整，以达到新的契合。同时，对于一个专业而言，

“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人才培养定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洋为中用”或

“他为我用”，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中为外用”或“我为他用”。“洋为中用”是借力，

“中为外用”则是发力。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新的契合就是商务英语专业与中国元素的

契合。

3.2 教材的融合性

复合型专业需要复合型教材。那么，这个复合型教材是“什锦糖式”的复合，还是

“鸡尾酒式”的复合？所谓“什锦糖式”的复合，就是借用相关专业的课程与教材。这种

复合简单易行，但难以产生独特性，不利于专业的发展。试想：一个专业完全借用另一

个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及教材，课程名称与教材内容完全一样，这样的话，这个核心到

底是谁的核心？这个基础到底是谁的基础？一个独立的专业首先要有能够体现其专业特

点的独立教材，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的教材。这是商务英语专业目前的软肋。

复合专业的教材就是指复合内容的融合，即英语与商务的融合。从这一点来看，《商英国

标》还是一个“什锦糖式”的设计，尤其是那些语言技能课程，如听说课、阅读课，既

没有专业特色，又无助于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开发，不应该独立设课，而是应该通过练习

形式，把这种技能融入其他专业课程中去。为了使得英语与商务、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循

序渐进地进行，就要通过教材的编写，使其融为一体。这样既可以减少科目数量，又可

以丰富专业课程形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材才能体现商务英语专业的特色与特点，

形成独立专业的概念。复合性是商务英语专业的首要特性。但必须强调的是，商务英语

专业中的英语并非普通英语，商务英语专业中的商务亦非普通意义上的商务，而是商务

的英语和英语的商务。这种特点只有通过融合性教材才能得以体现。

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的融合性可分为几个维度：语言知识与商务知识的融合、语言技

能与商务技能的融合、中外商务知识的融合、中西文化的融合、汉英语言知识的融合。

教材融合就是要使语中有商、商中有语、中西结合、知技结合。因为商务英语专业的语

言教材内容是商务语料，商务教材的行文是英文载体，所以称之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又比如：商务英语写作教材不能只谈英语写作，不谈商务汉语写作。同理，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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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也不能只有西方文化，而不谈中国商务文化或其他商务文化。口语或语音教材也不

例外。这种语言技能课程的教材不能只强调标准的英美语音语调，更应该强调重点商务

国家和地区那些非标准的语音语调，如英美方言、中东语音、印非语音等，因为国际商

务活动中标准的语音语调甚少，而非标准的却甚多。总的来讲，“复”是商务英语专业的

设计理念，“合”才是商务英语专业的真实目的。这个“合”首先体现在教材内容的融

合，融合的教材才能体现商务英语专业的独立性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差异性。

3.3 教师的合作性

复合型专业需要复合型教师。一般来说，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复合是语言专业教师

与商务专业教师的复合。这主要是一种compound形态的复合。也就是说，语言专业教师

教授商务英语语言类课程，商务专业教师教授商务专业类课程。调查表明，多数语言专

业教师与商务专业教师之间合作性很低。这是因为，多数语言专业教师是英语专业背景，

对商务知识了解甚少；同样，多数商务专业教师为商科教育背景，欠缺语言学的理论基

础。这样就会导致在教学过程中“语不理商，商不理语”的两不合现象，其结果会使学

生的英汉商务知识难以互译互换，普通语言难以置换为商务语言。当然，也有少部分

“双师型”教师，他们既有语言学的教育背景，也有商务专业的教育背景，称得上是

integration或amalgamation形态的复合。但这类教师所占比例很低，且培养成本高、周期

长，一般难以做到。如果要让一支复合型（compound）教师队伍，实施一个整合型

（integrated或combined）教学计划，就必须加强课程与课程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尤

其是语言专业教师与商务专业教师之间的合作（collaboration）。同时也要有一个有能力

协调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管理团队，使不同专业、不同教师、不同阶段前后衔接、上

下配合、互相补充、相互巩固，从而形成一个环环增值的价值链。只有这样，才能使整

个专业的各个复合成分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否则，复合就难以达到增值的目的，

甚至还会出现减值效应。表面上看，复合型课程的设计是不同模块的拼凑，但实质上，

在不同课程、不同年级、不同模块之间存在着严谨的连贯性和交互性，是一个承上启下、

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的价值是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得以体现。这样看来，建立一支整

合的（integrated）“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各门课程教师之间的合

作。教师之间的合作性提高了，这条复合型价值链就增值了。所以，教师之间的合作是

商务英语专业增值的主要保证。

3.4 专业教学的统一性

教学是专业实施的主要活动。复合专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教学的统一性。商务英语专

业教学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教学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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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是语言教学与商务教学的统一。

在传统的英语专业教学中，知识与技能课程是分割开来的，听、说、读、写都分别

设立科目进行分体教学。这是针对过去的初级外语教学不普及、学生欠缺应有能力的现

象所设计的。这类技能课程，在国外多采取预科形式来解决，不记入专业学分。另外，

这类语言技能多属于重复机械操练，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开发，不宜开设在大学学习阶段。

大学是专业学习时期，是开发思维与创新能力、获得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时期。这一

阶段的教学应视语言为工具，用工具学习专业知识，并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专

业语言的应用能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统一性。任何专业教学都离不开听说读写：

老师教，学生就要听；要讨论案例，学生就要说；要阅读教材教辅，学生就要读；做课

外作业，学生就要写。这个过程就是把语言当作工具来运用。这种运用，不仅可以强

化听说读写的专业语言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外语直接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倘

若把语言技能课分设单开，既影响专业知识的学习，又制约思维能力的发展。

3.5 实践的合一性

商务英语专业的目标就是培养应用型国际商务人才。应用就是实践，即所谓知行合

一。胡适先生曾经批评当时的大学生“只会考试，不会做事”。意思就是只会学，不会

用；只有理论，不会应用。现在的大学生仍然存在着学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不相适应

的问题。虽然商务英语专业是复合型的，教材、教学过程都是复合型的，但模块与模块

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却是割裂开来的。此所谓只有“复”而没有“合”，难以达到知行

合一、转识为智的目的。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就是要把学与用相统一。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只有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才能变为力量，这就是转识为智。商

务英语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名曰复合型，实则合一型。复合是对他们知识结构、技能结

构的概括描述，而合一则是人才能力的具体体现。“复”是为了学，“合”是为了用。此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4.“合”的创新性

一个专业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差异性。这种独特性与差异

性只有通过“合”才能产生。因为“合”是创新，而不是拷贝；“合”是独我，而不是像

他。商务英语专业的创新要在“合”上做文章，在名称、内容、设计、实施过程等方面均

得以体现。比如：“商务英语”这个词，它的英文表达至少有三种，一种是English for 

business；一种是business English；还有一种是biz-English。窃以为，只有biz-English才具有

独我特点。英国的脱欧是独一的，从而出现了brexit（英国脱欧）这个词；电子商务的出现

增添了不少独特的表达方式，如e-mail、e-law、e-commerce、e-book等等。这些表达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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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又有新颖性，能够体现各自的特点。商务英语专业及其各种课程的名称表达，就

应该效仿这种做法，既避免与其他相关专业的重复，又能体现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差异性。

商务英语专业是以商务英语语言为核心的复合专业，所以，Biz-English应该成为该专业的

品名标识。一切被复合的专业内容都要打上这样的标识，如Biz-English writing、Biz-

English grammar、Biz-English phonetics等。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有了品名标识，名就正了，言就顺了，事也就容易成了。当然，仅有名称上的标新立

异是不够的。市场上很多书籍都冠以“商务英语”的名称，但内容却非常空洞，大有“挂

羊头卖狗肉”之嫌。要做到名副其实，就必须在专业品名标识的基础上，从内容、设计乃

至实施过程方面狠下“合”的功夫。这种“合”就是把被“复”的不同专业成分统一于一

个标识为Biz-English的合体中，并各家之长而克其短，化各家之神而去其形，使这个

“合”成为自然的、全方位的融合：专业设计的融合、市场需求的契合、教师之间的配合、

知技教学的融合以及教学管理的调和，从而形成一个内外互动、上下一致、教学相长、知

行合一的价值链。这样的“合”就是amalgamation。这样的“合”才能产生专业的独特性

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差异性。这是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创新发展的方向。

5. 结论

一个新专业的建立需要有其原理及理论基础。商务英语专业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

是复合基础观、需求基础观以及复合增值观。复合性是商务英语专业设计的主要特点。

本文通过对各种复合形体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复合是“复”与“合”两种概念的合

成。在商务英语专业这个复合体中，“复”主要是指专业构成的方法，“合”则是专业复

合的目的。“复”是不同专业知识、技能在专业设计、课程设计、教师组成等层面的组

合、复合、相合或合成；而“合”则是指不同专业知识、技能在教材编写、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以及教学实践等层面的融合性体现。“合”则成体，“合”则增值；“复”而不

“合”，不能成体；不能成体，则不能增值。这就是复合增值不确定性的原因所在。同时，

需求基础观告诉我们，商务英语专业是一门应时、应需、应急而成的交叉复合型专业。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信息化时代、在工业4.0时代、在互联

网时代、在中国走向世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时代，商务英语专业不能停留

在原有的模式上，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增添新的、时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

为“复”的前提或动因，“合”为“复”的结果或目的；不为“复”而“复”，也不为

“合”而“合”；“复”与“合”皆为“需”而设计，为“需”而增减。这就是与时俱进，

知行合一，也是商务英语专业创新的意义所在。所以，“复”与“合”，将是商务英语专

业研究的一个动态、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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