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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讨

论，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该研究覆盖面较大，既包括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分

析，又包括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文学作品等关于语言与文化特征的具体介

绍，还包括语言的多种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对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论坛》为综合性人文学术出版物，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办、九州

出版社（中央一级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本书坚持以会通中外语言文化、关注学科发

展前沿、注重基础应用研究、促进人文学术交流为宗旨，探讨不同语言与文化理论、交

流最新研究动态，挖掘语言与文化多元化特征，力求结合地方文化，聚焦社会热点，凸

显栏目特色，塑造属于学报自身独特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论坛特稿栏目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展现最新学术成果。收录的《“互联网 +”时代

教学变革新趋势：特征与案例》论述了教学变革的时代背景，阐述了“互联网 +”教学

的关键特征并相应地列举了“互联网 +”时代教学创新发展的案例。

项目动态追踪栏目注重交流最新项目动态。《视图诗人杰勒德·霍普金斯的生成》

聚焦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氛围，论析这些要素在养成诗人情趣和认知

表达方式中的作用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重构形成这位视图诗人的多维图景。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栏目收录了《论田德里亚科夫教育小说中特性角色的道德

探索》《通过关键词解读 < 疯狂的罗兰 > 第 34、35	歌想象世界之旅》《“总统”与“考

迪罗”——小说<总统先生>中的魔幻与现实》等三篇论文，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发出对现实生活的追问与反思。

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栏目注重基础应用研究。本辑收录了三篇深度分析大学外语教学

模式的论文。《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工具融合下“三维”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从在线授课与课堂教学的结合、知识传授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深度学习导向与多元

信息技术工具应用的兼容等角度，提出了新型“三维”混合教学实践模式，验证了其对

于建设混合式“金课”的有效作用。《外语院校特色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紧跟“课

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对接国家和区域需求，坚持特色性、前瞻性原则，围绕外语高校

独特的思政教育价值，就如何构建外语院校课程思政体系展开思考与尝试。《“有身”

胜“无身”：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研究》从具身认知视角探讨了具身语言教学模式。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栏目重在挖掘翻译与跨文化的多元化。收录的《“天人合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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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的“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研究——以 < 故都的秋 > 为例》《道的弘扬与传承 : 武

当文化的译介现状与策略建议》《< 阿 Q 正传 > 俄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三

篇论文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译介理论与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青年学者园地栏目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学术成果。《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历

史回顾及其价值》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及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分析目前的研

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价值。《从英汉语言差异看中介语偏

误及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利用中介语偏误及英汉语言差异对比研究的相关理论对

这些偏误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应对策略，并进行教学反思。《说唱领域的翻译与传播研

究——以 < 越剧双语精选 > 中的“红楼梦”为例》以《越剧双语精选》中“红楼梦”英

译剧本为例，基于翻译传播研究理论，分析越剧剧本唱词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并

提出多模态的越剧传播途径，以期促进越剧的对外翻译和跨文化传播。

《语言与文化论坛》收录的论文理论多元，视角多样，既反映了当代语言与文化研

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又符合《语言与文化论坛》多元化的宗旨。希望本论丛能够一

如既往地得到海内外从事中外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

校内外同仁的支持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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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教学变革新趋势：特征与案例 1

◎胡小勇  林梓柔  梁家琦

1  研究背景

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李克强在发布的《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

次引入了“互联网 +”的概念；在 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提到“要积极发展‘互联网 + 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服务新业态”。“互联

网 +”一时成了时代热词，这一概念的出现促进了互联网与各传统行业的融合、共生、发

展，同时对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与改革起到了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指导作用。

一方面，从全球教育发展大背景来看，互联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2015 年底，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教育 2030 议程》，议程中提到要在 2020 年前大大增加获

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并努力在 2020 年前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普遍和负担得起的

互联网接入。2016 年底，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开颁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

2016》旨在通过技术来创建全方位的教学环境，专注于为学习者提供互联网接入和设

备、为学生选择相关的数字化学习内容。另一方面，从技术与教学互动发展的历史脉络

来看，技术进化对教学方式变革有着贯穿始终的影响力。从传统教学到信息化教学，从

“+ 互联网”教学到“互联网 +”教学，虽然教学方式的转变并非只由技术单一因素而

决定，但是技术成为教学方式转变的重要诱因。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环境加上“互联

网 +”的时代大背景，无疑引发了 21 世纪教学方式的变革。

图 1  技术与教学互动的发展史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面向‘互联网 +’的教师教研形态转型

与变革研究”（课题编号：BCA180094）、广东省教育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专项项目“新冠肺
炎疫情下的在线教学研究”（2020KZDZX106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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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联网 +”，为教学变革注入时代基因

“互联网 +”促进了教学的深化改革，推动了教学方式的不断创新，这主要取决于

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互联网 +”时代下的技术飞速发展，日渐为教学变革提供

了基础支撑条件；	二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21 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

这为“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变革提供了外在推动力；三是新时代学习者自身特征的变

化，为“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变革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2.1  技术手段变化：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常态现象

近年来，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不足 30% 提升到超过 98%，全国中小学“三全两

高一大”教育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基本实现了高效便捷的信息化教学与管理。全国

各地中小学校积极响应并借助信息技术来支撑教学改革，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课堂

用、经常用、普遍用”的信息化教学新常态。技术的不断革新变化，为“互联网 +”时代

下的教学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基础，为进一步深化教学创新提供了优质“土壤”。2017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预测未来高等教育技术方面的重要技

术进展有翻转课堂、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创客空间、学习分析、增强现实及虚拟现实技

术、量化自我、情感计算等，这无不蕴含着“互联网 +”的身影。基于“互联网 +”时代背

景下产生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物联网等新生事物，从技术的角度改变了学习者获取知

识的方式；而 MOOC、视频公开课、翻转课堂、创客教育课程等新型教学课程，打破了传

统教学的壁垒，从学习空间和教学组织的角度更新了教学形式和模式；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学习行为的角度推动了个性化学习和学习行为的分析研究。

2.2  育人目标变化：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具有数字化生存能力

2011 年美国出版的《21 世纪技能：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学习》一书中提到，21

世纪的教育应该是致力于学生学习与创新技能、数字素养技能、职业和生活技能等适应

互联网时代新技能的培养。2016 年 9 月，我国教育部颁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对培养新时代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出了新的框架和要求，其中提及新时代的学习者应具有

数字化生存能力，能够主动适应“互联网 +”等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从数字处理时

代到微机时代，从网络化时代到智能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

对人们学习、运用、传递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面对互联网环境的复杂多变，新时代

下的学习者应具备更强的信息分析能力、问题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2.3  学生特征变化：数字原生代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学习者

2001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马克·普连斯基（Marc	Prensky）教授把数字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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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的人分成了三类，分别是“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和“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这三个概念划分出人类数字鸿沟的“三

个世界”。新时代下的“数字原生代”是指同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一起诞生、学习生活、

长大成人的一群人。由于他们日常大量地在生活、学习、工作中使用数字通信技术，因

此新时代的学习者的学习习惯、需求、倾向与以前的学习者有所不同，他们能够享受信

息技术给他们带来的便利，并且可以娴熟地使用技术手段来处理各种问题；他们擅长同

时处理多任务，也热络于及时沟通。在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的支持下，新一代学习者对

新事物也抱有更积极、开放的态度。

3  “互联网 +”教学的关键特征

“互联网 +”教学是指以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数据

云、互联网、智能终端）为支持，应用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所开展的教学。“互联网 +”

教学作为信息化教学的新形态，要求教学观念、组织、内容、模式、技术、评价、环境

等一系列教学因素与互联网有着密切关系，和“教学 + 互联网”有着明显的特征区别。

“互联网 +”教学的变革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  “互联网 +”教学的变革特征

3.1  核心特征

3.1.1  颠覆关系

随着互联网与教学进一步融合，教学者、学习者和教学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

了显著变化。“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内容不仅仅是以教学目标为出发点的知识模块，

更是以开放的互联网为载体的知识链条。学习者能够以自我需求为出发点来寻找知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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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从而建立个性化的知识框架，学习者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被动接受过渡到主动建

构。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信息源不再单一，学习者在互联网上

既可以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是知识的传播者。“互联网 + 教学”颠覆了教学者的权

威地位，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个性化的教学，使得教与学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而

是交互、联通、分布、网络的。

3.1.2  改变结构

互联网创造出来的虚拟空间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先教后学”

的顺序，使得教学可以异步、异时进行。互联网不仅仅改变了教学时序，更改变了教学

结构。“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改变了教学资源的形态和存储方式，教学资源从纸质的

教材转变为在线的数字资源，教学资源的传递结构也因此改变。“互联网 +”时代的教

学环境从固定的课室转变为移动的、泛在的线上环境，教学结构从单纯的面对面课堂教

学转变成为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教学结构的改变和重组，不仅是多种技术、媒

体的结合，还是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混合。互联网推动了在线和面授的同步推进和

交叉融合，促进了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发展，更利于多维教学目标的达成。

3.1.3  影响数量级

“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让学习者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学习者既以自己为中心

吸收所需的信息来构建知识网络，也对外输出大量的学习信息，包括学习经验、学习习

惯、学习问题等。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只能通过测试卷和课堂表现来判定学生的学

习效果，很多学习细节却被忽略，导致学生最根本的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最深层的学

习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在技术的支持下可以轻易地捕捉到学

习者的学习数据。通过分析、挖掘这些大量的学习数据可以进一步发现学生学习背后的

规律和特点，从而促进教学的修正以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学习分析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传统教学评价中单一和片面的情况，通过全方位地收集学习者学习全过程的数据更能

够客观和系统地评价学生。

3.2  外在体现

3.2.1  多元开放的教学生态

传统教育当中的教育资源集中在相对固定而封闭的空间里，而且教育资源的存储形

式和分享方式比较单一。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其强大的云端存储功能和在线交互

特性也渐渐被教学采用，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存储海量数据、知识的“教育信息库”。

移动终端的不断普及让被移动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巨大信息网越铺越开，同时人们不断

发布、分享信息，也让教学资源越走越远，越行越新。互联网移动、互联、共享的特性

打开了教育新局面，让教学资源可以横跨不同地区，也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资源。2012年全球掀起的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风潮印证了教学生态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开源软硬件也加入教学资源共享、开放

的大部队。教学生态的开放不仅仅是让知识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其中蕴含的共享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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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更是推动着教学的不断变革和创新。

3.2.2  移动泛在的学习方式

从数字时代到“互联网 +”时代，从计算机到便携式移动终端，科技在悄悄地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在一项移动学习使用意愿的调查中发现，40% 以上的学

习者经常甚至频繁地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84% 的学习者借助移动设备来查询学习资

料，66% 的学习者会通过在线练习的方式来学习，52% 的学习者会选择观看学习视频。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在这个信息

爆炸的时代，人们对有用且有效的知识更加渴求。移动终端和教学的融合，更贴近现代

用户的碎片化学习需求和个性化知识需求。其中，碎片化的学习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特

征：用户大众平民化、学习内容碎片化、呈现方式及平台多样化。这样的“互联网 +”

移动终端让学习变得更加	“泛在”和“移动”，促进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教学新局面的发展。

3.2.3  丰富智能的教学媒体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流行和普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发生了变化。从纸

媒到电子传媒，移动终端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也让教学有了新的传播途径。文

字、图片、声音、视频、超链接……这些多媒体集合在移动终端上变成了富媒体，让教

学信息不再只是以文字信息传播，还能以更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展现教学内容，如短小

精悍、富有表现力的教学微视频—微课。从学习科学的角度来看，形象客观的视频、

图片更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而教学资源的富媒体化更能够让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掌

握知识。

大数据、云计算是“互联网 +”的核心技术，其不仅是智能化教学的技术支撑，更

是挖掘学习秘密最强大的武器。学习分析是隐藏在云端的技术，而移动终端则是陪伴在

身边的智能设备。智能学习软件可以帮助学习者发现学习问题，掌握学习者的学习习

惯、偏好等，并且可以进一步制定个性化的学习安排和推送学习资源；而智能教辅软件

可以自动收集学生的学习信息，帮助教师完善教学设计，甚至可以帮助教师完成一些重

复性工作。因此，“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更加智能化，可以让教学变得更轻松、更

深入。

3.2.4  重新改变的师生关系

2014 年 6 月 5 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发布“2030 年的学校”调查报告，

全球 645 位专家参与了本次的调研。其中，报告中显示教师角色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将

朝着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向转变。互联网和移动智能设备让自学变得更加容易，“互

联网 +”之下的教学中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从“教师为主”

转变为“教师为辅”。教师不再是灌输教学内容，而是设定目标和范围，为学生搭建学

习支架，帮助学生完成自学和解答疑惑。除此以外，“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师不再是

固定的某一位老师，学生既可以在网上寻求不同教师的帮助，也可以加入网络学习社区

和同伴们讨论交流。比如，在一些 MOOC 课当中除了有主讲讲师之外，课程还配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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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辅学教师。这就大大提高了师生互动的效率，解决了传统教学当中教师“一对多”的

问题。

3.2.5  尊重学生个体的需求

在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发布“2030 年的学校”调查报告中，有 83% 的专家

认为未来的教学内容将向定制和个性化的内容方向转变。“互联网 +”时代让学习者在

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中成长，丰富的资源和多元的网络环境可以满足学习者不同的需

求。不同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倾向和生活目标，而且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智

力水平和性格特征，因此每个学生的学习内容和目标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进行个性化制

定。在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能够智能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模

式，以尊重及满足学生的个别化需求。教师利用智能设备或网络学习平台可以收集学习

者学习时产生的学习数据，并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对学习过程中的动态信息进行处理和分

析，最终针对学习者的特点优化教学并不断修改教学方案。

3.2.6  混和重组的教学结构

“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呈现出更多元的组织结构：学习者既可以随时随地在线

上与学习伙伴共同学习，也可以和老师进行线上交流，更可以独自享受学习时光；除此

之外，学习者还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与线上的学习伙伴组织学习活动，或者在家自学在

线资源回到课堂上再请教老师……这种 O2O（Online	 to	Offline，即从线上到线下）的混

合教学模式能够充分融合线上教学资源和线下课堂的互补互动优势，从不同维度来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翻转课堂在技术支持下，对传统经典课堂结构进行重心前移和流程

再造，让学生在课前自学教学内容，回到课堂之后再与老师一起讨论学习问题或开展学

习活动。

4  “互联网 +”时代教学创新发展新案例

总结近年来的《地平线报告》，其中体现了“互联网 +”特点的新型学习方法与技

术包括：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翻转课堂、自带设备、数字徽章、3D 打印、

可穿戴技术、学习分析、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特别是其中的 MOOC、翻转课堂、学

习分析技术、智能教学从影响数量级、改变结构、颠覆关系三个维度展现了各自的“互

联网 +”特性。

4.1  MOOC：在线开放资源支持的万人级课堂

大型、在线、开放的 MOOC 是“互联网 +”时代的产物，其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学习

方式，还刷新了人们对学习的传统认知。据 Class	Central 的“MOOC 数据和趋势调查”

显示，2015 年 MOOC 的注册用户数量约为 3	500 万人，而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MOOC

用户已超 2 亿人，除中国外，全球 MOOC 平台注册用户数量达到 1.01 亿人。五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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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发展切实表明：相比传统的课堂学习而言，MOOC 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通过高

速、稳定的网络来实现“万人课堂”，从而使优质的教学资源可以更好地被利用。从

几十人的传统课室到可以同时容纳万人的在线学习平台，MOOC 不仅改变了学习者的数

量级，还影响着在线教育资源的数量。全球 MOOC 的课程数量在逐年增加，到 2019 年

底，MOOC 的课程总数达到 13	500。

自 2013 年起，果壳网每年均联合各大 MOOC 平台一同发起“MOOC 中文用户大摸

底”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学习慕课的工具渐渐从电脑转化为移动设备，如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2015 年，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在线学习的学习者为调查人群的 64%；

在 2020 年初，因疫情影响而推动的“停课不停学”实践，更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了

使用智能化设备开展 MOOC 学习的高峰。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设备的不断发展和更

新，MOOC 打破了原本相对封闭的教学生态，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生，而且突

破了传统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更加贴合“互联网 +”的时代要求。

4.2  翻转课堂：用信息技术支持教学流程再造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是“互联网 +”时代下的一种教学方式，其特点在于重

新调整教学结构、颠倒教学次序，将学习的主动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美国克林顿戴尔

高中在全校推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需边观看教师提前录制的短视频，边记下自己

的学习问题；回到课堂后，教师在收集了大家的学习疑问的基础上有侧重地解惑答疑，

并且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辅导和反馈学生。在实行这种教学模式一年之后，教师发现

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学生英语成绩的及格率从不足五成提升到近八

成。在传统教学中，知识传递从课堂开始，在课后进行知识巩固和学习测评；而在翻转

课堂中，知识传递从课前开始，回到课堂中进行问题答疑、知识深化、思想碰撞。翻转

课堂调整教学重心，借助微视频、云平台、智能终端等技术工具支撑起“先学后教，以

学定教”的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改变了教学流程和结构，也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老师不仅是教学者，更

是助学者、引导者。在课前自学阶段，教师可以在系统内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而由于

学生提前自学基础的教学内容，在课中师生交流的时间就大大增加，教师就可以通过多

种教学活动来进一步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还提高了教师的工作热情，降低了教师的职业倦怠，从而

促进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随着在线教学平台和互联网络的不断发展，突破线下课堂局

限的在线翻转课堂正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同时满足了“颠覆关系、改变结构、影

响数量级”的特征，通过移动泛在的技术支持在线教学结构的翻转与重组，不仅可以实

现多用户在线学习，还能解决在线教学中纯讲授、浅交互等认知困境。

4.3  学习分析：用大数据助力个性化精准助学

2011 年的《地平线报告》中曾指出，“学习分析指的是在一个大范围内对学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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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进行评估，发现潜在学习问题和预测

学习趋势。”此后的《地平线发展报告》中，几乎每年学习分析都作为关键技术上榜，

表明了其在教育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通过分析这些学习数据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准确

性，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特点，尊重学生群体的需求，同时也让教师的角色从“教学”

转变为“助学”。

由澳大利亚 Wollongong 大学研发的基于学习分析理念的学习网络可视化评估工具

（SNAPP），可以通过学习管理系统来收集学习行为信息，如在线时间、资源下载次数、

发帖数、讨论内容和互动频次等；而可汗学院的平台可以根据在线课程的学习情况进行

评估，继而对在线课程进行重整或再设计。对教师而言，通过记录和分析学生在线学习

的学习活动情况，教师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学习者各个阶段的行为模式，掌握学生的学习

规律，发现学生的学习漏洞；而对学生而言，学习分析系统除了可以收集学生的学习数

据用以助学之外，还可以通过分析、预测学习者的行为来智能筛选和推送学习内容，实

现个性化学习。学习分析技术可以从繁杂的教育大数据当中发现关系、发掘问题和预测

趋势，在教师的辅助下对学生开展个性化的精准助学。

4.4  智能教学：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新变革

以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 +”生态不断成熟，以算

法、数据、算力为基本要素的人工智能才得以迅速发展。2017 年以来，《地平线报告》

每年都将人工智能定位为重要技术。智能技术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具有广阔多维的发展路

向，如面向教学平台的智能导学系统、学习者建模、学习空间设计等，面向教学过程的

精准学习服务、教育数据挖掘、自适应学习等，面向教学评价的学习者情感计算、学习

者素养智能测评等。无论智能技术以何种发展路向赋能教学，都离不开教师这一关键角

色，教师应了解智能技术知识、正确认识智能技术的应用价值、学会开展智能技术支持

的教学设计、资源开发、平台管理、课堂应用和教学评价。未来，新时代的教师队伍应

做好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素养准备。

由华南师范大学教学团队开设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MOOC，是国内第一门关于

智能技术如何赋能教学的教师教育类课程。目前，该课程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

两期，选课学员超过 2 万余人，效果不错反响很好。课程立足于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发展

需要，为学习者提供了五大方面的智能教学应用知识：一是向学习者介绍人工智能关键

技术，理解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内涵；二是探索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环境，包括其在教学

教研、教育管理、家校合作等领域的应用；三是聚焦学习应用，从通用功能和特定学科

分别介绍了丰富的智能学习工具；四是聚焦教学应用，介绍了当前的智能化教学平台、

工具和案例；五是关注教育评估与管理，从数据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利用智能技术开展教

育数据采集、分析、决策，呼吁工作者关注智能教育应用伦理道德。该课程是国内人工

智能教育应用实践中的一次前瞻性、系统化、实用性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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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互联网 +”不仅仅为教学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更为开阔的教学视野，还

提醒新时代下的师生应该进一步辩证地看待“互联网 +”与教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教师必须明确“教学才是最初的起点”，教学并不会因为新型的技术工具而

改变其本质。无论是何种技术环境支撑的教学形态，教师都应该从教学需求出发，以提

高教学水平、提升学习效果为目标，夯实教学设计基础，借助各种合适的教学工具来完

成教学。其次，“互联网 +”时代下的教学，不应该只有“互联网 + 教学”。“互联网 +”

可以颠覆学习要素之间的关系，改变教学结构，从数量级的层面来影响教学，但是这并

不代表要排斥其他教学形态。任何时代，我们都要在具体的教学环境下发现各种不同的

教学形态的独特性并将其运用得当。最后，“互联网 +”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其中一种手

段，而不是唯一手段。无论何种教学方法和工具都有其独特的适用性，人们应该从教学

本身出发，从不同的维度发挥其最大的效益。“互联网 +”教学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

更是教学的跨越性进步和融合性发展，我们应该拥抱新型教学形态，推动各种教学形态

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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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诗人杰勒德·霍普金斯的生成 1

◎蔡玉辉

英国维多利亚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

1889）不仅是公认的自然诗人和宗教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视图诗人和音乐诗人。他的

诗作充满了视觉意象，且意象形式多样：时间、空间、事物、景观、运动、观念等，几

乎无所不包。本文聚焦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家庭氛围，论析这些要素在养

成诗人情趣和认知表达方式中的作用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重构形成这位视图诗人的

多维图景。

1  时代背景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场视觉革命始自欧洲，继而席卷全球。

视觉革命最先在绘画领域发端，进而进入并影响雕塑、建筑、物理、天文、地理等

诸多领域。英年早逝的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不会想到，他采用的透视法会

带来一场在未来几百年席卷全球的视觉革命，改变人类认识世界、表现世界和再现世界

乃至宇宙起源和进展的方式。

视觉革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在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一系列光学器材在迸发而出的创新驱动

下相继问世。1608 年荷兰人李波儿发明了第一台望远镜。1609 年，伽利略发明了 40 倍

的望远镜，极大地扩大和延伸了人类的视觉范围。1650 年，荷兰人詹森发明了第一台

显微镜。1665 年，英国人胡克运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并使用了该名词；伽利略利用显

微镜观察到了昆虫。1674 年，荷兰人列文虎克也用它观察到了肉眼看不到的微小植物

和动物。1833 年，英国人布朗用显微镜观察紫罗兰发现了细胞核，将人类的视觉范围

向物质世界的深度推进。1839 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银版照相机，并

用照相机记录人类活动影像，从此照相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人类观察和记录客观世界的

能力进一步提升。这一系列仪器的发明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视力，拓展了人类的

视域，自然万物和周围的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

与这些光学仪器发明同步，各种视觉理论像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1665 年，牛顿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杰勒德·霍普金斯研究与批评》（批准号：19BWW067）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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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光谱概念，将视觉与光的色彩和结构联系起来，认为光分多色和单色，是由微粒构

成的，提出了光的微粒说。1690 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认为光是由不同的波构成，

提出了光波说，推动了视觉领域的光学研究。18 世纪初期，英国哲学家乔治·伯克利

的《论走向新视觉理论》（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1709）一书问

世，从经验主义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角度出发，提出了视觉印象是与动觉和触觉结合

而产生的命题，将视觉革命推进到哲学、心理学层面。19 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奥古

斯汀 - 让·菲涅尔提出了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1846 年，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

第提出光电磁感应理论。1850 年，德国生理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茨开展了一

系列生理光学研究，提出了三色学说和很多视觉、知觉理论。1860 年，英国物理学家

詹姆斯·麦克斯韦尔在剑桥大学建立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并进行了一系列光电实验，解

释和阐述了电磁场理论。到 19 世纪晚期，包含了屈光系统、亮度感觉、色觉、时空分

辨、立体视觉等概念的视觉系统理论得以极大丰富，开拓了维多利亚人的视野视界。在

整个 19 世纪，不断涌现的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冲破了旧的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其方式

真的是令人惊诧不已，新视觉观与新地质观、新经济观、进化论、功利主义、激进主义

等观念一起裹挟着汹涌奔腾的工业化潮流，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这个时代

在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蔡玉辉，2019：59—74）

基于亥姆霍茨、伊曼努尔·康德、托马斯·瑞德、约翰·威廉·德雷珀等 18—19

世纪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的生理光学、心理哲学、生理学的新视觉理论，让维

多利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面对五光十色的工业化社会的同时，也进入了眼花缭乱的视

觉天地。在他们的脑回路和视网膜上，充斥其间的不仅有日新月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还有急剧变化的人文环境，那些在唯灵论、鬼魂说、通灵术等视觉假说观照下的心

理现象和精神幻觉 1。这些都大大拓宽了他们认知自然世界、社会环境的视角，极大地

丰富了他们的视觉体验和感受，为著书立说和文学艺术创作中表现外部和内部世界提供

了更为丰富的手段，催生了一众自觉或不自觉以新视觉理论为指导来表现急速变化社会

环境和精神世界的作家。其中，霍普金斯就是这众多作家中的一位。

2  社会环境

如上述所言，工业时代的维多利亚是一个到处都充斥着视觉冲击的城市，视觉冲击

如同来自大西洋的飓风和人体内的因子风暴让维多利亚人无处藏身，无法逃脱。

冲击的首波是工业化运动催生的如“雨后蘑菇”（like	mushrooms	after	 rains）的机

1　有关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各种视觉理论及其社会影响参见：Srdjan SmajiĆ. Ghost-seers, 
Detectives, and Spiritualists: theories of vis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mela Thurschwell. Literature, Technology and Magical Thinking, 188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Nicola Bown, Carolyn Burdett & Pamela Thurschwell. The 
Victorian Supernatur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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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厂房。“工业化浪潮尤其是伴随着珍妮机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在英伦大地

催生了如雨后春笋般数不清的各类工厂，如纺纱厂、纺织厂、服装厂、制鞋厂、皮革鞣

制厂、机械制造厂、机器制造厂、冶炼厂、造船厂，等等。突然间，英国好像找到了阿

拉丁的神灯，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震动大地，汽笛

的尖嚣声划破长空。数不清的工厂，不计其数的车间和工场，就像一个个张开巨大嘴巴

的利维坦，一边吸食着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流，一边往外吐出成千上万吨的工业产

品”。（蔡玉辉，2019：42）

与工厂蔓生疯长同步的是城市迅速扩张。在许多维多利亚作家和普通人的眼中，似

海妖般出现的城市让他们充满好奇，也心生恐惧，但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就是城市的时

代：曼彻斯特成了“新时代的象征”，在 1626 年才只是一个小集镇的利兹到 19 世纪初

就成了英国的第七大城市，伯明翰则因其较为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成为新兴城市建设的

标杆（Briggs，1990：88，139，184-193）。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带，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就像一片片水泥钢筋树林，或宽或窄的街道在维多利亚诗人詹姆斯·汤姆森《可怕

夜晚中的城市》一诗中，被描写成“街道像地下巢穴一样深不可见”（蔡玉辉，2019：

224），看上去就像是无限延长的棺材箱。临街的商店门楼开始挂起了各式各样的广告

牌，橱窗里也摆满了光鲜亮丽的衣服和各类繁多的玩具，令人目不暇接。城乡接合部的

棚户区像涨潮的海浪不断向周边蔓延，因为缺少卫生间和下水道等公共卫生设施，排泄

物只能堆在街道的僻静或拐角处，以至于伦敦东区垃圾遍地，屎尿横流（阿克罗伊德

2016：307—310，572），甚至还有一条以“粪山”命名的街道（阿克罗伊德 ,2016：

283），至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名字。

城市迅速扩张不外乎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业化带来的厂房、场地、仓库、码头区等

设施的扩展，另一个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而产生的住房及相关设施需求。处于工业化浪

潮中的英国人口急速增长的原因，并不只是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因素，更有工业革命进

程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众所周知，19 世纪英国迎来了城市人口的第一次剧增。维多利

亚女王登基的 1837 年超过 10 万人的城市只有 5 个，到 1890 年超过 10 万人的城市就有

25 个。“根据 1801 年的人口普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 8	872	980，到 1851 年我

所称为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 17	927	609，到 1871 年是 22	712	266

人，而到 1881 年就达到了 25	974	439 人”。（Clark，1962：66）据此，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人口在 80 年间增长了近 4 倍。这样的增长在伦敦大都市更是明显，在 1801—

1901 年的 100 年间，这个城市的人口从 109 万多增加到 650 多万（Ball	&	Sunderland，

2001：42），增长了近 6 倍。

与城市迅速扩张、人口迅速增长同步的还有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与扩充，按照剑桥

大学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说法，也就是进入了知识的量增化、世俗化、职业化、专业

化、民主化、全球化和技术化时期（Burke，2012：2）。上文提到的各种新学科、新理

论、新观念等各种知识如潮涌般奔着维多利亚人汹涌而来，登载这些新理论、新观念

的出版物也像漫天飞舞的雪花铺天盖地。就像亚伯拉罕·海沃德（Abraham	Hay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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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43 年第 2 期《爱丁堡评论》上一篇文章里所说，“我们的生活、迁徙、存留都离

不开印刷品”（King	and	Plankett，2000:1）。毫不夸张，维多利亚时期的出版物可以

用天量来形容。以小说为例，从 1814 年到 1846 年期间，小说出版量在书籍出版总量中

占 16%，这一比例到 1870 年和 1880 年上升到 25%	（Davis，2008：201-203）。据另一

份统计，这一时期出现了约 7	000 位小说作者，出版过约 60	000 部小说（Sutherland，

2009：Ⅶ）。套印着五颜六色字体、封面、插图画面的书籍、报纸、期刊、广告册页，

每天数以千万计如海啸般从印刷厂、日报社、书店、书铺、报童手里涌出，流向街头、

广场、公园、码头、车站、酒肆、车间、矿山、矿井，流到成千上万读者的手中、案头

和书架，转换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作家、艺术家笔下的素材。

工业的发达，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知识的爆炸增长，使得维多利亚人自觉

进入了一个到处都是阳光和富足的社会。“他们信心的直接来源就是人类在近期的大踏

步前进中实现了恒久以来的梦想，征服了他们的自然环境。有史以来，人类和自然一直

处于敌对状态，现在有赖于科学知识的增长，人类赢得了胜利，将自然踩在脚下。”

（Altick，1973：107）起自文艺复兴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借助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大

幅提升的巨大助力，趁着进化论“适者生存”观念普遍接受的西风，在维多利亚中期出

现高潮。维多利亚人面对眼花缭乱的社会环境，要么会因为五颜六色的闪耀和更迭而产

生视觉疲劳，要么会因为色彩斑斓的美感熏陶而培养非同寻常的视觉敏感与视觉表现才

能。霍普金斯显然属于后者。

3  家庭氛围

杰勒德·霍普金斯出生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海上保险公司的创始

人，但酷爱音乐与文学，对双关语和文字游戏情有独钟；他还是一个业余诗人和插图

家，时常给插图杂志投稿。杰勒德·霍普金斯的母亲叫凯特·斯密斯，出身于伦敦一个

医生家庭，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教养的女士。她善画画，通音乐，会唱歌，能演戏，还会

写作。1854 年，她与丈夫一起为孩子们编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洋娃娃的故事》，

另一个是《鸽子》。1863 年，他们一家人还一起演戏，在圣诞节上过业余舞台；当时

杰勒德·霍普金斯 19 岁，出演戏中的主角卡莫伊森王子（Prince	Carmoisin），还有一

些亲戚出演其他角色。（Feeney，2016：6-7）显然，父母亲的爱好就是一个家庭氛围

最好的培养基础，父母亲的艺术爱好与天赋和家庭中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直接影响到

杰勒德·霍普金斯及其兄弟姐妹后来人生之路上的职业选择和日常爱好的形成。

杰勒德·霍普金斯有八个弟弟妹妹，大多都有绘画、音乐、文学才能。有的将诗

歌、画画和音乐作为终身爱好，老大的杰勒德·霍普金斯就是如此。有的终身从事视觉

艺术，二弟阿瑟·霍普金斯传承了家庭对视觉艺术的兴趣，成为著名的素描家和插图画

家，曾为哈代的小说《还乡》配插图（1878）。最小的弟弟埃弗拉德·霍普金斯也追

随二哥成为插图画家和漫画家，经常给报纸和杂志配图，在伦敦办过水彩画与蜡笔画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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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妹妹凯特·霍普金斯受大哥影响，喜爱语言、音乐和绘画，成为艺术家；也就是这

位妹妹，后来帮助哥哥的终身挚友、桂冠诗人布里奇斯出版了早逝大哥的第一部诗集。

这本诗集让霍普金斯进入一战后读者的视野，尤其是成为正兴起的现代派诗人案头的热

手读物，受到艾略特的嘉许和推崇，认为他的晦涩难懂的诗行却表现出少见的诗歌才能	

（Roberts，1987：116）。三弟莱昂内尔·霍普金斯传承了家庭对语言的爱好，精通法

语和德语，来华从事领事工作共 36 年（1874—1910），业余学习古汉语文字，后来成

为古文字学家，对甲骨文颇有研究，回国后还把自己收藏的甲骨文片捐赠给剑桥大学。

最小的妹妹格蕾丝·霍普金斯是业余作曲家，还为大哥的一些诗歌谱了曲。

杰勒德·霍普金斯的父母辈中也多有艺术人才。父亲的唯一妹妹、孩子们的安妮姑

姑也像其哥哥一样，颇具绘画和音乐才能。他的叔叔传承了家庭的语言天赋，后来，在

夏威夷成立了主教区。叔叔也是他的教父，对绘画有浓厚兴趣，在 1858 年再婚时就娶

了著名水彩画家 F. 碧奇，她尤为擅长加拿大风景画（Phillips，2007：16-19），其艺

术声誉至今犹存，很多作品都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英国在 1988 年还发行过她的纪念邮

票。后来杰勒德·霍普金斯称她为教母。他母亲家亲戚中也多有艺术人才。他的姨妈是

画家，从小就教他画素描。他的表舅爷雷恩是著名的石刻艺术的开拓者，被御封为维多

利亚女王的石刻师。他的舅舅也是画家。他的两个表姐妹都是当时有名的艺术家。

作为家中老大，杰勒德·霍普金斯在成长过程中受父母亲的影响很大。他的父亲

因为其祖父去世早而承担起家庭经济重担没有上大学，但始终保持着好学的习惯，尤其

对绘画保持着高度兴趣，自学了画画和插图，还替出版商画过插图。他的绘画多以呼应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追求或迷恋神话或传说的氛围，有一幅插图的题目叫《没有结尾的

故事》（Story without the End），画面上有一个小女孩坐在一棵植物上，旁边有一只老

鼠，还有一条蜥蜴，他们之间似乎在进行对话（Phillips，2007：4）；这种背景与当时

流行的《仲夏夜之梦》的情景相似。父亲也学着写诗，还在当地的期刊《周刊》（Once 
a Week）上发表过诗歌，其中有一首是对一个早夭儿子的纪念，还有一首讨论教育的感

想。后来杰勒德·霍普金斯的诗作中还能看到父亲的影响，如《春与秋》（Spring and 
Fall）一诗中对那个孩子（to	a	young	child）的思念和缅怀，就被认为是对那个早夭弟弟

菲利克斯的怀念，与父亲的那首诗形成呼应。

杰勒德·霍普金斯从小就开始接受视觉艺术的熏陶。安妮姑姑是他绘画的启蒙老

师。在杰勒德·霍普金斯很小的时候姑姑就开始教他画画，天气晴好会带他到野外写

生。姑姑终身未嫁，除了到伦敦陪伴奶奶生活的那段时期（1856—1875）以外，其余

时间都与大哥大嫂一家住在一起。实际上，这位姑姑在教育和生活上给孩子们的影响与

其兄嫂的几乎相当。杰勒德最早的素描是 9 岁时画的，那是画在“送给安妮姑姑的圣诞

盒”上的三幅画。一幅画的是一头装腔作势的狮子；一幅画的是一个女神将一个花环戴

到一位爬过岩石的男人脖子上；还有一幅画的是一场决斗：一边是一个挥舞着剑的矮个

儿男子，另一边是披着熊皮而后腿是化妆成熊腿的大个子（Feeney，2016：8）。在中

学时期他经常画画，主要是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画上插图，他在写给二弟、小妹妹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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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C.	N. 卢克西莫尔的信中都画上了图画。（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6-14）

霍普金斯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没有机会获得贵族子女能享受的欧洲教育大旅行

（Grand	Tour），接触的画家中也都不是那种知名一族，但他在许多方面很幸运：在他

进入青年时期的 19 世纪 60 年代，也是他对艺术最感兴趣的时期，他居住于伦敦附近，

可以随时进入美术馆和博物馆去参观。（Phillips，2007：Ⅴ）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霍普金斯从小就体现出敏锐而活跃的视觉感触、准确而

又灵动的视觉感受、清晰而多元的视觉感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经历的丰富，这种

感触、感受和感知上升为艺术与文学上的视觉认知和观念，可以称为视图性，并渗透、

融入他的诗行、散文、日记、信札甚至布道文中。

4  视图性的养成

霍普金斯的视图性养成是逐步的、渐进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霍普金斯的童年和中学时代是视图感养成的早期阶段。最早的视觉训练从姑姑安

妮的训练中开始。正是安妮姑姑耐心、细致、持续的示范和引导，让幼时的杰勒德就培

养起了对绘画的浓厚兴趣。8 岁时，其全家从斯特拉福搬到伦敦郊区汉普斯特德的橡树

山公园附近，这时除了姑姑安妮外，姨妈玛丽娅也开始教他画画，天气晴好时会带他去

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写生（Easson，2011：9），感受大自然里的各种

植物、天空、雷电、光与颜色的交合作用。因为新居所位于伦敦近郊，附近不仅有美丽

风光，还有很多艺术和美术机构，如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皇家美术学院等，所以

去这些地方和公园参观画展就成了他的爱好。后来，他多次去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

参观，即使是到都柏林从教期间只要回伦敦都会抽时间去看看画展。从 14 岁后到大学

时期，他又深受其大婶碧奇的影响，经常在日记或信封上画植物和进行风景速写。渐渐

地，他养成了以图代文来表达意义的习惯，会在日记、写信、记笔记过程中即兴画上一

幅速写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

中学时代是霍普金斯形成以绘画插图作为表现手段习惯的重要时期。在 1862 年 5

月 7 日写给同学卢克西莫尔的信中，他倾诉了对中学生活的种种抱怨，如因为与同学争

执而受到惩罚。他在信封上画了一幅画，画面是一个玻璃杯底座上有一个圆球，球里面

生长着茂盛的植物，但这些植物因为球体的约束有些折弯着身躯，也有两三朵花冲破了

球体的束缚在球体外沿绽放。（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6-9）我们无法判断这幅

插图是不是包含了作者的某些寓意，但从画面构图到物体呈现，或有理由猜测，那些被

球体约束的茂盛植物是否就隐喻了作者对当时中学某些现象的讽喻？如果结合他在中学

时期几次因为别出心裁的行为（如因为与同学打赌一周不喝水）而受到校长的惩罚，还

有他中学时代被同学取的绰号叫“死筋”（Skin）（Higgins，2015：106），也就是认

死理的意思。那么可以发现上述插图中包含了他对学校氛围的讽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一年，他在写给家人的信封上或信内多半都有插图，遗憾的是他带有插图的很多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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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能保存下来。在留存下来的他写给二弟阿瑟·霍普金斯和大妹米莉森特·霍普金斯

的信封上都画了插图。其中在给二弟的信页上签名的下方有一张插图，插图上标注的

题目是“舞厅下旋舞者的各种时髦式样”现在被称为“夜晚之星之场”，画面上是几

个舞者在旋转，几乎被埋没在自己旋转舞动的裙摆中。（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

11-13）

进入大学后，霍普金斯仍然保持着以插图来表达意义的习惯。1863 年 9 月，也

就是他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始，他在一篇有关拟声词辨义的日记中，在曲柄

（crank）这个词的下方就画了一幅车轮和轴承的简图来配合这段文字。（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112）在保留下来的大学时代的 49 封书信中，有 7 封插入了速写插图；

在 1866 年 10 月 8 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纸上，他一次就插入了 4 幅速写。（Thornton，	

Phillips，2013：108-109）他还经常在日记、笔记甚至平时的草稿上随笔画一些插图。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864 年一年中，他就在这些文字稿中共插入速写或草图 48 幅，

题材涉及建筑物局部、风景、人物肖像、动物、树木、植物、花卉、浪潮等，选材丰富

多样。在 1864 年 7 月 10 日的笔记中，他还勾勒了一幅一只老鼠的速写。（Higgins，

2015：141-268）

牛津大学的校园环境也给霍普金斯以丰富的视觉体验。这所古老的大学非常重视古

迹、古文献、古建筑、古物品的保存和收藏，几乎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收藏库或展藏

室，收藏了各种绘画、瓷碟、彩绘玻璃窗、雕塑、圆形浮雕、彩色稿本等。学校教堂还

经常将收藏的画作拿到图书馆展览，教堂的墙上也画上了一些著名画家（如丁托列托、

维罗内塞）的壁画，以及一些当代画家的壁画。就连一些绘画大师如拉斐尔、达·芬奇

等的画作复制品在校园也可以看到。学校还在 19 世纪 40 年代建立了美术馆，收藏了众

多从文艺复兴早期到当代的著名绘画，有一些当代画家也给美术馆赠画，如透纳和拉斯

金。（Higgins，2006：85）美术馆经常举办画展、雕塑展和其他藏品展，霍普金斯是这

些展览的常客。假期期间，他还经常去参观画展，在落款日期为 1864 年 7 月 20 日到 8

月 14 日写给大学同学 A.	W. 贝利的信中，他就介绍了去美术促进会参观“大师展厅”

（Old	Masters）的情况，并对很多画家的画作进行了评价，如 T.	庚斯勃罗、Sir	J.	雷诺

兹、G.	罗姆尼等（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62-63），这不仅表现出他对视觉艺术

的浓厚兴趣，也体现出他在这个领域的修养。

“在五年的时间里（1864—1868），他全方位地培养自己对艺术的感知，他不像艺

术家常常习惯做的那样，总是手里夹着一个画板随时画画，而是通过训练自己的眼睛来

对自己看到的物体做美学分析。每逢他用语言难以说清事情时就借助素描来表达，而当

他用图画表达不了时又诉诸言语来厘清问题。后来，随着他人生目标的改变，艺术成为

一种爱好、一种兴趣，但这五年来他出于艺术修养目的而磨炼出的视觉分析能力在他一

生的创作中都留下了印记。”（Phillips，2007：Ⅵ）

1868 年霍普金斯转宗天主教后，为了更加忠实地履行灵修，他放弃了绘画素描这

一类艺术实践活动，也停止了诗歌创作这样的文学活动，但在 1872 年 8 月 30 日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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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信中，一再谈及二弟阿瑟·霍普金斯和小弟埃弗拉德·霍普金斯的插图绘画，鼓

励他们要坚持学习绘画和创作插图，参加展览等艺术活动，要继续模特写生这样的基本

功训练，认为不经过这样的基本功训练，是很难在绘画上有所成就的。（Thornton	and	

Phillips，2013：219-220）

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文内插图习惯，经常以画代文来描绘景色或物件。1868 年 7

月 3 日到 8 月 1 日，他和大学同学 E.	邦德一起，沿着华兹华斯、拉斯金等前辈的脚印，

到瑞士等国家做徒步旅行。他们在游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等一些著名景点时，充分享受

愉快的视觉体验。在这次徒步旅行的过程中，他记下了不少日志，经常用插图来描绘所

见的山、水等风景：有的画了绵延起伏的山峰、重叠的山峦、陡峭的山坡，如 7 月 6 日

的日志（Higgins，2015：437）；有的寥寥数笔，勾勒出某种植物的形状，或河流的波

纹，如 7 月 7 日和 8 日的日志（Higgins，2015：438，440）。

可以说，到他大学毕业后，视图性渗透进了他的认知体系和输出机制中，以图

代文、以图释义、以图指事、以图会意、图寓文中已经成为霍普金斯的书写习惯的一

部分。

5  书写中的视图表达举隅

如上所述，成为书写习惯的视图表达几乎涵盖霍普金斯的所有书写形式。其表现虽

然多种多样，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见的以图代文或释义或指事或会意，也就

是直接用图来代替文字表达；另一类是图寓文中，也就是文内虽看不见实图，但文字中

包含图像、图景、意象等多种视图内涵。以图代文的例证已如上述，下面就第二类略举

数例。

5.1  诗歌中的视图表达

作为诗人的霍普金斯，其视图表达显然在“诗”里行间最为普遍，也最为集中。其

诗歌代表作《德意志号的沉没》（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无疑是其视图表达的

荟萃之地。

稍做研究就会发现，《德意志号的沉没》中有一个丰富的视图世界。这个世界里

有多彩多姿的形象，如上帝、信徒、修女、圣女、船工、暴风雨、沙漏、马槽、星光、

闪电等，而这些形象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意象，那就是上帝。上帝这一形象集中体

现了霍普金斯视图世界的三维特征：就客观世界而言，可分为有形、无形与变形；就观

念世界而言、可分为物象、心象与异象。这里的上帝形象就是集有形、无形、变形于一

体，物象、心象与异象于一身的特定文学形象。这里的有形与物象、无形与心象、变形

与异象之间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他们相互之间又构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印证、相

互交叉的互动关系。在视图世界里，物象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形的，但这些物象会随着季

节时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主体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主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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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想象、异想、梦境状态时就会呈现无形或者变形状态。心象通常情况下是无形或者变

形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借助客观对应物呈现出有形状态，随着主体心境的变化而变

化。异象通常是变形的，常发生在精神或心理状态失常或进入幻境之时，如当主体进入

灵修状态时，出现在视野或脑海里的异象也会呈现有形状态，有时还不断变化其形态。

下面仅以这首诗的前十节（也就是前80行）为例来管窥一下上帝形象的三维视图特征。

有形上帝指的是以自然物象为参照呈现在人们想象世界里的上帝形象。这一类的上

帝形象具有明显的类人化、类物化特征。根据下面这些诗行的描写，人们在脑海中可以

具象出一个类人化的上帝。

您掌控着我呀，

上帝！您是气息和食粮的施主；

掌控着世界的海滩，摇晃的大海；

您是生命与死亡的领主；

我的骨骼经络是您连接，我的肉体是您捏合，

此后就几乎没有改变，什么是内心的恐惧，

您做的：难道是用点触来让我获得新的身体？

再一次我感知到您的手指并发现了您。（1-8）1（Phillips，2002：110-119）

这是诗歌开首的第 1 节，前 8 行。寥寥数行，一个主宰者、创造者、施予者、救

世主的形象跃然眼前：“您”（上帝）控制了“我”（信徒）的一切，从气息到身体再

到精神，无一不在您的掌控之中；您创造施予了一切，从生命到死亡，从海滩到大海；

您拯救了一切，从疾病到灾难。这里既有无形心象，如生命、死亡、恐惧，又有一个个

具体的物象，如海滩、大海、骨骼、经络、手指、肉体，还有一个个具形的行为，如掌

控、摇晃、连接、捏合、点触、感知。诗人充分利用了各种手段，给上帝形象融入了很

多视图内涵，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威而不怒、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形象。	

无形上帝指的是以观念世界或心象为参照呈现在人们想象世界里的形象，这一类上

帝形象具有概念化或观念化特征，在第 5 节得到较好体现：

我亲吻自己的手

对着星星，魅力四射闪耀

的星光，将圣意向四周撒播；还有

雷声中的光彩、荣耀；

亲吻我的手面向被西洋李子点缀的西方：

1　本文所引《德意志号的沉没》的诗行均由笔者直接译自 Catherine	 Phillips	 选编的Gerard	

Manley	Hopkins:	 The	Major	 Works ,	出版信息见参考文献，只在诗行后以圆括号标注诗行数，不再
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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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隐藏于尘世的辉煌与奇妙，

他的神秘得要去领会内应、得去省商；

我遇见他时就投进他的怀抱，感谢上帝我懂得了他的深厚。（33-40）	

这里使用了比喻、对比、假借等手段来表现信徒对上帝圣意的理解与接受。诗人将

圣意比作“魅力四射闪耀的星光”“的星光”“雷声中的光彩、荣耀”“隐藏于尘世的

辉煌与奇妙”，这一系列喻体都无可形状，难见其形，如同上帝的圣意，其中的“神秘

得要去领会内应、得去省商”，只有“投进他的怀抱”才能“懂得他的深厚”。

变形上帝指的是以自然世界、理念世界为参照呈现在人们想象世界里的上帝异象，

这种异象就如诗人在诗学评论中提出的内质观，即上帝意志在客观事物上的渗透和体现

通常以喻体的形式呈现。在《德意志号的沉没》前 80 行中，“内质”表现如下：“闪

电的劈打和鞭笞的猛击”（10），上帝的严苛与残暴就隐含在闪电和鞭笞里面；“沙漏”

（26）作为计时的器皿，喻指上帝的律法谨严；	“一口井”（29），喻指上帝的深厚

与宽容 ;	“锻炼在铁砧”(73)	和“体内的火焰”(74)，这锻铁的铁砧和燃烧的火焰喻指

着上帝的严酷与冷峻。

5.2  日记中的视图表达

霍普金斯从中学开始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遗憾的是他把 1862 年的几乎所有日

记以及其他年份的很多日记都销毁掉了，其 1862 年的日记现在仅存的一篇是 4 月 13 日

的，但并不是原文，而是他在 1862 年 5 月 7 日写给中学同学卢克西莫尔的信中概括复

述的内容，被收信人保存才得以幸免。（Higgins，2015：105）

霍普金斯写日记和日志的时段不算长，从现存最早日记的 1862 年到 1875 年日志头

尾约 14 年，但数量可观，包括残存的片段，有 1	000 多则（段），其内容涵盖学习和

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课程讨论与反思、交友心得、参观感受、旅行札记、自然景色描

写、书评、艺术评论等。其中很多书写都渗透了视图表达，尤其是那些景色描写的段落

常常有“图”文并茂的效果。例如：

雨幕就挂在铁路等物体的上方，只能看到下部的边沿，透亮时就像手指的指甲。溪

流小河交织流淌。晚上，月亮被一簇簇云层遮挡着，看上去或是灰暗，或者不见影子，

云彩的中间看上去透着柔白色。粉状的云朵跟着昏暗的月亮走。白蜡树上的芽苞模糊不

清。白杨树的芽苞铅笔般竖立。垂耳般的树木。茶杯般的眼睛。微眯凝视的眼睑。弯弓

般的眼睑。笔状般的眼睫毛。果汁般的眼球。眼睑像树叶，像树芽，像帽冠，像灌木

冠，像手帕，像衣袖，像手套。也像骨架藏在血肉中。果汁般的日出。枝桠和叶脉也是

这般。（Gardner，19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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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日记没有标注日期，根据内容，应该是记载于 1866 年大斋节（Lent）1期间，

很可能就在 4 月中上旬。日记对这个晴雨交替、万物回春、欣欣向荣季节里景色的描写

可说是惟妙惟肖，逼真传神，几乎是句句有意象，句句藏视图。低垂的雨幕、欢腾的溪

流、若隐若现的月亮、流动的云朵、芽苞初放的白蜡树和白杨树、果汁般的日出，还有

那些形态各异、神态不一的雨幕、树木、枝桠、树叶和芽苞，像手指的指甲，像垂着的

耳朵，铅笔般竖立的芽苞。这些意象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灰色、乳白色、粉红色。看

一看对欣赏这景色的眼睛、眼睑、眼睫毛、眼球的描写：像茶杯，像弯弓，像竖笔，像

树叶，像树芽，像帽冠，像灌木冠，像手帕，像衣袖，像手套。其栩栩如生，想象之奇

特，令人叹为观止。

5.3  日志中的视图表达

根据编注者的编辑，自 1866 年 5 月以后的日记被分类为日志（journal），一般都

被标上了记载日期。2日志中有很多描写自然景观的书写，每每这些书写中都充满了

视图表达。比如，上述 1868 年 7 月 13 日的日志中对吉斯河瀑布的描写，不仅栩栩如

生，其中的比喻也别开生面 :“吉斯河瀑布就像一垛垛雪堆、一条条闪亮的水道，而那

些支流有的欢腾旁泄，有的蹙眉低回，有的逶迤起舞而下，就像一蓬蓬卷曲的菊苣冠。

（Higgins，2015：443）”又如，1874 年 8 月 18 日的日志中就有一段对海湾景色的描写，

如下：

接着我们就坐到巴比科姆海湾的堤坡上。大海就像一匹蓝色的绸布，弯弯曲曲一直

铺展到我们的脚下。微微的猫爪风轻轻地吹拂过平静如镜的海面，就像是对着玻璃在呼

吸。红色的峭壁，泛白的灰白色墙面板，青色的浅滩海水，蓝色的天空，云彩映照在远

处的峭壁上反射出白色的柔光，投射到下方的海面上，更大块的云彩映照在一大簇一大

簇白色灌木丛上，使它们更显洁白，在海边深蓝色微波的冲刷下，宛若是大朵大朵的白

玫瑰，出没在蓝色的染浆里。（Higgins，2015：594）

这样不太长的一段描写包含了较为丰富且活生生的视图意象。观光者在不断变换观

察视角，从近到远，从远到近，从地上到天空，从天空到海面，从峭壁到海波，从云彩

到灌木，从海风到海边木屋……	仿佛是一个高明的摄影师在不断切换着不同角度的镜

头，给读者展现出多角度、多形态、多颜色、多层次的镜像，让读者能身临其境，全方

位、全感官地感受到海边景色的声、色、形、状，甚至产生前往体验的冲动。

综上，霍普金斯在书写中广泛采用视图表达，绝大部分书写中都饱含视图性，这固然

1　大斋节（Lent）又称斋戒节，是基督教中的一个节期，从圣灰星期三开始到复活节，前后 40 天。
这期间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教徒都要进行斋戒。

2　LESLEY	 HIGGI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erard	 Manley	 Hopkins:	 Diaries,	 Journals	 and	
Notebook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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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他敏感、敏锐的视觉感知，从小就浸润其中的家庭文学艺术氛围，日新月异的社会

变化带来的视觉冲击，雨后新笋般的视觉理论与观念的影响，但在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

文化意义层面也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书写、出版、阅读、流通诸多领域“图”领风骚的新

风尚，顺应了维多利亚人在认知和表达形式上追求图文并茂的新潮流，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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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田德里亚科夫教育小说中特性角色的道德探索

◎郭红玲

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田德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ндряко́в，1923—1984）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典范”（凯瑟琳·帕

特森，1992：113），他以扎实稳健的创作为自己赢得了文名而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以大胆揭露社会问题著称的“奥维奇金派”的一员，也影响了一大批当时的青年作

家。1在英美编选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集中，田德里亚科夫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

名字。有西方学者认为：“田德里亚科夫—他是奥维奇金集团里最有前途的作家—”

（江川卓，1982：38）他在世时发表的作品主题集中在揭露战后苏联农村生活中官僚

主义的罪恶与腐败现象、提出“良心审判”命题和探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田德里亚科

夫去世后发表的一系列遗作又因其更强的揭露性与批判性成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苏联

“回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即已开始关注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成就，认为其在展现

苏联社会现实时客观直率，抓住了苏联社会的本质，大多数作品涉及对道德及人类良心

问题的探讨，其创作方法不同于官方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属于心理现实主

义。此后随着作家创作成果的日益丰富，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深入：20 世纪 70 年代的关

注点集中在道德、宗教等主题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田德里亚科夫的一系列遗作

发表之后，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学者们又将《向幻象开刀》视作其代表作，并以“元

乌托邦”（meta-utopia）或“反乌托邦”（dystopia）概念进行解读。有学者认为，田

德里亚科夫的文学成就是应在其过世后被重新估价，理应获得更高赞誉。国内学界对田

德里亚科夫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受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影响，田德里亚科夫与其他一些苏联当代作家曾被我国评论家撰文声

讨过，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大环境的改善，田德里亚科夫及其

作品开始被更多地译介过来，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其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

和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道德题材小说。国内学界普遍重视田德里亚科夫在暴露苏联社

会根本问题和社会道德探索上的成就，指出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强烈的伦理性。

1　“弗·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道路曾经对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产生过很大影响。有的评论家（如叶·西
多罗夫）认为苏联文坛上的一些后起之秀，如瓦·舒克申、瓦·别洛夫、费·阿勃拉莫夫等，都是

沿着田德里亚科夫的道路前进的。”见钱诚《田德里亚科夫及其〈六十支蜡烛〉（代序）》，田德

里亚科夫 . 六十支蜡烛 [M]. 钱诚 , 吴新生，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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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德里亚科夫被认为是苏联文学道德探索历程中具有承先启后地位的重要作家。相较而

言，国外学界有关田德里亚科夫的研究更为全面、丰富，国内学界的研究在广度、深度

上都还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深入。

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在被西方学者普遍视为是其代表

作的《向幻象开刀》中，田德里亚科夫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格雷宾在进行了一番探索后，

“他的结论是，人们渴望某种道德力量来对抗仅仅服从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冲动。他

发现人性中存有一种即使微弱（但仍不可忽视）的‘乌托邦’冲动，以此寻求正义和幸

福。”（伊迪丝·科洛斯，2014：173）可以说，在其一生的创作中，田德里亚科夫都

没有离开过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早期被归入“奥维奇金派”的农村题材小说，还

是中后期的道德探索小说，他都将笔触直接对准当下生活中的人们，关注现实，关注日

常生活，将人物放入现实感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刻画，并且常常让人物遭遇道德困

境，在人物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中思考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在人物剧烈

的内心冲突中，作者向我们展示艰难的道德探索之路，并由此进入更为深邃的对现代文

明进行深入反思的空间。在这些作品中，道德探索主题最为集中、探讨也最为深入的是

《惩罚》（1979）和《六十支蜡烛》（1980）。本文试以此两部作品来分析其在道德探

索和现代文明反思两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1  胜利者与失败者集于一身的英雄形象

在《惩罚》与《六十支蜡烛》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两位作为中心人物的有着几十

年教学工作经历的老教师形象—《惩罚》中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和《六十支

蜡烛》中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切文老师。他们都兢兢业业，以认真做好教育工

作培育出好学生为己任，他们也都自认为是尽职尽守的好教师，以为会在不远的将来顺

利退休。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们打入思想的冷宫，他们胜利者的姿态由此转变为

失败者的颓丧与失望，继而陷入深沉的自省与反思中。

《惩罚》中，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原是一名参加过战争的近卫军大尉，在战后做

了教师。战争中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人性的不可泯灭，从事教育工作后的他努力激发每个

学生身上潜藏着的高尚的道德力量。他坚信，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让学生认清人们之间

的关系“高尚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光明磊落与阴险奸诈、崇高的道德与卑鄙行为等之

间的冲突和对立”（田德里亚科夫，1979：241），然后，把每个学生都变成炸开周围

冷酷环境的雷管，不容忍罪恶并坚决与之斗争，最后成为品德高尚之人。阿尔卡季·基

里洛维奇赢得了学生家长的尊重、同事的肯定和上级教育局官员的表扬，成为他所在的

第一百二十五中学的明星教师。他丝毫不怀疑，就此，他确实对历史做出了属于他自己

的虽微薄却值得肯定的贡献。可以说，他是平凡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英雄形象。与之相

比，叶切文的形象似乎更加高大光辉。《六十支蜡烛》的开篇就为我们展现了卡拉西诺

市为庆祝叶切文的六十大寿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场面。年满六十岁的叶切文已从教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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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博学敬业、令人敬重，市教育局为其申请了表彰、奖赏，并授予其荣誉称号。叶切

文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教师变成了全市闻名的英雄，甚至他从前的学生也从全

国各地发来贺信贺电祝贺他取得的荣耀。叶切文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最令他自豪的是

他曾救助过的一个孤儿，正是他在关键时刻的关爱，让这个孩子不致流离失所并最后成

长为一名英勇为国献身的海军军官。这都是让叶切文引以为傲的人生资本，他陶醉在自

己的成功中。

学生柯里亚的杀父给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以沉重的一击。这不仅仅是因

为打破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相信，从他手里出去走向社会的都是品德高尚的人”

（田德里亚科夫，1979：241）的美好想象。更重要的是，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意识

到，他的理论破产了。柯里亚曾经是个问题学生，但是在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手

里，这个学生由难以教育变成规规矩矩的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一直信奉，历史是

人创造的，教师只要教育好学生就可以终止人类无情的历史，但是，就是在他自以为引

领学生走向高尚人生境界的过程中，柯里亚打死父亲的一声枪响警醒了他。他痛苦地意

识到：“二十年来我所获得的东西，我所相信的东西，自认为能用以服人的东西—统

统不顶用了……”（田德里亚科夫，1979：258）“我那些培养高尚道德的说教竟推动

了人家去杀人！”（田德里亚科夫，1979：259）人是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矛盾纠结更

不可套用简单公式去解决。学生索妮娅的父亲波捷欣的指责更加重了阿尔卡季·基里洛

维奇的失败感与负罪感。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挣扎在失败的颓唐与对未来的迷惘中。

在《六十支蜡烛》中，叶切文的失败感最初则来自自身所受到的生命威胁。叶切文经由

官方的宣传成为卡拉西诺市教育界的英雄，在他展读各地学生寄来的贺信贺电时，却惊

讶地发现其中有一封是控诉叶切文毁掉自己一生的。这位匿名的写信人声称要杀死叶切

文，并希望将来对自己的审判变成对叶切文的审判。面对这突然而至充满恶意的文字，

叶切文困惑不解、满腔愤懑。他自认没有犯下过任何罪行，似乎无可忏悔。但是，也正

由此时开始，叶切文追忆过往，想起了被自己出卖而自杀身亡的恩师格劳贝，想起了自

己背叛过的初恋塔尼娅，想起了自己对待小女儿薇拉的严苛与冷酷……但是，这封匿名

信与他们都无关，而是一个名叫谢尔盖的学生写的。叶切文当年劝说自己的学生谢尔盖

在大会上公开谴责名为德国警察实际身份却是地下游击队员的父亲，此事导致了谢尔盖

家庭关系破裂。谢尔盖由此精神受到打击并走上了自暴自弃之路。谢尔盖指责老师当年

教唆自己对父亲背叛：“您的无私发挥了它凶险的作用！”（田德里亚科夫，1985：

201）叶切文痛苦地反省自己的一切，意识到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教育观，甚至

还应该包括最基本的人生观、道德观。

2  “特性角色”的道德反思与现实困境

如果我们认为田德里亚科夫在作品中仅仅关注并探讨了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那

我们的理解就太过狭隘了。“在许多方面，田德里亚科夫笔下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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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精神危机的缩影，由此指出了晚期苏联共产主义内部更广泛的危机。”（维多利

亚·斯莫尔金，2018：195）我们应该看到，田德里亚科夫真正想要通过这两部青少年

教育题材的作品深入探讨的是当代人因陷入社会道德困境而遭遇的精神危机，以及由此

折射出来的现代文明悖论。

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曾提出“特性

角色”（character）这一术语，指“从道德上使一种社会存在的模式合法化”（麦金太

尔，2011：37）的一类社会角色。“一种特性角色被文化的一般成员或其重要部分视为

目标。他为他们提供一种文化理想与道德理想”。（麦金太尔，2011：37）麦金太尔

为此“特性角色”所举的几个例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公立学校校长、探险家、工程师和

德国威廉时代的普鲁士官员、教授和社会民主党人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能对社会的道

德塑形产生重大影响。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与叶切文就是接近于麦金太尔所谓“特性

角色”的人物形象。公认的优秀教师身份让他们足以成为社会上的道德标杆并对周围人

群的道德观念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看到，作者恰恰是选取了这两位“特性角色”为主人

公，并在作品中让他们深刻体验了道德困境，进行了艰难的道德反省。

无论是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还是叶切文，他们的前半生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都

是幸运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亲历过残酷的战争，叶切文也曾经有过贫寒困窘的童

年，但他们始终未受到过大的伤害。事业上的顺利使他们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心目中的

英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英雄角色的构建是源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与

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或者可以说，他们在不自觉之中充当了主流政治话语的代言人，

他们的成功，实际上是统治者权力意志的成功。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教导孩子们要传

播理智、善良和永恒，不要惧怕罪恶，要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但是，判断好与坏的标准

是什么？是按组织教给自己的还是经由自己的思考判断得出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

忽视了这一点。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官方有着明确且不容置疑的判断。在是

否可以杀人这一点上，作者也通过学生斯拉瓦之口传达出官方所给予的现成答案：“是

的，为了生命，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杀人！—热里亚包夫、彼罗夫斯卡娅、斯杰潘·哈

尔图林都曾经运用过！现在，人们给他们著书立传，在历史课上也讲……”（田德里亚

科夫，1979：286）所以，索妮娅坚信柯里亚弑父的正义性：“杀人，是为了能活下去！”

（田德里亚科夫，1979：260）“历史上常有人为了正义而杀人，人们把他们看作英雄。”

（田德里亚科夫，1979：297）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柯里亚举枪打死了自己的

父亲。诚然，酗酒、施暴的父亲给家庭带来了不幸，但柯里亚此举无疑是害人害己的。

对此，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的反省是深刻的：“我责备自己只相信那些漂亮的、骗人

的准则，无形中用这些东西欺骗了你们！……”（田德里亚科夫，1979：284）阿尔卡

季·基里洛维奇不自知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种“遵命”的“美德”在叶切

文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在集体智慧的“代表”苏柯夫“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

劝说下，为了所谓的“革命”，十五岁的叶切文在大会上批判了亦父亦师的格劳贝。格

劳贝痛感对叶切文教育的失败，服毒自杀。叶切文由此保住了自己，却也失去了最心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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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娘—格劳贝的女儿塔尼娅，同时失去的还有真理和善。小女儿薇拉曾是叶切文的

希望，但因早恋怀孕而被代表官方正义的叶切文斥责“道德堕落”，在叶切文的坚持

下，薇拉被开除出校。叶切文劝说学生谢尔盖公开谴责自己父亲的做法正与当年苏柯夫

对叶切文的劝说如出一辙，叶切文已由当年的被动接受主流话语彻底转变为主流话语的

代言人了。在自己的历史课上，叶切文对历史的评价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评价的转变而

转变。叶切文自问是诚实之人，但是这种诚实的实质，作者借由年轻教师列杰涅夫的一

番话为我们指明：“您所说的诚实就是要根据‘请随意吩咐’的原则办事！那是遵命诚

实！一旦接到新的命令，这种诚实便可以像更换一件脏衬衣似的被更换掉！请问，您这

种无原则性的诚实同无原则的胆小怕事究竟区别何在？”（田德里亚科夫，1985：85）

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痛感过往之错，他们的反省是深刻多面的。首

先，对生活的重新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复杂的，简单一刀切的善恶观既违背现实逻

辑又会对人造成严重伤害。柯里亚在牢狱中回忆与父亲相处的温情瞬间时体味到的痛

苦，叶切文想到自己当年冷酷对待女儿导致女儿不幸时的追悔，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

与叶切文听到学生们残酷无情的杀人逻辑时所感到的痛心，都是尝到了在“惩恶”名义

下的简单粗暴生活哲学酿出的苦果。其次，对是非善恶的重新评判。影响叶切文前半生

的是非观最初来源于学校领导苏柯夫：真理在于清贫，财富代表肮脏；集体的智慧永不

犯错误。叶切文自白道：“苏柯夫把我纳入了一条轨道，我沿着这条轨道行驶了四十

年，直到今天。”（田德里亚科夫，1985：37）这样的是非观导致了真正有人情味的

格劳贝老师的绝望自杀，叶切文失去了纯真善良的初恋情人塔尼娅，懵懂学生谢尔盖亲

手毁掉了原本温暖的家庭关系……叶切文做到了“遵命诚实”，但这种诚实是面向强权

的、隐含个人自保意图的诚实，远离了真正的出于美德对是非的判断。古希腊圣贤亚里

士多德认为，善绝不等同于金钱、荣誉或快乐，善是“当一个人自爱并与神圣的东西相

关时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在良好的生活中的良好的行为状态。”（麦金太尔，

2011：187）使一个人获得至善的品质就是美德，而核心的美德是智慧。缺乏智慧判断

只知遵命听话就无法有真正合于生活逻辑的是非善恶观。反省中的叶切文内心独白道：

“俗话说得好，愚蠢之为害甚于盗窃。”（田德里亚科夫，1985：83）那么，智慧从哪

里来？这恐怕是作者自己也在追问的问题。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意识到“糟糕的是总

共只读过一本书的人。危险的并不是毫无知识的人，危险的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田

德里亚科夫，1979：290）在《六十支蜡烛》中，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年轻教师列杰涅夫

的形象，他不满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僵化与教学内容的单一，敢于反抗权威，为学生带来

了新鲜的空气。叶切文对列杰涅夫的态度由厌烦转为认同，也说明了这是希望之所在。

只有认识到并学习人类多种多样的灿烂文化成果，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与美德并臻于至

善境界，才能避免盲目遵命导致的愚昧恶果。再次，对人类基本伦理的重新审视。欧洲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启蒙思想家们极力宣扬理性，并以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

标准。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

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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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

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

了。”（恩格斯，1974：56）凡是阻碍新人前进的一切都会被无情地掀翻。父权作为旧

的社会制度的重要一面自然也在被抛弃之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为父权的渐逝唱

了一曲挽歌。“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

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杨淑静、丁惠平，2009：20）但我们现在已意识到，过去

（传统）正是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完全抛弃这一部分，我们必然只剩残缺

的躯体，这会让我们离善与美德渐行渐远。现代性、现代精神的缺憾正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点点地暴露出来。父亲，正是过去（传统）的象征与代表。塔尼娅认为，要是孩子们

连父亲都不认了，世界就会退化。柯里亚弑父后的忏悔、叶切文多年后的反思都确认了

这一点。由此，也体现出了田德里亚科夫在这两部作品中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反省过后的纠正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力图走出学

校德育中的误区，现实却让他们进退两难。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的上司和同事都反对

让老师和学校承担过错，并把罪责推给社会：“您自己尽可以往车轮下面去钻，可是您

得保护一下别人呀，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田德里亚科夫，1979：260）“犯

罪的因素并不在学校的范围内。”（田德里亚科夫，1979：290）与阿尔卡季·基里洛

维奇相比，叶切文的困境更多地来自自己内心中的挣扎。他想改变自己评判学生优劣的

标准，但是他又发现，在自己过去的教导下，听话的学生已然走上不再依靠自己思考判

断、只知鹦鹉学舌的道路了。他不忍心让学生代替自己受到惩罚：“好一个‘我想重新

做人’，不错嘛！想把自己的蒙昧无知造成的罪恶推到一个少女身上！你可是个有四十

年教龄的教师呀！……噢，不，我不会这样做的。”	（田德里亚科夫，1985：162）阿

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被困在自己想要正视、纠正错误却又无法违逆环境的窘

境之中。这样的窘境也折射出了当时作为揭露批判型作家的田德里亚科夫在文学创作事

业中所遭受的非议与阻力：“当时的文艺批评并不总是从正面角度强调田德里亚科夫对

生活的积极干预及其作品的现实性，相反，常常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试图使其适

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严格框架。”（伊克拉莫夫，1985：590）阿尔卡季·基里洛维

奇和叶切文作为代表所处社会道德哲学的“特性角色”进行反省，具有特殊的典型性，

这实际上也正说明了七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整体在道德评判上的逐渐转向和对官方主流

意识形态的解构。

3  道德探索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在《惩罚》与《六十支蜡烛》的结尾，田德里亚科夫并未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阿

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寻求警察苏里莫夫的帮助，要求以证人身份出庭呼吁舆论的支持；

叶切文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用余生勇敢地去改革创新点什么。阿尔卡季·基里洛维

奇和叶切文到底将如何摆脱困境，他们的行动是否有效，他们的未来生活如何，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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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没有继续展开书写，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不是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作者通过

这两部作品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是代表社会文化与道德理想的“特性角色”的反省本

身，是对现行道德标准的质疑与重新展开探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本身，或许，这就是真

正的答案和希望所在。

“特性角色”的反省是于日常生活中骤然发生的，他们已经形成并巩固了多年的人

生观念在惯性向前滑行中遭遇了被动急刹车。在教育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话语

权掌有者。但是在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认识还留待有偌

大的空间让他们去思索与深入。从这个方面来说，田德里亚科夫是以其小说创作在积极

地观照现实人生与社会的。19 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学的实质即是

对生活的批评、对人生的批评：“因为人生本身在绝大程度上就是‘道德’行为。因此

要坚持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诗歌从根本上讲就是对生活的评论；诗人的伟大就在于他

能有力而美妙地把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去，也就是运用到‘如何生活’中去。”（阿诺德，

1986：86）深受阿诺德“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念影响的英国著名学者、剑桥大学

教授 F.R. 利维斯在其小说批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1948）中认为，作家必须有严

肃的道德关怀，强烈的道德意识是伟大小说的重要标志。以此为标准，利维斯在这部著

作中梳理了英国文学史上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查尔斯·狄

更斯等伟大小说家的创作成就，阐明了他们在小说中对生活的书写、体验与反思，认为

小说本身即是通向理想道德境界的途径。

当然，深刻的道德关怀并非仅仅体现在英国作家创作中。事实上，按利维斯的小说

批评观，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斯文学历史发展中，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

家为代表的道德探索传统悠久深厚。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就曾在接受

记者访谈时这样强调：“我肯定，最高道德原则是伟大文学的起点。在道德与不道德、

永恒与昙花一现、崇高与猥鄙的冲突中，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决于他

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艾特玛托夫，1986：53）众所周知，苏联社会在

20 世纪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波折，作为社会生活之反映的苏联文学自然也经历了多次

起伏：一体化精神控制时期、解冻时代、停滞时期、回归时期等。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停滞时期又被称作“后专制时代”，这是继解冻时代之后的一个新

的政治高压年代，但是，“就思想意识控制的程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是

不紧不松。它比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作品更为教条主义，但是，相对说来，没有斯大林

时期那么刻板、僵化”。（弗里德伯格，1983：141）在这一虽然有限但确乎存在的创

作空间中，“大多数作家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官方乌托邦神话的解构。这就是以对

道德问题的关注来逃避官方乌托邦话语的牢笼，以对人的道德殿堂的构建来抵御政治话

语的侵入。因此，在整整 20 年的‘停滞时期’里，艺术成就最显著的恰恰是所谓‘道

德题材’的作品”（董晓，2005：253）田德里亚科夫正是当时从事此类创作的代表作

家之一，因此他也曾被评论家称为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家。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田德里亚科夫的道德题材小说情节编织不够丰富、叙述技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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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单一、人物形象刻画不够丰满甚至有些概念化，这是因为“对于田德里亚科夫而言，

向读者传达他的思想和忧虑比对他的主人公们进行诗意描述更为重要”（维霍采夫，

1986：342）。由此，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18 世纪的哲理小说。但不能否认的

是，其独特成就在于：在继承俄罗斯文学史道德探索这一伟大传统的基础上，他集中描

写人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道德难题，对苏联当代社会中的一些信仰和行为的准则进行了

重新估价，其反省之深刻、探讨之深入是同时期我国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未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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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键词解读《疯狂的罗兰》
第 34、35 歌想象世界之旅

◎田众非

创作于 16 世纪初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

代表作之一。诗人阿里奥斯托在这部长达三万余行、耗费了他二十余年生命进行创作、

修改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基于当时西方人已知的地理知识却又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

尽管如此，在《疯狂的罗兰》中还是包含了一段纯粹想象世界的旅途。在第 34、

35 歌中，英国国王之子阿托夫（Astolfo）公爵，为了追击袭扰努比亚的鸟身女妖，先是

去了地狱，然后骑着骏雕飞上地上乐园，从那里登上了月亮，最后又拜访了命运女神的

宫殿和忘川。

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非常丰富，为了更好地进行解读，不妨按照不同的地点将其划

分为不同的阶段，并从各个阶段中抓取关键词，然后以《疯狂的罗兰》文本为基础，结

合全诗，对这些关键词在作品中的具体词义与色彩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便可以对

诗人在这一部分中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及隐藏在文字之下的诗人的真正想法与意图进行分

析与推测。而之所以选择这些关键词，主要是因为它们与诗人在各部分中想要表达的内

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地狱：ingrato（寡情的）

在第 34 歌 4-43 节中，阿托夫在帮助努比亚国王驱赶了鸟身女妖之后，一路追

击这些怪物，从一处山脚下的洞穴里进入了地狱。在这里他遇到了吕底亚公主莉迪亚

（Lidia）的灵魂，莉迪亚向他讲述了自己生前的故事：莉迪亚在世的时候生得貌美如

花，因此骑士阿切斯特（Alceste）爱上了她。为了得到她，阿切斯特向莉迪亚的父王宣

誓效忠，为国王打下了许多土地，但是国王最终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于是怀恨在心的

阿切斯特投靠了敌国，率领军队包围了吕底亚国王的城堡。为了拯救国家，莉迪亚不得

已同意了阿切斯特对自己的追求。之后，她利用阿切斯特对她的爱情，命令他帮助父王

开疆拓土、执行一些非常危险的任务，使他与所有的朋友都结下了仇怨，自绝于世界。

到了最后，莉迪亚向他揭开事情的真相，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阿切斯特在痛苦

中积郁成疾，最终离开了人世。而莉迪亚也被打入了地狱。

基督教传统中的地狱是惩罚罪人的地方，那么莉迪亚的罪名又是什么呢？根据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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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说法，她被分入“寡情女”（femine	 ingrate）之列。可是，莉迪亚从来没有爱过阿

切斯特，而且阿切斯特叛变投敌在先。从这个角度上讲，莉迪亚为了解救国家倒悬之危

欺骗他也算得上合情合理，怎么就成了“寡情女”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分

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寡情的”（ingrato）到底指的是什么。

“ingrato”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忘恩负义的”，与莉迪亚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搭

界。因此，为了把握这一形容词在作品中的真正内涵，我们还需要去检查与其并列使用

的其他近义词。

在《疯狂的罗兰》全文中，与“ingrato”并列使用次数最多的近义词是“crudele”

（“残忍的”：第 1 歌 44 节 3 行、75 节 8 行；第 5 歌 73 节 1 行；第 27 歌 121 节 7 行、

123 节 3 行）、“perfido”（“奸诈的”：第 5 歌 73 节 1 行；第 16 歌 4 节 7 行；第 27

歌 123 节 3 行）以及“reo”（“邪恶的”：第 7 歌 17 节 3 行；第 16 歌 4 节 7 行）。

因此可以说，一个“ingrato”的人应该也是残忍、奸诈、邪恶的。这样看来，如果说莉

迪亚被罚入地狱是由于她残忍、奸诈，做出了逼死阿切斯特的恶行，似乎就更加合理一

些了。

然而在《疯狂的罗兰》中，莉迪亚并不是被这个词形容次数最多的女性角色，总共

只有两次（第 34 歌 11 节 6 行、43 节 1 行）。而迷倒了罗兰（Orlando）等一众骑士的

契丹公主安杰丽佳（Angelica）被这个词形容的次数几乎是莉迪亚的两倍还多（第 11 歌

8 节 1 行；第 19 歌 32 节 7 行；第 23 歌 123 节 3 行、128 节 3 行；第 24 歌 48 节 6 行）。

因此，为了充分理解莉迪亚出现在这段旅程中的意义，还需要关注一下这位倾国倾城的

东方美人。

从本质上讲，安杰丽佳与生前的莉迪亚并无太大区别。她从来没有爱上一直追求

她的罗兰，但只要有需要，她一定会想办法利用他。比如，在第 12 歌 24 节中，安杰丽

佳想要回到东方，但是从西欧到契丹路途遥远，她不希望孤身一人上路，于是就想到了

要利用深爱着她的罗兰和萨克利潘（Sacripante）作为护卫。按照 Einaudi 出版社版本里

评论家卡雷蒂（Lanfranco	Caretti）在这一节注释中的说法，“没办法找到比他们二人

更忠实的骑士作为陪同者了”，而且她从一开始就想到最后要背叛他们。如果她的计划

得逞，那事实上与莉迪亚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另外，罗兰与阿切斯特也是有着相似之

处的。阿切斯特因为对莉迪亚的爱，最终郁郁而终；罗兰虽然没有死于爱情，但是在第

23 歌 128 节，当他得知安杰丽佳爱上了别人，他悲痛万分，说道：“无情义狠女子将

他杀死。”（la	sua	donna	ingratissima	l’ha	ucciso）之后便发疯了。确实，从肉体上讲，

他还活着，但是在精神层面，他已经死了。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可以得知，莉迪亚—阿切斯特与安杰丽佳—罗兰这两组人物

之间是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两组是相对应的，前者是后者的缩影，

莉迪亚所背负的罪责也是诗人对安杰丽佳做出的判决。而将这样的故事讲给虽然身为

罗兰的亲戚但从出场到这里还没有见过他本人的阿托夫，再联想到后面地上乐园的部

分内容，笔者认为，地狱的这一段故事很可能是为之后内容做的铺垫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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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上乐园：incesto（乱伦）

在第 34 歌 44-67 节中，阿托夫从地狱出来后，在一处泉水洗掉了地狱的黑烟，然

后骑上飞马（Ippogrifo），飞上了位于山顶的地上乐园。在这里迎接阿托夫的是圣约翰

（San	Giovanni）。这位耶稣的门徒声称，阿托夫之所以能来到这里，与他自己的能力

无关，只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休息一天之后，圣约翰这位上帝的代言人又在阿托夫面前

对罗兰进行了一番批判，指责他因为陷入对异教徒的恋情而忘记了上帝赋予的宗教使

命，因此被上帝惩罚变成了疯子。圣约翰还告诉阿托夫，上帝是想要借他之手让罗兰重

获理性，因此才允许他来到这里。

此处有一个词值得注意。在第 34 歌 64 节，当圣约翰提到罗兰对于安杰丽佳的恋情

时，他使用的说法是“incesto	amore”。“incesto”本意为“乱伦”，但罗兰是法兰克

骑士，安杰丽佳是契丹公主，显然算不上乱伦。因此评论家卡雷蒂注释中认为诗人在这

里取用的是这个词拉丁语词源的含义，意为“宗教方面不纯洁的”，原因是二人一个是

基督徒一个是异教徒。为了了解诗人选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罗兰对安杰丽佳的爱情的原

因，人们需要结合这个词在全诗中的使用来对其进行分析。

算上圣约翰这里，“incesto”在《疯狂的罗兰》中一共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

第 6 歌 43 节，阿托夫在介绍阿琪娜（Alcina）之岛的情况时说：“我们被带到这美丽小

岛，小岛主要由阿琪娜掌管。她父亲将小岛传给其妹，按法律岛应由其妹承传。有消息

告诉我确实如此，乱伦生的姐姐难继家产，邪恶的阿琪娜不守规矩，篡夺了继承权，把

岛侵占”	（Fin	che	venimmo	a	questa	isola	bella,	/	di	cui	gran	parte	Alcina	ne	possiede,	/	e	

l’ha	usurpata	ad	una	sua	sorella	/	che	’l	padre	già	lasciò	del	tutto	erede,	/	perché	sila	legitima	

avea	quella;	/	e	（come	alcun	notizia	me	ne	diede,	/	che	pienamente	instrutto	era	di	questo）	

/	 sono	quest’altre	due	nate	d’incesto）。这个词的另一次出现是在第 36 歌 73 节，讲到

鲁杰罗（Ruggiero）与玛菲萨（Marfisa）兄妹父母的故事时说到他们的父亲鲁杰罗二世

（Ruggiero	 II）有个兄弟贝特拉莫（Beltramo），“有奸人名字叫贝特拉莫，对嫂嫂不

轨爱暗藏心间”（Narrò	come	Beltramo	traditore,	per	la	cognata	arse	d’incesto	amore）。

乍一看这两个“incesto”似乎都与宗教没什么关联，毕竟贝特拉莫对自己嫂子的爱

是货真价实的乱伦情感；而阿琪娜的父亲因为没有直接出现，所以似乎很难做出明确论

断。但是如果仔细进行分析还是会发现，这两处的“incesto”很可能同样带有一定的宗

教意味。

首先，关于阿琪娜，诗人提到她除了作为父亲合法女儿的洛基提（Logistilla）以

外，还有另外一个同父姐妹，那就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女巫摩根勒菲（Morgana）。再考

虑到在这部作品中许多亚瑟王传奇中的人物都有直接出场，因此这个摩根勒菲与亚瑟

王传奇中的那个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果真如此的话，她就成了解读这个“incesto”的关

键。根据亚瑟王传奇，摩根勒菲是亚瑟王同母异父的姐姐。她的母亲与尤瑟（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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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情并怀上了亚瑟，并且尤瑟后来还杀了她的父亲康沃尔公爵（苗勇刚、贾宇萍，

2008：198）。如果按照《疯狂的罗兰》的说法，洛基提与摩根勒菲、阿琪娜三人同父，

那么洛基提也就是康沃尔公爵的女儿，即公爵和某个身份未知的正妻的女儿，而公爵与

亚瑟（以及摩根勒菲）的母亲是乱伦关系。在这样的安排下，亚瑟（以及摩根勒菲）之

母与尤瑟的关系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正当化。而从传统上来讲，亚瑟是著名的基督徒

国王，现在甚至连出身都被合法化了，那么站在其对立面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乱伦而

生的摩根勒菲自然可以视为基督教之敌，关于其出身的“incesto”想必也由此被染上了

一层与基督教敌对的色彩。

如果说前一个“incesto”的宗教色彩还不是很明显，后面的这个就比较显而易见

了。对于贝特拉莫这个人，在前面引用的诗句中已经对其下了一个定义，即“traditore”

（叛徒）。他在第 36 歌 73、74 节中，为了夺取自己的嫂子，背叛了自己的兄弟和国家，

直接导致基督徒鲁杰罗二世夫妻被异教徒残忍杀害。这样看来，贝特拉莫这个叛徒所背

叛的，事实上还包括基督教。那么他的“incesto	amore”，且不说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单纯从结果上看也是与基督教为敌的。

那么，从这两个例证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合理推断是，在阿里奥斯托的理解中，

“incesto”这个词本身就很可能带有与基督教敌对的内涵。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罗兰

放弃基督教事业的爱情被称为“incesto”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3  月亮：senno（理智）

第 34 歌 68-87 节中阿托夫登上月亮的这一段堪称是整部作品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片

段之一。在月亮之上，有一个巨大的山谷，在那里堆积着人们在世间所遗失的一切，其

中就包括理智。被人们遗失的理智都被装在细颈瓶里，其中最大的一个瓶子属于罗兰。

于是，在圣约翰的带领下，阿托夫来到月亮之上，从山谷中取回罗兰的瓶子，顺便找回

了自己所遗失的理智。

如果按照前面圣约翰所说，阿托夫踏上这趟想象世界之旅完全是为了完成上帝安排

的任务的话，那么到这里，阿托夫已经完成了任务的前半部分，取回了罗兰的理智。至

于后半部分，即让罗兰重新得到理智，发生在之后的第 39 歌之中。在从第 39 歌 44 节

至第 42 歌 11 节所有关于罗兰的描写中有两个内容值得注意。首先是罗兰取回理智的

方式：按照圣约翰的教导，阿托夫把罗兰按入水中七次，之后才打开装着罗兰理智的瓶

子。其次是恢复理智的罗兰失去了对安杰丽佳的爱情，与阿托夫等人一起率军攻陷了异

教徒联军的首都，并且在随后的决战中手刃异教徒联军的统帅，为基督教阵营赢得了最

终的胜利。这种取回理智的方式（浸入水中不禁使人联想到洗礼，而次数偏偏是在基督

教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七次）以及罗兰取回理智之后的表现（忘掉了那段被圣约翰用带

有与基督教为敌色彩的“incesto”一词所描述的爱情，投身宗教战争并为基督教赢得胜

利），而且整个过程还是遵循圣约翰的指导，这些内容不禁使人猜测，对于阿里奥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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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所谓的“理智”到底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智呢？关于这一点，仍然需要回到

《疯狂的罗兰》文本本身去对其进行分析。

阿托夫在月亮之上找到的“理智”，在原文中的用词为“senno”。与前面一样，

为了探究其本质，首先需要去检查与这个词并列使用的近义词。

在第 43 歌 62 节中，里纳多（Rinaldo）来到费拉拉（Ferrara）时说：“赎世主

之仁慈无可言喻，他主张理性与人间正义”（L’ineffabil	bontà	del	Redentore,	 /	de’	 tuoi	

principi	 il	 senno	e	 la	 iustizia）。译文与原文的意思可能有些出入，这里的“principi”理

解为“principe”（君主）的复数可能更加准确，因此原文说的应该是当地君主的“理

智”和正义。另外，在第 44 歌 51 节中出现了更多与“理智”并列出现的个人品质：

“无论是勇敢与花容、月貌，还是那身灵巧、力大、强健，抑或是美德行、善良、智

慧……”（sia	quanto	voglia	la	beltà,	l’ardire,	/	la	possanza	del	corpo,	la	destrezza,	/	la	virtú,	

il	senno,	la	bontà...）。在这里“senno”与很多个人的优秀品质被列在了一起，因此可以

认为，“理智”应该是个人（包括君主）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人拥有“理智”？《疯狂的罗兰》除阿托夫以外的其他人物中，与“理

智”一词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罗兰（第 23 歌 132 节 6 行；第 31 歌 45 节 2 行；第 34 歌

66 节 8 行、83 节 6 行、83 节 8 行、84 节 2 行、87 节 2 行；第 35 歌 9 节 8 行；第 38

歌 23 节 6 行；第 39 歌 57 节 2 行、59 节 2 行；第 40 歌 48 节 6 行），此外还有里纳多

（第 4 歌 65 节 8 行；第 27 歌 8 节 5 行；第 38 歌 88 节 6 行；第 43 歌 23 节 5 行）、鲁

杰罗（第 38 歌 88 节 6 行；第 44 歌 51 节 7 行；第 46 歌 133 节 8 行）、玛菲萨（第 26

歌 133节 4行；第32歌 8节 8行）、奥多里（Odorico，第 24歌 32节 5行、39节 2行）、

布兰迪（Brandimarte，第 41 歌 80 节 4 行）以及杜多内（Dudone，第 39 歌 81 节 5 行）。

如果人们要在这些人物中寻找共同点的话，最明显的就是这些人无论善恶全部属于基督

教阵营。虽然鲁杰罗和玛菲萨一开始是站在异教徒一方的，但是他们的父母（鲁杰罗二

世夫妻）是基督徒，而且在作品的后段二人全都改信了基督教，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是

基督教阵营的人物。

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在异教徒或者信仰不明的次要人物身上，出现了两次“理

智”与运气之间的对立。第一次出现在第 17 歌 63 节，异教徒阵营两员大将格拉达索

（Gradasso）和蛮力卡（Mandricardo），“尽管是靠运气而非智慧”（ben	che	vi	 fu	

aventura	piú	 che	senno），救出了叙利亚王的爱妻；另一次，在第 29 歌 54 节中，已经

失去理智的罗兰猛冲向两位信仰、姓名皆不明的樵夫，此时：“一樵夫运气好只伤面

皮”（dei	quali	un,	piú	 che	senno,	ebbe	aventura）。根据原文，这个樵夫之所以没有大

碍，与其说是因为他有理智，不如说是运气好。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明确没

有或者不知道是否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是不具备“理智”的。由此可见，所谓的

“senno”，说到底是基督教信仰的某种外延表现。而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前面提

到的阿托夫在圣约翰的引导下取回并帮助罗兰恢复理智、作为上帝宠儿的罗兰的理智比

别人都多、罗兰恢复理智的方式以及恢复之后的表现似乎就都可以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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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忘川：scrittore（写作者）

从第 34 歌 87 节至第 35 歌 30 节，诗人又描述了阿托夫在回到地上之前，在圣约

翰的带领之下去了另外两个地方：首先是命运女神的城堡，诗人写作这一部分的主要

目的是奉承一下自己所服侍的埃斯特家族，尤其是自己的直属上司伊波利托·埃斯特

（Ippolito	d’Este）；之后他们二人来到了忘川岸边，在这里时间老人把写着人们名

字的金属薄片扔进河水之中。河面上盘旋着无数只乌鸦、秃鹫，它们试图把人们的名

片从水中捞起来，以免它们沉入河底，永远地为世人所遗忘。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的只有两只白天鹅。在这里，圣约翰解释说，“这些乌鸦、秃鹫是马屁精、弄臣、廷

臣之流，而白天鹅则是真正的诗人们，他们歌颂可敬的人，把这些人从忘川中拯救出

来，让他们的名声在死后仍然在世间广为传颂。”在这之后的第 28 节，圣约翰说出了

一句非常值得玩味的话：“我热爱写作者，此为我责，因我也在人世著述多篇”（Gli	

scrittori	amo,	e	 fo	 il	debito	mio:	 /	 ch’al	vostro	mondo	 fui	 scrittore	anch’io）。后半句直译

为：“因为在你们的世界中我自己也是个写作者。”毕竟他是为数不多的记述耶稣基督

生平的人之一。既然圣约翰已经为自己在人间的角色下了这样的定义，就有必要对这个

“scrittore”，即“写作者”进行研究。

“scrittore”这个词在整部作品中所涉及的具体人物只有圣约翰：除去上面两次之

外，他在第34歌86节及35歌31节中还分别被称为“scrittor	de	l’oscura	Apocalisse”	（《启

示录》之作者）以及“scrittor	de	l’evangelo”（《福音书》之作者）。

接下来需要了解的就是“scrittore”具体都做些什么了。关于这一点，如果仔细对

相关的内容进行分类就会发现，写作者最主要的作为一共分为两方面：“传扬名声”与

“诋毁女性”。

在“传扬名声”这一方面，阿里奥斯托在第 33 歌开篇第一节，列举了很多古希腊

时代的著名画家，然后说：“只要是人继续阅读书籍，书会使画师名长存人间”（sempre	

starà,	fin	che	si	legga	e	scriva,	/	mercé	degli	scrittori,	al	mondo	viva）。在之后的第 35 歌 22

节中，阿里奥斯托进一步呼吁，君主应效仿恺撒，使“众文人都成为您的朋友，您不必

再害怕忘川波澜！”（e	gli	scrittor	vi	fate	amici,	donde	/	non	avete	a	temer	di	Lete	l’onde!）。

接着他又举了很多英雄的例子，并声称他们的丰功伟绩正是由于有了“scrittore”才

如此光辉灿烂。在 26 节中，他甚至说：“若尼禄以文人作为朋友，无人知他十分邪

恶、凶残，也不会说他以天地为敌，使其名竟如此卑劣不堪”（Nessun	sapria	 se	Neron	

fosse	ingiusto,	/	né	sua	fama	saria	forse	men	buona,	/	avesse	avuto	e	terra	e	ciel	nimici,	/	se	gli	

scrittor	 sapea	 tenersi	amici）。也就是说，即便是尼禄这样的暴君，只要和“scrittore”

关系好，就可以洗白。由此可见，在“传扬名声”方面，“scrittore”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至于“诋毁女性”，在第 20 歌 2 节，阿里奥斯托分析女性的才华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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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全因为执笔者嫉妒、无知，把她们之荣耀长期隐瞒”（e	forse	ascosi	han	

lor	debiti	onori	 /	 l’invidia	o	 il	non	saper	degli	 scrittori）。在后面的第 37 歌中，阿里奥

斯托更是对“scrittore”对于女性的态度大加鞭挞。他在 2 节中说，“女性通过对于文

学的研究，可以让她们的名字永远流传，这样一来就再不必去恳求文人帮助”（non	

mendicar	dagli	 scrittori	aiuto）。接着他举出了许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女性的例子，但是

在 6 节中，他认为：“女人们却未获应得荣耀：千女杰一人名传至今天；全因为当时的

文人说谎，嫉妒与邪恶情毒其心田”（de	 le	quai	 sono	 i	pregi	agli	onor	morti,	 /	 sí	ch’a	

pena	di	mille	una	si	noma:	/	e	questo,	perché	avuto	hanno	ai	lor	tempi	/	gli	scrittori	bugiardi,	

invidi	et	empi）。之后他虽然也列举了一些歌颂女性文人的例子，不过在 23 节中，诗人

做出的总结还是：“因男性文人们心怀嫉妒，女子的美名才十分罕见”（ma	per	 invidia	

di	scrittori	state	/	non	sète	dopo	morte	conosciute）。

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scrittore”似乎对女性持有非常恶毒的态度。然而按照《疯

狂的罗兰》中的说法，这和上帝的要求是相矛盾的。这一点体现在第 29 歌 29 节之中。

第 29 歌开始的部分主要叙述的是伊萨贝（Isabella）定计殉情的故事。上帝感动于

她的壮举，订立了一个“天条”：“使文人可获得创作素材，把杰出之女性讴歌颂赞”

（onde	materia	agli	scrittori	caggia	 /	di	celebrare	 il	nome	inclito	e	degno）。上帝的要求是

歌颂杰出的女性，显然这些人是没有遵守这一“天条”的。第 37 歌中虽然列举了一些

赞美女性的文人，但是他们之中无一人被称为“scrittore”。因此，人们可以得出的比

较合理的推论是，在阿里奥斯托眼中，“scrittore”对女性的诋毁事实上是违反上帝意

愿的。

结合以上两点，便可以对“scrittore”的所作所为进行总结：这些人决定了一个人

的名声是否可以传扬后世，而且他们不问正邪、不分黑白，只要他们愿意，甚至连罪大

恶极之人也可以被美化；而对于女性，他们不顾上帝旨意，蓄意抹杀诋毁。那么圣约翰

宣称自己也是“scrittore”，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圣约翰有可能意在暗指，正是因为

有了他，耶稣基督才不致为世人所遗忘。而且，只要和“scrittore”关系好，甚至连尼

禄都可以改头换面，那“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关于他的记载又有几成是真实的呢？

另一方面，如果回想一下在地上乐园部分圣约翰关于罗兰爱情的那些说辞，从中不难体

会到他对于安杰丽佳持有的恶意。这种恶意是否只是因为安杰丽佳本人过于“寡情”

并且不是基督徒？如果留意一下第 35 歌 27、28 节，当他谈完“scrittore”颠倒是非的

功能之后，又专门提到了到佩涅罗佩（Penelope）与艾丽萨（Elissa，即迦太基女王狄

多）。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没有荷马和维吉尔，在后人的眼里这两位名留青史的杰出女

性与娼妇无异。在此处，圣约翰对女性的恶意可以说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可是，如前

面所述，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与上帝希望的做法相违背的。因此，阿里奥斯托笔下的圣约

翰的另一面暴露出来：虽然他表面上是上帝意旨的传达者，实质上却是违逆、挑战上帝

意志和《圣经》真实性的人物。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树立这样一个圣约翰的形象呢？在地上乐园，圣约翰几乎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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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及其所作所为贬低到一文不值，称一切都是神意，阿托夫只是上帝的一枚棋子。但

是，如果圣约翰这个上帝意志的代言人其实是个站在上帝对立面的“scrittore”，那他

代表的所谓的“神意”又到底是谁的意志？如果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所谓的“神意”进行

的，那他自己也不过是“神”的一枚棋子，而且这个“神”是知道圣约翰的另一面的，

在接近尾声时还要特地将其曝光出来。在《疯狂的罗兰》这样一个由阿里奥斯托所创

造的世界里面，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诗人本人了。并且，纵观整部作品，阿里

奥斯托经常直接出现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前面提到的对于“scrittore”的批判就是其中

之一；而且相比于上帝只是要求他们赞美女性，阿里奥斯托更进一步，即直接批判了他

们诋毁女性的行为。因此，圣约翰背后的这个“神”，几乎可以确定就是阿里奥斯托本

人，在作品中他的地位是凌驾于上帝之上的。只不过，为了避免表现出如此露骨的渎圣

态度，他把自己的意志伪装成上帝的意志；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通过圣约翰这句话把

这一点隐晦地表达出来。

5  结  语

第 34、35 歌的想象世界之旅在《疯狂的罗兰》中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段内容。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趟旅程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一条内在的线索，即基督教精

神：这一趟旅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基督教精神之旅。但是阿里奥斯托却很可能

不是一个笃信上帝之人：在经过地狱部分的铺垫之后，基督教精神确实充斥着地上乐园

与月亮的部分，但是最终在忘川的部分，作者还是把自己在作品中高于上帝的事实隐秘

地揭露出来。

诗人的这种行为，不禁使人联想起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做出的对于那个时代的“隐藏的世俗化”（crypto-

secularization）的论断。其实不仅仅是《疯狂的罗兰》这部作品，阿里奥斯托这种矛盾

的态度在他的生平经历中也有所体现。本身他就生活在一个信仰薄弱的时代，很多学

者，如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其著名的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中就提到，在阿里奥斯托时代的意大利，任何宗教方面的情感都已经衰退；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也指出，“当时在意大利流行

的不信宗教的风气是人所共知的”。而他本人很可能也不是信仰坚定之人，学者拉伊那

（Pio	Rajna）指出，“阿里奥斯托并不是个虔诚的人，他去参加弥撒完全是出于习惯以

及作为面子功夫。但是，他无论如何都还是会去的。”同时考虑到诗人长期服侍伊波利

托·埃斯特主教（甚至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之一都是为了讨得主教大人及其背后的费

拉拉僭主埃斯特家族的欢心），加上当时天主教会在费拉拉乃至整个意大利还是有着相

当的影响力，很多同时代文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希望能够在教会谋个一官半职，因

此无论如何他也需要在外做出虔诚的样子。于是他在这整部作品唯一的一段纵向展开的

纯粹想象世界之旅中融入了强烈的基督教意味，同时在接近旅程终点的部分又留下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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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以供细心的读者去领会到底谁才是《疯狂的罗兰》这个想象世界的真正主人。

正是因此，如果只是孤立地去看这一段内容的话，就有可能流于表面，难以体会诗

人掩盖在精彩内容之下的隐秘的想法。所以才需要结合整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各个部分

不同的关键词在作品中的具体内涵。这对于充分理解这一段内容迥异的旅程、阿里奥斯

托其人与《疯狂的罗兰》这部不朽的文学巨著都有着相当的意义与价值。鉴于国内学界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对于托斯卡纳地区以外的文学关注较少，笔者也希望通过这样

的解读，能够帮助国人更好地了解《疯狂的罗兰》这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后期的代表作

品，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翻译与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当然，笔者个人的水平

和能力非常有限，在统计和分析的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与疏漏之处，欢迎对于《疯狂的罗

兰》尤其是原文版本具有一定了解的研究者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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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与“考迪罗”
—小说《总统先生》中的魔幻与现实

◎周  丽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杰出作家，于 1967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成为现代拉丁美洲作家中最早步入国际文坛的杰出代表之一。其代表作为《危

地马拉传说》《总统先生》《玉米人》等。他童年时有幸接触到印第安玛雅 - 基切文

化，又在流亡欧洲时加入了当时盛行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这些经历对他具有重要

和深远的启发作用。他自己也说“会找到更出色、更有效并且独具风格的方式”来描

写拉丁美洲的事情，承担起拉丁美洲“喉舌”和“代言人”的使命。（王宁，1987：

351）《总统先生》这部小说是作者于 1922 年至 1932 年，耗时十年工夫完成的一部

描写“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危地马拉独裁统治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

总统为原型，意在抨击当时整个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由于当时危地马拉国内政治气

氛肃杀，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为了保护作家的人身安全，《总统先生》这部小

说直到 1946 年才正式出版。

该小说以一名上校遭到暗杀为开篇，讲述了“总统先生”将这起政治谋杀案嫁

祸于其潜在敌人—卡纳莱斯将军的故事。“总统先生”指示心腹安赫尔策划深受人

民爱戴的将军卡纳莱斯畏罪潜逃的假象，迫使将军抛下女儿卡米拉，背井离乡逃亡国

外；安赫尔在劫持将军女儿卡米拉后，对其心生怜悯，两人坠入爱河；“总统先生”

获悉后认为心腹背叛了自己，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对安赫尔假意信任，并下令在报纸

上刊登安赫尔与卡米拉结婚的新闻，宣称自己亲自证婚，迷惑了安赫尔夫妇；待一切

安排妥当，他哄骗安赫尔前往美国，代表他去大洋彼岸探探美国政界对其连任的反

响，半路上却将其拘捕入狱；还派人追杀卡纳莱斯将军，又到处散播卡米拉毒杀父亲

的流言，令她生不如死……（Asturias，2000）堪称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招招阴险，

最终彻底铲除了异己。

在《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中，阿斯图里亚斯使用漫画式的笔法、极其夸张的语言，

勾勒出了独裁专治下拉美社会的种种问题，揭露了丑恶的黑暗现实。同时，他将拉美印

第安民间神话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联结起来，将“魔幻”与“现实”相结合，亦真亦幻，

犀利地剖析了拉美地区独特的“考迪罗主义”。正如秘鲁学者 García-Bedoya（2012：

95-104）所说，这是一部跨文化小说，因为它使用特殊的武器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讽

刺的语气、对口头文化的再创造以及对印第安文化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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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统”与“考迪罗”：拉美的独特现实

小说中对“总统先生”的正面描写寥寥数笔，甚至没有姓名，只能从一些篇章中找

到蛛丝马迹：他出生清贫，却奴役他的臣民；不但专制，而且阴险；表面上不露声色，

背地里谋划着阴招……读者不禁会产生疑问：这样一个总统或者他统治的世界是否真实

存在呢？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拉美的独特现实去追根溯源。

阿斯图里亚斯一开始只打算以危地马拉独裁统治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总统为原

型写一个短篇小说。然而，在流亡巴黎期间，面对拉美各国独裁者的暴行和底层人民的

疾苦，阿斯图里亚斯深受感触，决定深化主题，描写一位具有拉美各国普遍特点的“总

统先生”。	因此“总统先生”融合了拉美许多独裁者的个性特点，在小说中是权力的

主宰者，是民众的崇拜对象，背地里却是虚伪的暴君。	

这位集拉美各国普遍特点的“总统先生”在历史上被称为“考迪罗”，也可以称

为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或“考迪罗”制，在西班牙语里指的是“领袖、首领、头

目”的意思。原来，在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各地抗击殖民官军的义军首领被称为“考迪

罗”。当时其含义类似骑士，为人称道。后来，这些首领有的以暴力攫取政权并用暴力

维持其统治，有的通过政变利用军事力量施压人民群众，有的宣扬个人崇拜，等等。现

在，这个词多指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

“考迪罗”现象在拉美很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过。在 19 世纪 20 年代独立以后至 20

世纪前期盛行，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独立后社会的发展。它是拉美历史上具有强烈地域

色彩的政治术语，是拉美独立战争的产物，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独裁统治形式之一。拉

丁美洲独立战争是不彻底的，大部分国家只取得了民族独立，本质上还是封建主义：

在经济上保留了封建大地主制度，在宗教上继续实行天主教，领导独立战争的革命领

袖——“考迪罗”们胜利以后大多数成了本国的独裁者。有些军官是通过政变的方式统

治国家，而在一些国家是地主集团首领通过所谓的“选举”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这些

统治者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封建大庄园主，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实行军人专政

统治，践踏自由民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势力，为其提供原料和市场；对内残暴压迫人

民起义，剥削底层人民。拉美各国在考迪罗的残暴专政下，社会极不稳定，不断爆发内

战和政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Lynch，1992：402）

因此，《总统先生》这部小说表面上刻画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总统形象，实际上

体现的是拉美独特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历史现实。阿斯图里亚斯取材于现实，并没有将西

方的文化思潮亦步亦趋地生搬硬套，而是扎根危地马拉的土壤，将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

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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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统先生》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 Villanueva（1991:	64）认为，《总统先生》这部小说

最大的贡献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贡献，超越了思维的限制，达到了自然与超自然、现实

与神奇之间的完全融合。《总统先生》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魔幻色彩，依托自然景象、

历史事实、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心理活动等现实，并将这种现实上升到幻想的境界，构造

出带有魔幻色彩的新现实。在小说中，作者用语言、幻景、神话、民俗等描绘出奇诡的

画面，并使用大量的隐喻，使作品亦真亦幻，以神化的“总统”形象来反映拉美大陆登

峰造极的“考迪罗主义”现象。

2.1  人鬼混杂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很多，作者常用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来创作，这种观察

和认知世界的方法往往会使文学作品具有一种神秘色彩。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打破了

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因为在古印第安传说中，生与死没有绝对界限，对印第安人来

说，死亡也是一种“生命”形式。

在小说中，作者用印第安人的思维形式来思索，创造了一个人鬼混杂的世界。第

九章写到将军的拥护者赫纳罗与朋友告别后，回家与妻子相见，谈到将军女儿卡米拉送

给女儿的礼物时，突然看到了以下情形：“经烛光一照，他的手指仿佛被血粘在一起。

他想摆脱这个印象。死神的幽灵从他儿子的摇篮里坐了起来，好像是从棺材里爬出来一

样。死人也需要有人像婴儿那样摇晃它。幽灵的脸色像蛋清一样苍白，两眼浑浊无光，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牙齿，身子扭成螺旋形。”（阿斯图里亚斯，1980：71）

这里作者详细地描绘了鬼魂的形象，十分逼真，从侧面表现出赫纳罗扭曲的心理状态。

既有对将军遭遇的不忿、对亡者的愧疚，有对统治者的恐惧。由于专制暴政，人间社会

一片白色恐怖，思想的限制和宿命论的枷锁使底层人民不敢发声。（Cardoso，2017：

87）对死亡的描写不仅传神地描绘出当时的情景，还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

2.2  打破时空界限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般都有独特的时空设置的特点，《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也不例

外。阿斯图里亚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小说不仅保留了许多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的

真实成分，还掺杂了许多非理性的幻想成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仿佛

处在一个永恒的时间里，让人无法逃脱。（Velázquez，2017：350）

小说以时间为线索分成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分别为“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

二十三日”和“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虽然前两个标题标

明了月份和日期，但是没有具体的年份，全凭读者自己领会。第三部分是一个更加模糊

的时间“年年，月月，日日”。作者好像要告诉我们他在小说中呈现的这种现实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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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暗示这场悲剧将永远存在。

在第三部分第一章节“黑暗中的对话”中，作者描写了几个匿名者在黑暗中的对

话，他们绝望地寻找着时间：“今天是星期几？”“我真害怕，我仿佛觉得黑暗中有一

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脖子，要把我掐死。”（阿斯图里亚斯，1980：263-266）显然，

这些囚犯已经在黑暗的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已经分不清时间。由于专制暴政，社

会各阶层各方面都处于被严密监视和迫害之下，即使在监狱里，人们也可以感受到独裁

者无形的手在控制着他们，无处不在，不仅摧残他们的躯体，还想控制他们的思想。

2.3  神话与现实相通

《总统先生》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神奇事件，充满了对印第安神话和古老传

说的模拟。阿斯图里亚斯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善于把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意境融入拉

美大陆的现实生活中，使读者对作品的形象感到既陌生又熟悉，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

新颖感，从而进一步激活读者的想象，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使之完全融入作品的艺术

境界中。

小说第三十七章写到心腹安赫尔结束了总统对他的召见后，在总统的庭院看见的

匪夷所思的景象：托依尔神果然来了，他如腾云驾雾一般，架着一条由鸽子乳汁汇成

的河流，飘然现身。他要求用活人做祭祀，并满意地说道：“……现在我可以把我的

统治建立在人捕猎人的基础之上了。从此就不会有真正的死和真正的生了。大家都为

我高举希卡拉酒罐畅饮狂舞吧！”（阿斯图里亚斯，1980：355）“托依尔”本身指

玛雅神话中的司火之神，作者巧妙地对印第安神话故事进行了模拟，将人们所熟知的

故事通俗化，把读者自然地引入一个神秘莫测的魔幻世界。作者利用神话故事再现了

当时灭绝人性、残酷歹毒的统治者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的现实，如托依尔神般把统治

建立在人捕猎人的基础上，随意逮捕杀戮人民。“考迪罗”们通过严厉的制度和信仰

来强化自己的统治，这种严厉的制度化作一种恐怖的感觉，使臣民在震悚中服从、如

同服从神的裁决。人们会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传说与魔幻，而是拉丁美洲饱含因

果的命运与现实。

2.4  情节的荒诞性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经常以真实的事件为依据，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表现手法

来强调事物的某些特点，甚至到了荒唐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统先生》本是

体现政治恐怖的悲剧小说，很多情节却以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狱长将无罪的女

囚卖给妓院赚钱；总统亲信解释为何当政者喜欢公民犯罪，是因为犯过罪的人能更衷心

地为政府效劳；最高法院院长挪用公款消费，称“有助于刺激国家经济”。这样荒诞的

情节更能突出考迪罗政府的腐败和专制的罪恶。很多考迪罗上台后，用政府肥差酬劳亲

信 , 以榨取人民所得的财富犒赏其忠实追随者，巩固其统治。他们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发

展问题，只需要集权的社会。而这些同谋者为了保全自己，种种私欲恶性膨胀，长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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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导致了人格的扭曲，他们通过对弱小的欺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考迪罗主义

下拉美国家普遍的历史现实。

3  《总统先生》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

文学评论家 Franco（1989：867）认为，在《总统先生》中作者使用了超现实主义

的写作技巧，反映了自己的思想。超现实主义文学虽然也带有现实主义的文字，但它并

不是写实，而是完全否定现实主义。它以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和关于梦的解析为依据，

认为梦境是潜意识的最重要的反映，而潜意识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内心世界。（柳鸣

九，1987：249）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中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着力于描写潜

意识和梦境，在写作时不受理性支配，追求奇异的东西，远离客观现实。因此，作者运

用梦境、夸张的漫画式笔法、令人费解的联想、隐喻等来深刻体现独裁统治下的社会阴

森恐怖。

3.1  将心理活动投影到客观事物 

小说中作者借鉴象征主义的方式，利用客观事物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

和情绪的转变。（宋炬，2002：89）他多次将心理活动体现为客观物体。比如，他写远

处传来宵禁的声音，仿佛是有人喊着“多么可怜”。（阿斯图里亚斯，1980：4）作者

将心理活动投射到听觉，营造出一种“闻风丧胆”的感觉，勾勒出了考迪罗统治下被压

迫者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

作者形容安赫尔对卡米拉的情感好比“蓝色的，虽然往往又像是绿色的，最后却变

成黑色”（阿斯图里亚斯，1980：185）。颜色的变化正是安赫尔内心的真实写照，蓝

色象征甜蜜纯真，绿色充满勃勃生机，而黑色给人压抑的感觉。作为总统的心腹，安赫

尔对总统政敌的女儿的爱是致命的毒药。这里也体现了考迪罗主义要求政治一元化，极

为强烈的权力欲望的特点。在考迪罗眼里，权力是荣誉和财富的象征，为了争权夺利，

他们不顾正义，扫除竞争对手，因此当时的社会动荡不断，政变频繁。作者通过对感官

的生动描写，如视觉、听觉或感觉上的扭曲，体现人的心理活动在扭曲的现实之下的变

形。当时的拉美社会也如小说中一样，高压电流般的高压统治扭曲了人们的正常心理，

使他们对统治阶级充满了恐惧。

3.2  夸张的漫画式笔法

小说中作者对总统先生、政府官员、司法机关等人物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描写，脱离

了客观事实，写到国庆节，亲信对总统先生歌功颂德：“夫人女士们在你身上感到了上

帝的神威，德高望重的神父们为你焚香膜拜。”（阿斯图里亚斯，1980：122）甚至形

容来自他国的外交官出访他们国家就像是置身于法兰西第一帝国。这种夸张的笔法看似

赞扬总统的无上美德和丰功伟绩，实际上与下文人民的疾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讽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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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十足。这也体现了考迪罗主义的一大特点——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粉饰自己。以各种

理由冠以威名，极力营造个人迷信，树立个人权威，巩固既得权力，并欲流芳百世。

在枪击案后，安赫尔同官员离开总统府，同行的最高法院院长像极了“动画片里的

耗子”，瘦得皮包骨头，活像个古代的圣徒。（阿斯图里亚斯，1980：128）作者夸大

院长瘦弱的形象，以耗子来比喻，与其大肆挪用公款的行为相呼应，不仅外形猥琐，品

行也很低劣。作者写监狱录事苍白的脸看上去像一张白色“吸墨纸”，沾满了斑斑点点

的墨迹。我们经常会形容一个人就像一张白纸，他做的事会记录在这张白纸上。（阿斯

图里亚斯，1980：146）而这个录事的纸上沾满了斑斑点点，说明在他笔下有无数冤魂，

桩桩冤案都印在他脸上。这些总统的鹰犬也是考迪罗统治下集权主义的体现。政府官员

不主持公平正义，不履行公职人员的义务，而是以权谋私，阿谀奉承，踩着别人的肩膀

往上爬，剥削底层人民，行为准则完全是利益关系（Wehr，2016：207）。	

虽然作品中对总统形象的描写只有寥寥数笔，但是总统这一人物形象似乎是无所不

能的。他可以与沙沙作响的树叶交流，甚至有读心术，任何人的心思都逃不过他。这些

看似脱离客观现实的夸张描写却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生存背景，统治者的无所不能

体现了美洲人对古老神秘力量的崇拜与敬畏。

3.3  超现实的虚幻梦境

超现实主义文学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和关于梦的解析为依据，认为梦境是潜

意识最重要的反映。阿斯图里亚斯模糊了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分离，使其成为小说中最

突出的主题之一。通过频繁使用比喻，作者将梦境与现实巧妙地融合起来，自然而然

地产生一种可怕又恐怖的氛围。总统利用这种恐惧，设法获得了他人自愿或非自愿的

支持，从而得以履行职责。小说中出现的种种梦境将读者引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第三章“佩莱莱的逃亡”中多次将梦境与现实融合在一起，令人分不清虚实：

“整个世界像在哈哈镜里一样，改变了形状，一切都是奇形怪状，变化莫测”“把一

切都踩在脚下，从一座火山跳到另一座火山，从一个星球跳到另一个星球，从这个天

空跳到另一个天空，似睡非醒，周围全是嘴巴，有大的，有小的，有牙齿的，有嘴唇

的，双嘴唇的……”（阿斯图里亚斯，1980：21-22）接连不断的梦境与现实结合起来，

形象地描写出佩莱莱逃亡途中身体上深受病痛的折磨，心理上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在逃跑中，他梦见躺在妈妈的怀抱中，妈妈像吸墨一样把他腿上的伤痛吸掉了，并抚

慰他的伤口，抚摸他的脸，一片安宁的氛围。这些梦境的描写反映出佩莱莱的身体和

心灵极度痛苦，其渴望母爱的关心和温暖。小说中烘托和象征人物命运的梦境的描写

既是现实的避难所又与现实相呼应。在考迪罗统治下的拉美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生活

方式就是浑浑噩噩，日常中受尽凌辱，充满恐怖、血腥和污秽的场景，没有光明。

3.4  富有想象力的描写

小说中不乏作者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手法，他多处运用比喻、拟人等方式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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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八章中描写响起枪声后“广场上的树木把手指扳得格格作响，为着不能利用风

或电话线把刚才发生的事传出去而深感苦恼。一条条的马路都从街口探出头来打听出事

的地点”（阿斯图里亚斯，1980：63）。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体现出枪响后人民的畏惧

和好奇，同时反映出考迪罗主义下到处是统治者的眼线，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人

民没有任何的隐私，每个人的生死都在总统的掌握中。

第十八章中描写了卡米拉与安赫尔在胡安叔叔家吃了闭门羹后公关花园和私人庭院

里的景色：“玫瑰花已从睡梦中苏醒，教堂里想起了钟声，仿佛在向上帝叩问早安，肉

铺里传来了斧肉的斧声，公鸡又开始引吭高唱，还扑动着翅膀，好像在打拍子，面包房

里新出炉的面包一个接一个地滚进大盆。”（阿斯图里亚斯，1980：168）美妙的景色

与卡米拉此时无助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更突出她走投无路的悲凉。在专制统治下，

即使是至亲，也不会同情和帮助你，人们之间只有利益关系。

小说中也不乏诗情画意的插笔，如卡米拉去海边“眯起眼睛眺望大海，一切都在运

动，景色像图画一样，翻滚着，卷起层层的浪花，瞬息之间千变万化”。（阿斯图里亚

斯，1980：101）这样诗情画意的描写极具想象力，犹如紧张、沉闷的交响乐中的抒情

片段，给小说增添了一些暖色调，使原本紧促的阅读节奏得到舒缓，变得张弛有度，也

体现出在考迪罗统治下，只有远离城市才有自由，才有希望。

4  结  论

随着 20 世纪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高潮迭起，拉丁美洲人民思想开始觉醒，他们渴望

摆脱被奴役的命运。然而、拉美各国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之后，军人领袖——考迪罗

窃取了独立革命的果实，通过政变或血腥镇压统治了人民。在这样阴森恐怖的政治氛围

下，拉美人民再一次陷入黑暗。此时涌现了一批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针

砭现实，迫切希望找到适合拉美各国的出路。他们试图用文学手段来反映拉美的真实历

史，并希望能干预历史。于是，涌现出众多描写拉美现实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反独裁

小说。这些反独裁小说不仅在规模上令人唏嘘，在艺术手法上也造诣极高。作家使用新

颖的结构、夸张的比喻，大胆地揭露国家高层内幕，批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拉美地区

的民主自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

《总统先生》就是拉美反独裁小说的经典之作，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拉美独裁者普

遍个性特点的总统形象，意在揭示考迪罗主义专制制度的残暴和罪恶，反映底层人民的

悲惨命运与渴望自由民主的诉求。文中无处不在又无所不能的“总统先生”躲在暗处谋

划着他的一桩桩“妙计”，高官亲信抛头露面为其效力，一个个跳梁小丑般的配角粉墨

登场，用他们的悲惨命运来烘托这个“主人公”的神秘莫测、残暴毒辣、奸诈虚伪。小

说的写作手法令人称奇，阿斯图里亚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借鉴欧洲超现实主义的表现

手法，融合拉美人自己的古老神话传说来描写拉美土地上神奇的现实，为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总统先生》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打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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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界限，通过梦境的描写和夸张的比喻，呈现出一个人鬼神共存的神奇世界，这也是拉

美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监狱草菅人命，妓院给人关怀；人只有在梦境中才能自

由；城市阴森恐怖，乡村美好静谧；只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畅所欲言……这些噩梦与

美梦、虚幻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种种情节将读者带到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作者运

用大胆夸张的写作手法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通过“魔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反映拉美大陆特有的“考迪罗主义”—

领袖崇拜的政治文化，使热情未泯、理性犹在的人们重新发现拉丁美洲，关注它的历史

和根源，找出一条帮助拉美人民摆脱独裁统治，实现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读者研读这

类文学作品不但能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而且有助于培养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和理解他国历

史、政治、经济的能力，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拉美作家这种文学寻根的创举也

让我们深受启发，为当代中国文学蓬勃发展提供了借鉴，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些

思路。要想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需要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展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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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工具融合下“三维”混合式
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1

◎陈  霞

1  问题的提出

2018 年 8 月，教育部提出“淘汰‘水课’，打造‘金课’”，以“两性一度（高阶

性、创新性与挑战度）”为指导，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其中，金课的“创新性”要求

做到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的先进性和学习结果的探究性和个性化（吴

岩，2018）。2020 年 6 月，吴岩司长在全国高教处长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以“学

习革命”推进“质量革命”，以“课程目标达成度、社会需求适应度、技术条件支撑度、

质保运行有效度和学生学习满意度”作为检验课程效果的标准。在新的“互联网+教学”

的信息化教育背景下，以学生为中心，需要克服纯“技术崇拜”的思维误区，通过有效

的教学设计，确保学生的主动学习者和自主建构者的角色定位（李志义，	2018）。近年

来，MOOC 应用实现了大范围的优质资源共享，推动跨校、跨区域在线学习、翻转课堂、

线上和线下混合式学习等共享与应用模式不断涌现（Kaplan	&	Haenlein，2016；赵磊磊

等，2014）。新科技、互联网、智能化、信息化延伸出来的各种信息技术工具不断改变

并重塑着现代教育形态，从根本上促进了新型教学形态和模式的转变，也同时推动着学

习方式的变革。信息技术工具是支持、指引、扩充学习者思维过程的心智模式与设备。

技术的真正作用在于冲淡学习者建构认知的负担，拓展学习者建构知识的能力，通过使

用技术工具发展高阶思维能力。为了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在知识创造学习形态日益凸

显的时代背景下，教师更需要借助智能化信息技术工具，注重师生在交互中生成知识、

进而引发知识迁移和知识创造的新形态教学（Daniel	&	Poole，2009）。

为此，笔者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对标“金课”要求对课

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认真探索如何真正将课程建设回归“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本

位，如何做足“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信息技术工具对于“金课”课程内涵的价值赋能，

1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9 年浙江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高级英语视听说”，浙江省教育科

学规划 2019 年度研究课题“基于 MOOC 与 SPOC 多平台联动的“智慧共生”学习生态体系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 2019SCG355) 和 2018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高级英语视听说”

示范课程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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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面向学生知识生成与创造的新型混合教学模式，从“学习革命”推向“质量革命”。

本文在活动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基于“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教学实践实

证研究、教学数据分析和调查问卷，研究归纳信息技术工具在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过程中的价值赋能路径，探索指向深度学习的“三维”建构性混合式教学模式。

2  相关研究现状

2.1  深度学习的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 Ference	Marton 和 Roger	Saljo 在 1976 年发表的《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

过程》首次提出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理论，随后通过其他学者对深度学习和浅

层学习的相关理论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习理念。进入 21 世纪，由计算

机和互联网技术引发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教学领域的深度变革，也促使教与学

的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新的理论思潮与实践。Biggs、Entwistle 和 Ramsden	(Thomas	

&Nelson,	2005) 认为深度学习主要是学习者能够主动建构学习的资源，有适合自身的学习

策略，会整合资源、主动沟通、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能够真正掌握学习的精髓。

伴随着 MOOC、SPOC 和微课的出现，混合学习、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都逐渐发展成为当

下渐成一定影响力的新型学习方式。	这些借助新型信息技术工具的学习模式在促进深度

学习上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了新世纪关于深度学习理论的新型研究命题。

国内学者何玲和黎加厚教授（2005）对深度学习给出了概括性的定义，认为深度学

习侧重批判性的学习新知识，强调新知识的“整合”、“迁移”和新旧其与旧知识的“融

合入”，促进学生知识的建构，从而能够具备从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杜鹃等（2013）

认为对于学习者而言，信息技术是智能伴侣，是帮助其真正有效的突破时空限制的知识

建构工具。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09）

也对学生深度学习的核心能力设计了测量上的具体要求。美国卓越教育联盟（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	2017）提出应当关注学生最核心的深层学习能力，即学生在理解知

识、应用知识与解决问题、媒体沟通和同伴合作，以及自我反思能力等。

学者王永花（2013）以“准备深度学习”、“新旧知识整合”、“精细加工”和“评

价”四个方面为主线，设计了完整的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混合学习框架，并开展了实证

研究，指出基于课程目标的导向、营造积极的混合学习环境、促进学习者的自我反思和

开展学习者的差异化教学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途径。这一研究有效探索了在混合学习

教学模式下的深度学习教学策略与实际效果，为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在线教学平台的有

机融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

综上可见，进入 21 世纪，对于学习的理论基本回归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质，学

者们从学习的目标、动机、态度以及学习者与知识、自我和环境等视角，强调了学习的

认知、社会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和整体建构。对于教师而言，在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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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应该相应的提供“脚手架”，并积极创造真实情境下的学习任务，推动学生的

学习知识迁移和外化，高度关注学习者的自我反思和元认知能力发展。深度学习（Deeper	

Learning）是以创新方式向学生传递丰富的学习内容，并做到学以致用。

2.2  信息技术工具的赋能探索

Jonassen	(1999) 认为信息技术具备效能工具，获取信息工具、认知工具、情境工具、

交流工具和评价工具等角色。这些工具通过其各自的功能特点对深度学习的不同维度可

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广义而言，伴随云平台、网络学习工具、大数据、各类学习

APP 等先进技术的发展，通过信息技术工具可以促进学生指向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深层

次学习、知识建构、迁移及问题解决，从而帮助其通过信息技术构建终身学习理念，帮

助学生充实解决复杂问题所需要的核心知识，提升元认知的发展（余胜泉 ,	2012）。唐

烨伟等（2014）认为，各类信息技术工具在与教学的不同融合过程中，发生了平移性应

用、整合性针对性应用、学习方式方法变革型应用以及智慧型应用的变迁过程，并对信

息技术下的智慧课堂构建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范福兰等（2015）设计了信息化环境

下以评价为导向，并融合了教学方法与技术工具融合的信息化教学模型，并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其对学生参与度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推动性。陈蓓蕾等（2019）从交互的视角

探索了各类信息技术工具支持下的交互策略，以实证的视角发现技术支持下的教学交互

策略可以有效提升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韦怡彤等（2019）以协同知识建构模式为焦

点，探讨了混合式学习环境下深度学习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发现该模式下学生学习动

机获得提升，在深度学习的认知、人际和个人领域的效果上也有很大的改善。

上述研究从信息技术工具与教学的融合变迁、评价导向下的深度学习、深度教学交

互以及协同知识建构等视角，探讨了深度学习导向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及其实践，但大多

数研究多聚焦于混合教学模式中某个单向维度的问题展开探讨，尚未从多视角、立体化

和生态化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侧重于探讨深度学习导向下，从多维度视

角全面考察如何使信息技术工具支撑下的混合式学习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更多的内涵，

将教学方式变革、促学评价导向、师生、生生互动与知识协同建构等有机融为一体，从

而在混合式金课建设中融入更多创新性设计，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2.3  基于活动理论的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工具的契合点

活动理论 (Activity	theory) 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理论（socialcultural	 theory,SCT) 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张个体学习与发展过程是社会活动，活动会“影响并接受社会、文化和历史

宏观结构的影响”（Johnson，2009:77, 转引自 Swain,	et	al.	2018)。这种“影响”主要依靠

“中介”这个关键机制影响（Engeström，1987,2007, 转引同上）。Engeström(1987)	将主

体、客体（目标）、中介工具、规则、共同体、劳动分工、成果等要素纳入活动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中介工具包括将客体转化为结果的过程中所有物质和心理工具。从社会

文化理论的活动理论视角而言，信息技术工具可以作为其中促进客体的学习者实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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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的中介工具之一 , 通过教师的支架作用、课前课后的自主学习平台、信息技术工

具支撑的过程性、大数据的精准诊断测评、认知诊断性测评等多维度个性化学业评价等

方式，帮助学生感知、体验、理解和应用知识 , 在情景中积累课程经验 ,	发展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达成培养高阶思维和深度学习的教学目标。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工具具有

一定的契合性是本文开展研究的理据基础。深度学习强调高阶思维能力的养成，而借力

于智能化的教学技术手段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提供精准化的科学评价和学情分析，促

进学习反思。

3  深度学习导向下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的混合式
线上线下“金课”设计模式

本文以深度学习为导向，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的价值赋能特点，通过多轮教学实践，

逐步构建了基于“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的“三维”混合式“金课”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深度学习导向下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的“三维”混合式教学模式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整个“三维”混合教学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在各个教学环

节侧重对深度学习方法的探索和实践，将知识、能力和素养贯穿于整个教学流程中。但

最为重要的是，在本模式中添加了价值观的核心引导作用，在整个课程中融合知识传授

与课程思政的内容。教育部2020年 5月最新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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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了价值塑造是育人任务的第一要务，这其中主要就包括爱国情怀，向上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等。这一维度的“混合”环节中，融合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理念，依托紧贴

时代热点、关注社会民生的主题，开展情景化和思辨性的课堂活动。在多个信息技术工

具的有机融合下，高效完成知识建构和价值观的培养任务。课程第二个基本维度是线上

课程与线下课程的深度融合，这一个过程涉及教师对教学流程从顶层设计开始进行系统

全面的重构：课前传授的重点是课程的知识点，课堂活动的核心是依托多元信息技术工

具提供的思维赋能设计具有创新性、高阶性和挑战度的教学活动，课后的环节侧重于教

学评价大数据教学反馈和深度学习高阶思维能力的养成，推动展开下一个知识单元的高

效学习。课程第三个维度依据教学目标和评价的需求，将信息技术工具与深度学习目标

达成需求进行契合性设计。通过大数据精准化的过程性管理，对学习者个体开展“因材

施教”，从知识、素养、能力和价值观等多层面给出更为科学的学习诊断，促进学生的

深度学习，实现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

3.1  信息技术工具支撑下的教师先行引导

在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设计中，教师需要融合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理念确定教学

目标，并在布置学习任务时协助学生树立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设定分层次的自主学习任

务，以便学生逐步通过教师的“支架式”协助，走向知识内化和知识创造，最终形成深

度学习习惯，具有高阶思维能力。在这个阶段中，学生应该逐步具有对知识和信息的独

立分析和建构意识，通过人机交互功能，以微视频学习、配套 PPT 和其他补充资料的扩

展阅读或视听训练，实现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的信息获取和新知识的整合再造。通过线上

学生学习共同体，形成自主探讨的学习氛围和习惯，如云班课的“轻直播”或“头脑风

暴”等功能，MOOC 平台的视频学习与前测功能就能提供学情反馈，为师生开展课堂教

学提供科学诊断依据等。在这个环节，教师必须提前设计好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并相

应配套活动的评价量规细则，学生可以比照不足，开展自主评价，将不能消化的内容或

疑问带入课堂进行共同探讨，并最终解决问题。

3.2  信息技术工具支撑下的知识内化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人的认知活动依据一定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下多种物理或

心理功能的调节（Johnson	2009:77, 转引自 Merrill	Swain,	et	al.	2018)。建构主义理论认

为，知识的习得主要是通过学生主动学习，将知识进行新的建构形成的。而进入当下的

信息化技术时代，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对各种信息需要进行提取、理解、分析后，

与自身先前经验整合并生成新的知识。本次开展的“三维”混合式教学实践，通过相对

固定的学生学习共同体，依托主题化、情景化和思辨化的课堂任务，展开协同知识建构

活动，并设定学习共同体，依据教师提前设置的活动规则和评价量规，开展各项活动的

劳动分工。这其中既有组内知识建构的过程，完成教师布置的特定学习任务，也有组间

知识建构的过程，通过组间对抗、论辩和小型研讨会的模式，输出各小组新建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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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开展同伴学习，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上述活动的展开，均可以依托与信息技术

工具的“头脑风暴”、“小组活动”等技术模块进行呈现，并通过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

结合的方式，圆满完成整个活动链的任务。

3.3  信息技术工具支撑下的巩固提升

深度交互下的交流互动与评价反馈是完成深度学习的重要步骤。对于知识的建构和

交互影响，更重要的是互动交流。对于习惯与社交媒体的新生代学习者而言，线上的交

流互动思维能更为开阔，动机更强，并能将课堂话题和习得的知识在延伸探讨中得到内

化和迁移，为深度学习创设良好的情境平台。评价反馈是所有学习环节中都需要贯穿始

终的内容。评价的导向需要和教学目标高度契合，因此评价的内容和层次，和深度学习

各个维度的内容进行了对标设计。这里的深度学习主要包含批判性理解、对信息的检索

和整合能力、知识建构能力和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这五个基本考量

要素。这些能力的最终形成，需要突破对信息技术工具“知识呈现”“创设情境”和“提

供示范”的低水平利用，发展高阶思维能力所需的“整合、批判、迁移、建构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这个混合维度，信息技术工具尤其应该起到合理的评价手段作用，以上

述深度思维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为考核的一级量规，并进一步细化，结合到具体课程教学

任务中，对学生个体进行科学的诊断性评价，能够开展更加全面化、体现全人式的导向

和培养。各个细化的量规正是活动理论中涉及的规则理念，通过对学生学习共同体和协

作式小组活动的劳动分功，实现主客体之间学习成果的呈现，培养学生具备人工智能时

代所需的信息素养，具备终身学习理念和深层交互的思维技能。

基于活动理论的“三维”混合教学模型也可以具化为以下的系统结构（见图 2）。

本文将进一步在教学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探索新型教学模型对于学生学习成效的促进作

用，并观察反思该教学实践学生端的接受反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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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活动理论的“三维”混合教学模型系统结构

4  深度学习导向下基于认知技术工具的“三维”
混合式“金课”实践应用

目前“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 MOOC 已经在智慧树平台上线，并进行了两个学期

的教学实践。在此基础上，结合线下课程，开展了“三维”混合式教学实践。

4.1  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旨在探讨两个问题：

1）“三维”混合教学模式是否能真正有效提高本课程指向的英语专业技能水平？

2）对于本次“三维”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总体满意度如何 ?	在知识习得、情感

投入、信息技术工具使用能力和高阶思维的自我达成度等层面 , 学生是否都能给与积极

的评价？

4.2  研究对象与工具

本混合教学实践选定笔者在英语专业大三年级所教授的 4 个平行班展开了教学实证

研究，其中两个班级为实验班 , 另两个班级为控制班。两个对照组班级的学生人数在 65

人上下，都来自大二开展专业方向选择后的新班级。学生都已经参加过英语专业四级考

试（因专四成绩一般在大三第一学期开始后的九月底公布，因此第一学期的教学实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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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少了两个教学周时间）。由于英语专业四级水平考试与本课程教学有着紧密的关

系，本次前后测成绩依托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进行。

4.3  “三维”混合式实验教学具体实践

在教学内容上，本次实验的对照组均采用同一个教材，课时相同，任课教师相同，

所不同的是，控制班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没有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三维”教学

方式，专业技能训练仅局限与对教材内容的讲深讲透，而实验班同学，则采用了本文所

提出的“三维”混合教学实践模式，以下内容选取某个单元授课内容为例，说明实验班

的教学改革内容。

4.3.1  单元教学主要内容分析

案例分析中的课文单元内容是基于 CBS 电台“60	MINUTES”的一则访谈节目，主

持人通过对两位北极地区常驻权威科学家的访谈，展示了北极熊的生存现状，向观众介

绍了北极地区目前面临全球变暖带来的严峻形势，并隐含了政府（美国政府）的不作为

将可能对环境进一步恶化带来的影响。课文访谈内容中存在两位权威科学家之间的隐

性观点交锋，即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还是自然发展不可逆的。采访者态度中立，但这正

是一个可以有助于教师深度挖掘的契机，拓展话题宽度、深度和广度，组织课堂组间辩

论、自由讨论等的高阶思维活动，以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形式探讨真正科学的答案。

4.3.2  学习者学情分析

	“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授课伊始，笔者发现学生对于课堂教学内容的把握依然

停留在记忆字词句的语言浅层次学习维度，没有能够更好的从宏观语篇和思想内涵等角

度深度挖掘文章的主旨和结构逻辑，对于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排斥和害怕

心理，无法有效的进入需要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高年级学习模式。由此可见，采用何种更

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并能导向深度学习的新型混合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4.3.3  学习目标设定

在思政和价值素养层面上，本单元旨在引导学生思辨性的认知全球变暖原因的科

学论据，并在延伸探讨中通过分析西方部分媒体对中国环境的偏颇性报道，培养“中国

心”情怀，深入了解中国政府基于科学事实和合理规划，大力推动环境整治的“中国故

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依据国际话语传播方式进行“美丽中国”的故事建构；在语

言能力上，旨在提升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语言的听说互动协同能力，能有效参与话题的

纵深探讨内容中。在案例单元的学习中，做到识记全球气候变暖话题中英文核心高阶词

汇和语言表达，能重述、归纳、比较性的把握全球变暖话题的相关问题；在思维能力层

面，经过课程的系列活动设计，要求学生能鉴别逻辑论证中证据的可信度，深度把握环

境政策取向和各国舆论对于全球变暖原因背后的政治经济博弈因素，能收集、分析和整

合信源可靠的素材应用到英语口语表述和辩论中；在信息技术工具使用层面，学生能有

效的利用平台学习内容，做到对于各个平台课前课后的连贯性、协同性使用，积极参与

认知性和实践性活动，并在技术支撑和合理的评价导向下，提升学习动机，学会使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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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工具参与信息搜索、信息编辑和解决真实社会问题的能力。

4.3.4  教学过程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传统课堂（lecture-based	 learning）内容进行碎片化、

模块化、系统化重组，并依据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中对

于语言基本功、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核心要求，按照“（1）常见逻辑思维方法论；

（2）	基于逻辑方法的热点主题深度拓展探讨；（3）基于本单元逻辑方法的高阶听说

能力训练”的思维进路开展教学。MOOC 单元设计既依托字词句段、从下而上的技能式

教学形式，又关注从上到下，即从语篇逻辑到语言本体的方式，依托逻辑知识体系，对

“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进行知识结构的解构与重构，侧重从人文情感的课程思政角度

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借助信息技术工具使用的便捷性，拓展学习空间，带动学生

对学习内容进行纵深探索和发现。

课堂活动内容通过线上主题的听后续说，设计主题、素养和价值三维度的课堂论

辩、情景讨论和头脑风暴等教学方式，促进同伴互动协同交流；采用 BOPPOS 教学法、

TBL 教学法或沉浸式案例分析教学法，借助云班 APP 提升课堂现场的互动，引导学生

实现知识实质的内化、迁移和应用。在课堂提升性训练后，教师要求学生再次回到线上

平台论坛讨论中，总结归纳课堂学习内容，依托教学反馈的内容反思自身学习状态，促

进其知识的社会建构与协作学习，帮助学习者在输入、输出、反馈这个持续的良性循环

中，不断接近语言习得的理想状态。

以本文提及的案例分析单元为例，教学流程的设计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展开（如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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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维”混合教学单元案例设计流程示范

教学评价依托多个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全方位的学情数据统计：如通过 MOOC 平台

的过程性学习管理数据，教师可以观测到学生整体月度学习登录状况和期末学习报告

等，从教学的多向维度获得宏观运行的情况以及学生个体的学习效果等（示例见图 4）；

也可以利用如云班课等课堂互动 APP 获得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学情数据统计（见图 5），

这为教师整体性把握教学进展情况提供了科学且全方位的大数据诊断依据，以便做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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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教学设计。

图 4：学生智慧树 MOOC 平台学习情况月度统计表

		

图 5  云班课学生个体学习情况诊断性反馈统计表

4.4  数据分析与讨论

4.4.1  前后测配对样本成绩 T 检验与分析

经过近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在进行“三维”混合式教学改革之前分别对实验班与

控制班进行了前测，前测取决于信度和效度较高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因英语专业

四级考试为专业水平测试，具有一定的淘汰性，因此相对平均分数较低）。由于大三新

组班由系统随机按照平行班的原则形成，因此设定两个对照组的前测成绩无显著差异。

后测成绩取决于经过课程组团队严格按照历年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的试卷进行测试，

保持前后测的一致性。本次实验对前后测成绩包含均值、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同时包

括独立样本 T 检验等推断性统计，最后将实验前后测所得的学生成绩通过 SPSS(22.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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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判断两个对照组前后课程指向的专业技能水平是否发生

显著变化，进而验证本次“三维”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证教学效果。同时应用调查问卷

法，进一步了解实验班学生对于新型教学模式的接受度反馈效果。

表 1  实验班与控制班在“三维”混合教学实践前测中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统计表

班级 人数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众数 方差 标准差

实验班 64 52.3741 80 42 63 98.5763 12.03187

控制班 66 50.6832 78 33 61 167.1840 10.56803

表 2  实验班与控制班在“三维”混合教学实践后测中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统计表

班级 人数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众数 方差 标准差

实验班 64 63.2540 83 50 66 93.67321 8.45210

控制板 66 52.4700 77 36 57 190.8906 14.45765

对表一和表二的数据进行计算，我们可以发现经过近两个学期的“三维”混合

教学实践，实验班学生在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的平均成绩比控制板高出（计算方法为

（63.2540-52.3741）-（54.6832-50.4700）=10.8799-4.2132=6.6667，这说明实验班比

控制班平均成绩（依据专业四级考试）高出了 6 分。这个分数的意义代表什么，还需要

进一步依据实验班和控制班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实验班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Paired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Std.									Std.		Error								Difference

Mean			Deviation			Mean															Lower							Upper

				Sig.

t									df									(2-tailed)

Pair	Pre-Post -7.1265		2.56321			.28400													-6.968						-5.4385 -19.614			28											.000*

*p<0.05

表 4  控制班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Paired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Std.										Std.		Error						Difference

Mean			Deviation			Mean														Lower							Upper

				Sig.

t									df									(2-tailed)

Pair	Pre-Post -2.3215		3.4632			.4156													-2.1953						-3.5676 -3.786				29										.05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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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实验班的 t 值为 -19.614，	P=0.000<0.05,	从而说明实验班的前

后测成绩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4 可以看出，控制班的	t 值为 -3.786，	P=0.051>0.05, 这

可以看出控制班的前后测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3、表 4 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实验

班实行“三维”混合教学改革的实践，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4.4.2  问卷调查情况分析

对于本次教学实践中指向的其他维度，单纯的专业四级考试成绩还不能完全说明。

为此，开展完两个学期教学周期的“三维”混合教学实践后，教师随后使用问卷星工具

开展了针对学生整体教学满意度的调查问卷（以下选取问卷核心内容进行展示，数据包

含非本次对照组的学生，但都实行了“三维”混合教学模式）。

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实验班学生对“三维”混合教学实践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见

图 6），满意度总体达到 80.47%，虽然有 19.53% 的学生感受一般，但没有出现不满意

的情况。说明教学实践的总体运行比较成功。

图 6  “三维”混合教学实践教学满意度调查

在知识习得的成果收获和共同体组建效果的反馈上，学生也普遍给出了较高的

评价，对于混合教学中开展的组内团队合作与组间团队对抗活动满意度最高，达到

73.96%。同时，经过混合教学后，对于运用英语综合能力、高阶思维和开展自主学习能

力提升，学生也较为认可，分别为 68.05% 和 69.82%。相对而言，对于可以熟练运用英

语表达传递观点、自主制定学习计划、开展逻辑思维活动和进行反思和自我改善活动方

面的技能和思维能力上，基本给出了中等偏上的评价，但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同学在语

言技能、思维训练和自主学习能力上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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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三维”混合教学学习成效问卷结果

对于行动投入和情感意愿上，本次教学实践的满意度见图 8。在行为投入上，促进

深度学习和信息技术融合的教学，需要训练学生真正从实际行动上学会具体的技能，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终身学习理念和信息素养。从图中可见，学生基本上配合度都达

到了 70% 甚至 80% 以上，说明教学改革实践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图 8  “三维”混合教学中学生行为投入自我评价

在深度学习的高阶思维能力训练与信息技术工具融合的层面（见图 9），69.82% 的

学生认为自己对于“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的高阶语言思维和技能有收获感，66.27%

的学生则肯定了自己能够较好的融合移动学习的信息化技术，具备了 21 世纪学生的信

息素养和深度学习能力。

图 9  “三维”混合教学中学生对深度思维能力和信息技术工具使用能力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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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反思与建议

在开展相关的教学实证研究与调查问卷后，教师通过研读相关文献研究，并结合自

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以下的观察与反思。

1. 深度学习思维能力呈现需要进一步细化量规，并要综合发挥各中介工具的联动作

用，这其中包括作为外在物理条件的信息技术工具、社会关系中的师生互动层面、心理

条件下的深度参与和活动设计中的深度学习思维训练等，从而实现深度学习与课堂教学

的融合。实验班学生前后测的显著差异，说明学生对于高阶思维能力与专业课程技能提

升相结合的维度效果反馈较好，同时问卷调查中英语综合能力与高阶思维提升、开展自

主学习能力分别为 68.05% 和 69.82%。对于可以熟练运用英语表达传递观点、自主制定

学习计划、开展逻辑思维活动和进行反思和自我改善活动方面的技能，基本处于中等略

偏上的评价（大部分满意度在 60% 左右，基本能超过半数），但也可以看出有不少学

生对于深度学习的效果呈现理解并未到位，基于信息技术工具呈现的多模态资源并未能

直接帮助学生形成自身内化的知识，因此，教师可以尝试在以下几个角度进一步加以改

进（1）充分借助社会关系中的师生互动性，同时在视听形象化的多模态呈现与高阶思

维能力的最终培养之间，介入好教师的“支架”中介作用，调动学生参与和自己的生活

经历有共鸣性的社会热点话题 , 积极将客体转化为成果；（2）在活动设计上，要加强

对深度交互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 ,	这里既需要依托信息技术工具达成教学内容

表达的视觉化、便捷化和形象化，也需要教师帮助学生在当下海量的信息和视听盛宴下

提升深度思考的能力，而不至于迷失在各类信息的话术操纵中，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缺乏独立的批判性思考；（3）在客体设计中，教师应该基于“数字原住民”一代人的

泛在学习特点 , 做好多维度混合教学的协同构建，着重渗透思政元素，帮助学生做好对

“后真相”时代新媒体特点的深度挖掘和把握 , 引导学生了解西方媒体报导对“中国故

事”的叙事框架特点、意识形态倾向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学

习能动性，产生积极的促学成果，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大局观和人生观。

2.	处理好作为外在物理条件的信息技术工具与学生的认知技能负荷之间的平衡关

系，是深度学习和信息技术工具融合的重要考量点。作为本次“三维”混合教学的外在

物理条件，信息技术工具本质上是第二性的，教学主体（师生）和客体（三个维度的混

合教学）才是整个教学环节的核心内容。从学生对信息技术工具接受度（66.27%）的

数值来看，以及学生在调查问卷的自由留言中，发现部分学生对于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

仍存在一定的困难，部分学生认为多元平台的使用也造成了额外的学习负担，这种认知

和技能负荷是否真正超过学生能力，如何化解这种负荷问题是教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

要议题。因此，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也需要考量以下几个问题：（1）各类信息技术工

具是否能真正促进深度学习，呈现“两性一度”的成果，取决于其中的“客体”，即在

“三维”混合教学实践中师生、生生线上线下的互动内容设计是否能渗透这些理念，并

在教学活动中落地执行；（2）课程设计需要在顶层上突破“技术依赖”和“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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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融合的系统性和拓展性进行思考，在教学方式上尽可能多

利用师生学习共同体和生生学习共同体的协同构建，包括有效促进学生协作学习的活

动，支持其开展有意义的社会性建构，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探索和发现，发展创新和

实践能力。

3. 规则中评价量规的制定和教学原则导向在整个“三维”混合式教学实践中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并能较好的引导学生将基于信息技术工具的赋能价值内化为深度学习

能力。学生对于促学评价的反馈满意度近 74%，可以看出混合教学模式下在规则上具化

的评价量规起到了积极的导学作用，学生在调查问卷中也留言说明，“很多老师制定的

作业量规，让我知道了如何较好的完成课前课后的学习任务，在细节处理上也更加用

心”。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工具的融合，不等同于简单的使用了信息技术工具，否则就

构成了对教学现代化内涵的一种误读，因为实际上“一门‘水课’也可用现代信息技术

打造的非常光鲜 ( 蔡基刚 ,	2018）。为此，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重视以下几点：（1）

整个教学的主体仍然是教师和学生，而不是弱化教师的角色。在智能化时代以“学生为

中心”，教师仍然具有“主导”地位，其角色不是“隐退”，在知识导入上也不是“静

态的”、“预设的”的传统学习资源状态（徐刘杰，余胜泉，郭瑞 ,	2018）；（2）在

规则设计上，教师通过设置具化的任务评价量规，及时总结基于各平台的学情大数据，

给出诊断性评价和详实的学情反馈，可以较好的起到深度学习导向的促学作用。另一

方面，混合教学模式通过 SPOC 平台的大数据采集仅仅是认知技术工具带来的评判性便

利，但不能代替教师在数据采集前的多维度评价设计框架和采集后的深度分析与持续反

馈作用。因为后者才是真正推动学生学习朝向高阶思维发展，实现深度学习目标的关键

因素。Jonassen（1999）认为高阶思维能力主要包含基本思维、批判性思维及创造性思

维三大能力。学习者使用这些信息技术工具和评价量规，只有结合了从教师端接收的评

价信息、分析信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反馈信息，才能有助于学生在各项学习任务中推

动新知识的产生，展现深度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5  结语

本次“三维”混合教学实践基于活动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从在线授课与课堂教学

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以及深度学习导向与多元信息技术工具应用兼

容等角度，对“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教学中主体、客体、中介、规则、劳动分工

与成果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从教学实践的成绩数据和调查问

卷来看，在“互联网 +”背景下今后的教学实践需要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推动学生

的知识创造，探索个性化学习实践路径上，继续进行探索和变革。本文既思考了信息技

术工具在与现代教学课程融合的特点，也不断批判性的反思信息技术工具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有的价值赋能及其局限性，如技术可以呈现知识表征形式、表达不同观点、拓展看

问题的视角、促进学习者思维模式的发展等，从而培养学生深层次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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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无法代替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根本性特点。因此，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内

涵建设的有效路径，需要教师以教育部“两性一度”的指导原则，从教学目标、内容和

评价等多维度的层面，对课程进行深度重构，创新学习为本（learning-based) 的知识传

递，强化线上线下学习师生和生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和高效联通，支持个体在持续交流过

程中的知识转化，实现从技术到人本的转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价

值理性，也才能真正探索出适合于混合式线上线下一流“金课”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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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华

1  引  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为深入贯彻会

议精神，中共教育部党组提出将 2017 年定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把思想政治

课建设作为检验大学落实会议精神成效的方法和依据。为此，教育工作者就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开展了积极探讨与思考。2017 年 1 月，上海市教委首次提出“课程思政”概念，

尝试将思政教育融入学校课程教学各环节，建构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树立

“全课程、全员育人理念”，从根本上改变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	“两张皮”的现象。（高

德毅、宗爱东，2017：43）这一创新思维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也给

各学科教学和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本文将在“课程思政”指导思想范畴内，对接国家和区域需求，坚持特色性、前瞻

性原则，围绕外语高校独特的思政教育价值，就如何构建外语院校课程思政体系展开思

考与尝试。

2  国内外思政改革探索

2.1  国外研究分析

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荣霞，2016：

35），与不同国家的道德教育有相同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了解、反思世界各国的德育历

史及现状，可以给我国高校课程思政带来新的视角和启示。

从古至今，西方道德教育经历了不同形式、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的德育，因社会的

发展变化产生了无数种德育形态。20 世纪初，为了适应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垄断资产

阶级的需要，杜威提出了“生活即教育”原则，主张实行开放的“大德育”。特别是二

战后 ,	道德教育力图吸收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研究成果，加以对其德育内容和方法补充应

用。比如，在日本，“学校的道德教育以通过学校的整个教育活动进行为原则”是文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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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内容之一。21 世纪开始，世界各国开展了德育与专业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比如，英

国学者 Miller	和 Shawver（2016）认为没能对高校学生进行伦理培训是产生会计行业诈骗

行为的主要原因；奥地利学者 Weinberger 和 Patry（2016）基于“价值观与知识一体化教

育模式”，提出应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整合知识学习与道德判断，从而促进各个科目的

道德目标实现；美国学者 Avci（2017）在研究各国的德育质量时，查找了从	2010	至	2015	

年间的	26	篇学术文章，分析了不同国家各个学科专业中德育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存

在的问题等，并提出了各国德育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教育者缺乏、教学资源有限、课程

结构不合理等，为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德育框架提供了参考。

虽然各国德育的内涵与教学方法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 但是对德育的共识是一致

的：道德教育是学校最主要的职责之一。从本质上讲，不同国家其实都在强调各自的

“课程思政”。

2.2  国内研究分析

中国的道德教育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是伴随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兴起的一种社会

历史现象。从春秋时期起，以孔孟的“仁”和“礼”为核心的道德体系统治中国封建社会

达两千余年，在客观上为个人、国家起到了一定的立德作用。近代社会也很重视德育。比

如，思想家龚自珍在德育方面提出“道问学”和“尊德行”两大主张，强调高尚德行是有

才之士最先要具备的条件之一。蔡元培在	1912 年提出了“五育”并举思想，指出公民道

德、世界观等五大教育的重要性，充分表达了人类与社会价值协同发展的教育思想。

20 世纪 90 年代，“德育课程”术语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领域，魏贤超教授在

《现代德育原理》中较早地提出了“大德育课程”概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德

育课程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除研究德育课程的理论问题外，不少学者将学术成果

与我国现行德育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2004 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思政教育工作的文件，各地也由此走上探索学校德育课程改革之路。近两

年来，上海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为方针，积极构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体系。其他地区各高校也积极探索，在课程思政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

的尝试。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向：①发挥课堂教育引领作用。从课程思

政的设计问题、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程的关系问题、评价问题等出发，建立思政课堂

显性教育与其他课堂隐性教育的同向同行工作机制。（高锡文，2017）②加强队伍建设。

充分组织教师积极参与，结合学科自身文化特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巧妙融入思政教育

元素，促进“课程思政”的全面建设。（余江涛等，2018）在实践上，上海各大学推出

一批“中国系列”精品课程，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卫生中国”、华东政法大学的

“法制中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人文中国”等一系列课程，在外语专业的“课程

思政”方面也有所突破，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在翻译课中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的思政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岩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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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课程思政研究的文献比较丰富，但在工作理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既缺乏严谨

的学术论证，也未形成完整的制度设计体系。（高德毅、宗爱东，2017）此外，尚未系统地

探讨特色院校和思政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在整体设计、路径与载体、效果评价等方面

的规范建设和制度支撑相对薄弱，导致教学改革动力不足。（高燕，2017：11）对于外语院

校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培养一批语言知识扎实、富有爱国情怀的外语人才是外语

学院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目前外语学院的人才培养仍然存在技能教授过多、价值观

念不足、国际化程度高、本地化程度不足的问题。（赵鸣歧，2017：43）从这个意义上讲，

把思想政治素质融入外语院校专业课程在外语院校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中至关重要。

3  外语院校课程思政构建

3.1  外语院校特点及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出了一

大批外语专业人才 ,	也提高了其他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领域的

需求。然而，外语院校的人才培养尚存在一些不足，部分大学生仅热衷所学语言国的习

俗文化等，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很陌生，甚至有一些学生不十分认同党的重大方针政

策，易受国外媒体反华报道的诱惑。（赵鸣歧，2017：4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的颁布进一步拓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使我们意识到肩负课程思政特色教学的重大任务和责任。站在

总体性战略的高度来看，要求外语教学拥有更有效的支撑能力，推动我国经济、教育、

文化等各领域的积极发展。多年来，我国的外语教学总是以应用性为方向，忽视了学生

的人文思想发展。实际上，我国的外语教学模式长期跟随外国的标准，从本质上没有关

注中西方语言教育目的的不同。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开展新的外语教学理念工作，通过

核心价值观、国内外文化等的对比方式，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外语课程思政要有中国所特有的教育理念，这将是一个改革德育教学的计划。

近年来，我国一些高校积极探索并尝试将外语教学与思政理论教育相结合。例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外时文选读》课程，一直努力发挥思政教育指引功能，改变课程

过度强调知识而忽视价值教育的局面。但是，在思政改革过程中外语教学仍处于摸索阶

段。如何深入开发外语思政教学资源，教师如何转变教学观念，如何开展思政评价等已

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王卉，2019：54）

3.2  课程思政改革的理论依据

3.2.1  课程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感性的人的活动”，指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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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同样，教育问题存在于人、

社会、教育构成的三维互动模型中，应以系统的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因此，思想政治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种课程协同发挥作用。外语学院所有专业科目都有其独特

的文化价值，可以成为实现思政价值的有效教学媒介，以此为指引在知识学习中展现新

作为。

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曾强调“无教学的教育”，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认为

应把德育与智育通过某种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郑永廷，2017：6）这种事物普遍联

系性和系统性特征使思政教育要求对其抛弃片面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透

视。因此，外语院校不但要形成思政教育的合力机制，实行各部门、各教师的联合作

战，而且要努力整合思政教育的基本要素，对应衔接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协调一致短

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系统的功能最优化，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

实效。

3.2.2  课程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形式。价值合乎理性是人“通过

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

的纯粹信仰”。（Weber，1968：251）这种观点从一个角度说明人们在实践中依靠工

具理性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

精神力量。课程思政化过程就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下追求教育的本质和育人的

目的。

外语课程作为语言科学知识的载体，承载着理论形态和认知过程。外语教学不仅是

语言基础能力的学习，更是学生接触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因而，在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和判断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别就显得特

别重要。具体来说，要使学生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以便

未来在国际舞台上能熟练地运用外语阐释国家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从以上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和马克思·韦伯“价值合乎理性”出发，针对

外语院校特点和现状，从以下方面对课程思政进行较全面的探索与研究。具体内容如图

1 所示。

 特色课程思政构建

 课程理论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

 外语院校特征

 实践探索

 思政教育目标

 日课程思政规划

 课程教学策略设计

 教材思政资源开发

 教师共同体的培养

 课程思政设计

 显性课程  思想政治课程

 隐性课程

 综合素养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外语第二课堂

 课程思政评估

图 1  外语院校特色课程思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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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语院校特色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4.1  思政教育目标

高校办学始终围绕“育人才、出人才”的奋斗目标，办出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实

现人才强国。外语高校经常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千差万别的教育对象、各种对抗

的思想观念、不同碰撞的思想文化等问题，为外语大学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

挑战。

除了在学校接受我国的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外，学生还将受到国际非主流舆

论和各种价值观的影响。这就要求高校课堂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而且要肩负塑造思想价值观的工作。各学科都承载着一定的精神塑造教育职能，应通过

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具有国家、社会的大德，树立价值观自信，确保高校立德树人根本

目标的实现。

4.2  课程思政规划 

4.2.1  课程教学策略设计

外语院校思政教学策略设计与规划必须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实现外语课程与思政教

育的有机结合。第一，课程选取应有所取舍。应该根据外语课程自身的成熟程度，多科

试点，逐步推开，形成外语院校特色。第二，建立“生成性”关系。在外语学习过程中

要利用思政教育材料资源，进行生成性加工，产生外语特色课程思政内容，是外语课程

思政设计的核心之处。因此，应立足外语学科的个性差异、特殊方法，灵活纳用思政知

识和经验，实现高校大思政时代创新外语教育教学话语体系，促进价值与知识的有效结

合。第三，注重设计系统性。根据外语学科专业的研究与学生发展特点，恰当地制定所

要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进行教学目标、教育内容、评价制度等相关制定，

保持同步性和一致性。第四，强化显性教育，细化隐性教育。根据高德毅书记等研究成

果（2017），高校思政教育课程可以划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显性课程为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思政教育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隐性课程包含外语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素养课程、外语第二课堂等，在思政教育中发挥拓展和深化作用。如表 1 所示，围

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我们既要强化显性思政，又要细化隐性

思政，使两者配合得当、相得益彰，真正实现在课堂教学主阵地中全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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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语院校思政教育课程设计方案

思政属性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功能定位 建设重点

显性教育 思政理论课

思想政治教育

四门必修、形

势与政策课

引领作用 : 系统

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教学

（1）纵向衔接 : 建立思政课堂显

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协同育人工

作理念和工作机制

（2）横向衔接 : 思政理论课课程

内部结构与贯通

隐性教育

专业教育课程 外语专业课程

深化作用 : 凸显

外语专业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功

能，注重职业素

养教育

（1）形成总体实施方案，选取二

到三门课程开展试点

（2）建设一批外语教育品牌课程

（3）编制具体思政教学指南，开

展效果评价

综合素养课程

外语通识教育

课、公共基础

课等

浸润作用 : 在培

育外语人才的综

合素养过程中牢

铸理想信念

（1）制定综合素养课程建设价值

观标准

（2）形成总体实施方案 , 编制具

体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其他教育课程

(如外语第二课堂 )

外 语 课 题 研

究、学术竞赛、

社会实践等活

动

辅助作用 : 全面

提升政治素质、

人文素质、创新

能力等综合能力

（1）坚持核心价值观，开展多元

化专业实践体系

（2）举办各项活动，用外语讲述

中国故事

（3）借助名家引领，进行课堂思

政改革

4.2.2  教材思政资源开发

在推动外语院校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的理念指导下，系统开发教材及资

源体系主要是在二次开发方面，即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着手。第一，决定教材开发与资

源整合的主要负责人。从科学上讲，为了确保教材开发的深度性，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专

业教师、思政教师、专家等组成的教师共同体，根据科学分工合作方式加以培养。教师

共同体应结合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的特征，梳理隐形课程的思政教育内容，从课程教学

规律、学生身心发展等角度进行分析，然后根据课程分布进行部署，形成课程思政的总

体布局，确保课程的科学运行。第二，决定教材体系和资源形式。为了将思政教育的原

则有效地融入课程中，课程思政教材体系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原专业教材的二次深入开

发，即在教科书本身中增加思政元素。此外，基于外语院校特色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延展

资料开发、校本教材开发、影音资料开发、学科实践基地教育资源开发等，都具有重大

价值。

4.2.3  教师共同体的培养

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如何使外语教师胜任

工作已成为促进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问题。教师共同体培养作为一种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的有效途径，已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认同。因此，在外语院校中建立由思政理论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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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外语专业课教师、综合课程教师、校外专家等的教师共同体，以恰当的分工与协作

的模式开展，已成为促进外语院校课程思政发展的重要模式。

要顺利且有效地开展教师共同合作，需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教师

合作的质量与水平。基于思政教育的专业性和逻辑性，外语教师常常需要通过规范化培

训和合作式学习来掌握思政教育的内容体系，使他们逐渐具备思政教育的基本能力和素

质，实现思政教育与自身专业课程的有机对接。例如，定期开展思政教师与外语专业教

师的协同备课，邀请思政教师到外语学院进行交流讲习，使外语专业教师克服思政教育

教学中的困难，重新认识教育教学实践的价值观，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水平。二是拓展专

业领域和水平，突出个性教学价值。建立教师共同体不仅要传播和普及公共知识，还应

意识到教师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利用教师的不同资源来促进教师自身职业的

发展，并促进学校多样化的教学生态环境。三是积极开展教师在线交流活动。随着信息

技术手段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有效应用，网络教师共同体已日益成为教师教学反思和科

研研讨的基本形式。课程思政借助网络平台共同体为教师们打开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

维方式，构建一个实时的虚拟教育科研环境，在更大范围内分享教学经验、共享教学资

源、改进专业实践领域中的思政教育问题。

4.3  课程思政设计

4.3.1  显性课程

高校思政理论课是一门承担着对大学生系统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必

修课程，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核心课程之一。探索具有外语院校特色的思政理论

课，实现外语院校思政教育与外语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一直是课程思政推进中的难点。

按照思政教育的目标和理念，思政理论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解决思

政理论课内部贯通问题，研究高校思政必修课程、形势与政策课等学科资源如何相互撑

持、相互推动。首先应发挥形势与政策课优势，结合其他课程，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中国的最新实践成果，成为推进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示范田”。其次，积极探索高

校思政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政理论课程发展的相

互关系，真正体现学科、学术、学生三位一体。再次是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作用，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资源，为讲好思政课提供有效支撑。二是解决思政理论课外部融合问

题，建立思政课堂显性教育引领其他隐性教育的工作机制。高校可以尝试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逐步建立起一套由学校牵头、教学部门参与的制度体系，对带头试点课程探索研

究，实现思政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与外语实践教学的有机融合。

4.3.2  隐性课程

高德毅和宗爱东（2017：31）指出：“在教育教学中，既要注重在价值传播中凝聚

知识底蕴，又要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	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通，

实现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创造性转化。”诚然，专业教育课堂、综合素养课程、第二

课堂以非思政教育为主体，其中所融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便是隐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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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素养课程，即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课等。把思想政治有关理论融入综

合素养课程中，或开设相关的课程，鼓励教师双语授课，是外语院校开展特色课程思政

的关键之处。一是要制定课程建设价值标准。围绕组织形式、课程结构、教学的性质以

及教学任务等方面，更正通识教育系统，深化政治思想引领，凸显综合课程的价值与

职责。二是要打造“中国系列”特色课程。邀请各领域的知名学者讲述中国智慧，引导

高校学生激扬“中国自信”，潜移默化地将正确的思想理念传达给学生。三是要提升课

程教师思政知识结构。思政教育对教师的知识体系与思考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任课教

师不仅应有稳定的系统化专业知识，还应具备正确的社会历史观、文化价值观、素质教

育观，了解掌握现代的思维方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优秀教师，这种能力的提升已不容拖

延，而思政教育与外语课程的最佳结合，也离不开这样的教师去实现。

（2）专业教育课程。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注定要受语言这样的‘物质’的

‘纠缠’，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此，注重外语专业学习与思想价值引领相结合

是必要的。外语院校应根植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挖掘其课程思政教育资源，既要从各个

外语学科的独立视域，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又要从教学方法改

革、内容建设、互联网运用等多途径推进改革，着力增强专业课程的价值使命。例如在

外语专业教学上，经过相关教学部门互相协助，可以在翻译、泛读等课程中有针对性地

加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开设时政文献译读等课程；也可以启动外语课程思政体系的资源

库建设，以专业技能知识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扭转外语课程教学重智轻德

现象。

（3）外语第二课堂。第二课堂主要指除了第一课堂教学活动以外的思想教育、

课题研究、学术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是培养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在

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用。因此，在大思政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进行

外语课程思政教育培养模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外语院校应根据学院专业和学习

阶段的特点，打破不同专业的壁垒，以全面提升政治素质、人文素质、创新能力、外

语能力等为目的，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科学性的课堂平台，具体

如下。

首先，开展多元化专业实践体系。外语院校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要求，不仅将专

业实践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同时结合大思政时代下的人才需求，发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的协同育人作用，加强校企联动，构建开放性、个性化、多元化的专业实践体系。如

通过实践教学周、寒暑假等实践教学环节，学生以小组形式承接企业、政府部门、广告

公司等机构的对外翻译项目，不仅能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可以提

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自觉地进行文化对比。通过国内外文化对比，利用外语潜在的文化知识理解

本国文化，不仅丰富外语学习的实质内涵，同时也提高文化上的觉悟。比如使用外语工

具，举办各项活动和比赛，讲述中国故事，唱响中国旋律，弘扬中国精神，不仅增加语

言实践的机会，还能促进学生的人文思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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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借助名家引领，进行课堂思政改革。采取互利共赢和多元平衡相结合的方

式，带领学生与国内外知名大师进行深入交流，从主要问题与障碍出发，获取经验与教

训，加强外语功底和自我思想内涵，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例如，上海

大学策划出了一门全新课程“创新中国”，邀请各路专家，与学生相互作答、彼此驳

论，使得该课程异常夺目。

4.4  课程思政评估

由于思政教育的复杂性，在外语院校中的思政课、专业课、通识课和第二课堂教学

工作往往相互叠加，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上的提升很难判断是由哪方面的工作带来的。因

此评价应以客观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为依据，围绕设定的教育内容，采用特征指标进行

评估。

第一，评价的原则。思政素养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性特征表明

外语课程思政应注重定性、描述性评价而非定量、非区分性评价。此外，在评价中应遵

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即突出学生纵向评价，综合减少横向对比。

第二，评价标准与方法。任何一门课程对思政教育都有一定的要求，主要包括价

值观、学科专业道德、对专业价值的认知等。专业课程思政可以以此几个层面开展效果

评价，制定相关标准。同时，选择采用思想发展评价表法、关键事件法、档案法等评价

方法，为学生建立各自课程思政档案袋，用纸质文档记录存储思政教育过程，以便评价

之用。

第三，评价的运用。评估的核心环节是结果的应用，其作用远远大于评价结果本

身。对于思政教育来说，一方面，评价结果的运用不仅可以改进教学、提升教师的思想

政治教育能力，同时还可以改进课程设计和评价标准，及时发现课程建设制度、教学管

理制度、评价制度自身等问题，从而为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评价可以帮

助学生由知识掌握深化到正确价值观的培育，建立正确的思想价值体系。

5  结  语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推进外语

院校课程思政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只有在理论层面和实践探索中不断加深认识，

既发挥思想政治课程在价值观引导中“领舞”作用，又加强外语专业课程、综合素养课

程、第二课堂等各门课程的理论引导作用，对课程目标和评价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合理

制定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教师思政素质，精准筛选思政教学素材，才能将课程思政落到

外语院校教学实处，才能为成为向世界展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窗口”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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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胜“无身”：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研究 1

◎潘叶英

1  引  言

具身（有身）或离身（无身）主要是指身体是否直接参与了人的认知过程，身体

与心智是统一还是分离。传统认知理论认为学习就是大脑进行符号加工的过程，与身体

无关。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传统认知理论的缺陷愈加凸显，具身认知随之兴起。对具

身认知的研究领域众多，如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及跨学科

领域。在教育领域，传统离身教学的弊端和身体在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范文

翔、赵瑞斌（2020：21）指出理想的教学是具身的，具有感官参与、身心统一、身体力

行等特征。在语言学领域，有学者认为语言能力属于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并提出语言理

解具身观——语言根源于实践，身体直接参与语言认知。（王寅，2007，2009）本文将

具身认知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相结合，构建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实现师生在教学中

身心互动，以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及学习兴趣。

2  具身认知理论与具身语言教学

2.1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的哲学基础源于洛克的经验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梅洛 - 庞蒂的

知觉现象学等，其中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身体是知觉的中心真正体现了身体是认知的主

体，直接推动具身认知理论的形成。（叶浩生，2015）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计算机科学迅速兴起，人们普遍认为大脑就是一个计算机系统，认知过程是大脑对符号

的加工过程，对认知的研究即是对大脑的研究。到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代认知科学提

出具身认知理论，批判了传统的离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直接参与认知过程，大脑与身

体的感知—运动系统是概念形成和理性推理的基础，（Anderson，2003）并且大脑、身

1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多模态环境下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综合英语》
为例（Y20183944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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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环境三者相互嵌入，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叶浩生，2011）具体而言，具身

认知理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具身性，即具身性是具身认知的核心，认知离不开身

体，身体不是认知的载体，而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情境性，即认知也依赖于

环境，包括物理、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等，认知过程是大脑、身体和环境持续相互作

用的过程；第三，生成性，即认知不是大脑对预先给予的世界的表征，而是认知主体与

不断变化的世界互动生成的过程；第四，动力性，即认知是一个动力的、非线性的、复

杂的动态组织系统。（胡万年、叶浩生，2013）

2.2  具身语言教学

具身语言教学是指将具身认知理论运用于语言教学中。人的语言能力不是自治独

立的，而是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认知源于实践，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王

寅，2007）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促使人们在具身认知视域下重新探索语言认知过程，

研究者将具身认知、心理语言学、语言理解相结合，提出语言理解的具身观，即语言

理解能力也根植于人的感知运动系统，（Barsalou	 et	 al.，2003）而不是与身体相互分

离的信息加工过程，强调身体、经验、情绪、环境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具身语言认

知理论包括索引假设、浸入式经历者框架，语言神经理论等，并且很多学者借助神经

科学的方法技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从音位层面、词汇层面、句子层面、语篇层面

证实了语言理解根植于动作系统的观点，（曲方炳	等，2012）孙崇飞、张辉（2015）

还结合神经语言学实证研究及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对外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阅

读、写作、翻译教学等方面提出体验教学模式的实践操作流程。另外，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借助身体活动及手势学习，外语能够显著提高其语言习得的

学业成绩。（王嘉旖、叶浩生，2018）因此，具身认知成为语言教学的重要理论指导。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在具身语言教学中，师生的身体及情感状态直接参与其语言学习

和教学过程；语言教学环境与师生的身体与大脑有机统一；语言教学是师生之间及师

生与环境之间互动生成的复杂过程。

3  大学英语具身教学要素特征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中体现了具身认知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强调教学要注重讨论式、参与式教学，促进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提高学生的思

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及创新能力。但是，在实际英语教学中，笔者通过对所在学校英语

教学的观察反思，发现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具身活动，也运用

了一些媒体技术，但由于受到教师意识、教学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授课仍然以离身教学

为主。和离身英语教学相比，具身英语教学关注并充分利用学生、教师、教学环境、教

学内容等基本教学要素的具身特性，而离身教学则往往忽略这些特性。两者在基本教学

要素上的异同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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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具身与离身英语教学比较

比较方面 具身英语教学 离身英语教学

学生
身体参与学习 ；调动情绪状态 ；注重个体

差异

忽略身体的作用、情绪状态的影响和个体

差异

教师
身体动作与教学结合 ；积极的情绪状态 ；

民主的师生关系 ；教学者和研究者身份

身体动作随意或缺乏 ；忽略情绪作用 ；具

有权威性 ；教学者身份

教学环境
座位安排灵活，适合身体参与 ；教学场所

多样 ；与教学内容、社会文化统一

座位安排刻板，不利于身体活动 ；教学场

所唯一 ；与教学内容、社会文化无关

教学内容 具有情境性 ；根据教学过程变化调整 不注重情境性 ；教学内容固定

3.1  学生—身心参与，因材施教

语言学习是高度认知活动，身体在语言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Eskildsen	and	Wagner，

2015），不同的情绪也会显著影响对语言内容及文化的理解判断，如笑有助于对表达开

心的语句的理解，难过则会促进对表达痛苦的语句的判断。（Havas	et	al.，2007）具身

英语教学的核心在于学生的身体参与到英语学习中，充分发挥身体在英语理解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作用，并注重调动学生的情绪状态，促使学生身体、大脑、心灵同时融入语言

认知过程。并且不同于儿童，大学生已经拥有较丰富的个体经验，更注重知识的主动体

验和结构重组，也更容易参与各类具身活动。当然，每个大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语言

水平、性格差异、理解能力、思维方式各不相同，具身英语教学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并根据个体差异充分利用他们的个体经验、运用不同的言语互动、分配不同的学习任务

等，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有利于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的学习共同

体。但是在离身英语教学中，学生的身体活动往往受到限制，大脑成为认知的主体，同

时，教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忽视其情绪状态和个体差异。

3.2  教师—身心互动，教研结合

人类的镜像神经元具有映射其他个体动作的能力（叶浩生、曾红，2013），也就

是说学生在观察教师的身体动作及情绪表情时，其大脑运动皮层也被激活，从而对教师

的行为进行模仿或唤起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学生对语言（特别是较抽象的语言知

识）的认知加工。因此，教师在具身英语教学中，同样要将身体动作、情绪状态、面部

表情等融入英语教学，与学生进行一场身体与心灵的互动，但这要以民主的师生关系为

前提，民主的师生关系才能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从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促进师生间

的身心互动。此外，在大学英语具身教学中，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教师在教

学中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观察反思，从而调整教学，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课堂效果，也

有利于教师自身发展。而在离身英语教学中，教师为了提高知识传输效率，忽略身体动

作的重要性，或动作手势较少且较随意，教师自身的情绪作用也被忽视，特别是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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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堂，教师认为学生已是成人，授课时常常面无表情或表情严肃，教学风格威严，

显得“高高在上”，教师身份也仅为教学者。

3.3  环境—灵活多样，融合统一

认知是基于身体的认知，而身体又沉浸于环境之中，因此具身英语教学中的教学环境

既要有利于学生进行身体活动，又要和教学内容、教育技术密切结合，还应考虑与社会文

化环境相统一，体现出灵活多样、融合统一的特征。因此，教室可摆放带轮子的桌椅以便

移动，可随时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具身活动及媒体技术的需要进行调整；教室可铺

上地毯，便于学生进行或坐或躺的身体活动；教学场所也不局限于教室，可以是大自然、

英语角、剧院等其他场所，由于学生已是成人，室外的教学秩序也很容易维护。而离身英

语教学的教学环境往往与教学本身相分离，为了更好地管理课堂纪律，座位安排刻板，束

缚学生身体活动，教室是教学发生的唯一场所且与教学内容几乎无甚关联。

3.4  内容—动态生成，情境引导

教学内容在大学英语具身教学中并不是在完成备课后固定不变的，教师要根据学生

身体参与情况、学生反馈、教学效果及教学反思对教学不断进行调整改进，具有动态生

成的特征。而情境则是具身的一种延伸，任何认知不能脱离情境独立存在。（焦彩珍，

2020：40）因此，在大学英语具身教学中，教师在选取教学内容时还要特别关注其情境

性特征，便于设计情境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身体参与英语学习，在真实的情境中去感

悟、理解语言。而在离身英语教学中，教学内容往往固定不变，教师在课堂上将准备好

的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学生用大脑或记笔记的方式来接收教师传达的信息，不关注教

学内容是否具有情境性，自然也不要求学生身体参与语言学习。

4  具身英语教学模式设计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语言理解具身观及大学英语具身教学中的基本教学要素的内涵

与特征，笔者构建了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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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

4.1  具身英语教学分析

4.1.1  创建教学内容情境性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具有情境性特征，知识在情境中产生，任何知识都离不

开情境。（叶浩生，2015）英语教学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多方面的内容，

但无论哪一层面在教学实践中都具有具身性。（王寅，2009）因此，在分析英语教学内

容时首先要构建知识的情境性，才能创设出各种教学情境，实现具身教学。语音教学可

引入歌曲，词汇教学可创造故事，语法教学可模拟情境等，如在教虚拟语气时，教师可

构建知识情境，如“If	I	had	ten	billion	dollars,	I	could	travel	around	the	world.”，让学生

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搭建语法桥梁，将这一情境进一步拓展，写出更多运用虚拟

语气的句子。除了课本教学内容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给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外资

源尤为重要，教师在选择课外资源时要与时代及学生的以往经验紧密相连，保证学习资

源的情境性、故事性，能给学生带来不同感知的学习体验。

4.1.2  关注学习者共性与个性

学生是具身英语教学的中心，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具身教学，要对学习者的共

性和个性特征进行分析。共性特征是指同一时代或同一年龄段的学习者共有的特征。新

一代大学生生于信息技术时代，被称为“数字土著”，他们擅长通过数字获得信息，习

惯同时使用图像、声音、文本、视频等多种模态，同时处理多种任务，并会自主创作和

分享信息，在网络上形成学习共同体。（顾小清	等，2012）大学英语具身教学要充分

利用共性特征，将媒体技术恰当融入教学，鼓励学生进行英语资源的搜索整合和主动学

习，运用多通道、多模态结合的方式，形成英语课堂学习共同体。“数字土著”还喜欢

游戏的学习方式，喜欢被即时肯定和鼓励（Marc	Prensky、胡智标、王凯，2009），这

些特征决定了在教学中设计具身活动的重要性，教师应通过言语、表情、手势动作等方

式多给予学生肯定和鼓励。除了共性特征之外，分析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同样重要，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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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分工合作，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注意观察和调动学生的情绪状态。最大

限度地满足个体需求才能促进整体教学效益最大化。

4.2  具身英语教学设计

4.2.1  注重教学目标生成性

教学目标都具有预设性，在进入教学活动前，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预先设置教学目

标。在离身教学中，教师通过向学生传递知识来完成预定教学目标。教学是一个线性静

态的过程，这使得教师难以发现教学目标设定的偏差，主观上认为运用预设的教学活动

就能达成预设的教学目标。但是具身认知具有生成性特征，认为思维是无意识的，认知

过程是非线性、动态的复杂过程。（胡万年、叶浩生，2013）因此，教学目标并不是一

旦设置就固定不变了，它可能随时在教学过程中发生变化，需要师生共同在教学互动中

构建。当学生身心共同参与认知学习，产生更多有效的师生和生生互动时，教师也更容

易觉察教学目标设置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并及时做出调整。此外，考虑到学

生的个体差异，调动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教师可让学生为自己设定每堂课的学习目标，

并参考学生设定的学习目标来调整教学目标，这样也便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因材施

教。综上，在设计大学英语具身教学目标时，教师不仅要关注其预设性，更要注重其生

成性。

4.2.2  创设身心、环境统一性

教学环境是具身英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学生的英语认知学习。具身英

语教学环境包括物理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但不同的教

学环境设计都要与英语教学主题语境相统一。教学物理环境直接影响师生的身体参与程

度。如在讲解中西方饮食文化时，将桌椅布置成中西餐餐桌的形式，光线调成餐厅的氛

围更有利于具身教学。在情境表演时，将桌椅摆放成长方形或 U 形更利于表演和观看。

在进行游戏时，可以将座椅移到一边创造更大的身体活动空间。教学人文环境包括教师

话语风格、师生距离、生生关系等，民主、平等、友好的人文环境更能促进教学活动的

开展和对语言的理解。自然环境是指教学环境与大自然融合，每学期安排一两次的室

外教学，偶尔让学生的身体从狭窄的教室中得以解放，将身心融于大自然，会取到事半

功倍的认知效果，特别是在学习与自然相关的教学主题时。社会环境是整个社会生活环

境，将主题语境与社会时事结合，或让学生课外深入社会走访调查，都能很好地与社会

环境统一。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并适应“数字土著”的需求，技术环境越来越

重要。英语学习尤其需要运用媒体技术来丰富学习资源，增加语言输入，可充分利用智

慧教室、触屏技术，或运用 VR/AR 技术营造具身英语学习环境，让学生进行沉浸式英

语学习。（梅明玉，2019）

4.2.3  突出教学活动体验性

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创造力等，语言教学的体验性尤

为重要。在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中突出教学活动体验性主要就是要尽量让学生全身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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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课堂活动中，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知体验。根据教学内容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

情境对话、戏剧表演、游戏辩论等体验式教学活动都是很好的具身教学方式。但也有

些英语教学内容难以让学生全身投入交互运动，如相对抽象的语法教学、复杂的语篇

分析等，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设置身体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大学生一般都具有较丰

富的个体经验，通过唤起学生以往具身经验和先行知识、观察他人具身活动或动作表

情、想象某一具身场景并进行心理模拟等都是不同程度的具身学习。研究表明，在理

解一个隐喻短语时，学生回忆一个先前做过动作或是仅通过想象一个与之相关的动作

都能增进其对该短语的理解。（Gibbs，2006）教学活动的体验性不仅局限于课堂内，

还应体现在课前课后任务及线上学习。课外可让学生情景表演、采访外教、实地考察

并拍成英语短片在课堂或线上展示，学生在观看自己或同伴在屏幕上的表现时往往更

专注，更能发现自己或同伴表现的优点与不足，也相当于对教学活动进行了二次体

验。也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自己设置具有身体参与的课外活动。对于线上学习，教

师要充分掌握媒体技术手段，如在微课设计中加入人机互动的环节，或与学生共同制

作微课，也可以让学生尝试自己做简单的微课供大家线上学习，同时提高大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信息技术能力。

4.3  具身英语教学实施

在完成教学分析和设计后，就可以开始具身英语教学过程的实施，但实施过程具有

动态动性。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即使教学者，也是行动研究者。作为教学者，教师不仅

要引导鼓励学生融入具身教学活动中，教师自己也应该参与到具身活动中。受离身教育

的影响，很多英语教师上课较为拘谨，有的教师整堂课都站或坐在讲台前授课，几乎没

有额外身体动作。大学英语具身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手势、眼神、面部表

情等与语言教学配合，增进学生的语言理解，并给予鼓励。与学生保持更近的空间距离

能带给学生亲切感，恰当的身体接触，如拍拍肩膀，能起到语言不能达到的激励效果。

在适当的情境下，教师还可以充当某个角色参与到具身活动中。作为研究者，教师教学

的同时要对课堂情况进行有目的的观察和记录，或利用智慧教室实时录像，课后观看反

思，或请其他教师听课并给予反馈，课后也可以找一些学生进行访谈调查，从多种途径

多个角度及时了解每个学生身体参与程度、情绪状态、教学反馈、教学效果等，根据实

施情况并对教学目标、教学环境和教学活动的设计做出相应调整改进。如此循环反复，

实现具身英语教学效果的螺旋上升。

4.4  具身英语教学评价

4.4.1  对学生评价的多元性

在具身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如学生的身体参与

情况、互动情况、学习动机、学习情绪、合作情况、学习效果等，因此评价既要有多元

性和灵活性，又要有客观性。例如，针对身体参与情况，可以先制定一个身体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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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表，并对学生的参与程度按照层级表进行量化评分；对于互动情况评价，可通过计

算互动次数、语言的输出量等进行评分；对学习动机、学习情绪等内在因素的评价可选

择学生自评；对合作学习的评价可以进行同伴互评；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可以运用测试作

业等评分。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同伴评价相结合，既可以判断学生学业成绩，又能促

进学生进一步学习。

4.4.2  对教学评价的多样性

对教学的评价主要为了进行教学反思，从而对各个教学环节进行调整完善，分为学

生对教学的评价和教师对教学的评价。学生评价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的方式进行，如针

对学生身体的舒适度、情绪状态、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学生的参与热情、教师的手势动

作对语言理解的作用等进行调查。教师评价则需要教师自己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观察记

录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在教学中进行改进。教师还可以请其他教师参与教学过程，

进行合作教学，共同探讨教学问题，提高教学效果。

5  结  语

具身认知理论虽然已在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加以运用，但将具身认知与大学英

语教学实践结合的研究仍较缺乏。英语学习也是身、心、环境融为一体的认知过程。随

着具身认知理论的日渐成熟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对离身英语教学的改革成为必

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构建大学英语具身教学模式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直接的可操

作的指导，实现身心融合的英语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当然，在大学英

语具身教学模式下，每一个具体的教学环节实施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更好

地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设计语言学习的技术环境、如何科学地设计身体参与程度层级表

进行语言教学评价、如何在线上英语学习中实现身体参与等。此外，尽管已有大量实证

研究证实了语言理解的具身观，也有研究表明身体参与可以提高语言成绩，但是运用具

身教学模式能够多大程度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还有待通过教学实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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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观照下的“三维整合”
翻译方法论研究 1

—以《故都的秋》为例

◎陈菲菲

1  引  言

整体思维取向的“天人合一”认识范式是中国哲学的经典认识构式与样态，是中国

古典生态智慧的哲学概括和精神格局 , 纵贯于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老子在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写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知北

游》中记载“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在《齐物论》中主张“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随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等思想都鲜明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崇尚	“天人合一”而致“圆融

化生”的整体至高境界。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天人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和谐贯通、

共生共存。因此，它与西方二元对立哲学认识样式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蕴涵着温情化

互为的人道关怀，是对科学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的另类思考，亦是现代重重生态危机下

的救世哲学。

钱穆（1991：93）强调，“‘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

人合一”这一命题体现出对于生命和自然本性的终极体悟，是至上精神与真理的融合、

天道与生命的融合，它的研究触角早已延伸至哲学、文学、美学、建筑学、生态学等领

域。在翻译研究层面，也已有不少学者以“天人合一”为研究范式进行了一些探索，这

些尝试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深了学者对翻译本体论的认识。可以说，“天人

合一”认识构式与样态一直是中国思维范式的主流认识形态与价值取向。	

本文在这里虽沿用西方“生态”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和认识构式是不同于西方生

态科学思想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它是“了然天地之道，法天地之道”、人与

之无间相融一体的认识构式和样态。故基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哲学认识论而构建的

“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是不同于基于科学思维的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不带有后现代

1　本文为 2020 年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泛在网络背景下大学英语 3D 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SGJ2039）之阶段性成果。



- 98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三辑）

去中心“三维度”选择性、适应性的认识构式与样态，而是“三维互为整合”整体致一

旨归的翻译方法论，是建构认识样态的翻译方法论，是对生态翻译学中	“三维度”选

择性、适应性认识构式与样态的反思和重构。故用其来探析汉语经典文本的语言翻译行

为和评判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天人合一”观照下翻译学的生态认识观

纵观中国翻译史，趋一和谐一直是历代翻译活动的言语实践信条、指导原则和审美

追求。例如玄奘“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梁启超	1989：29）。郑

海凌（1994:	5）认为“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

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征。刘宓庆（2005:	50）亦认为自玄奘的“圆满调

和”后，中国的传统翻译“风格、思想大定，后世的翻译主张均没有脱离圆满调和或和

合调谐的传统主旨”。吴志杰（2011：14）阐释了“和合翻译观”的构建理念，“提倡

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其目的便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刘

瑾（2015）细梳了季羡林先生的翻译思想，提出其独特的“翻译和谐观”，给翻译研究

打开了思路和视野。而胡庚申（2019：10）运用西方生态学科学义理所创建的生态翻译

学亦部分吸收了“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中庸之道”等东方生态智慧。

由此可见，圆融调和认识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主要精神内质。而历代有

关所谓“和谐”翻译观的认识中，皆蕴含“谐和趋一”的人文思辨的认识样式，为翻译

言语实践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翻译本体论的静态僵化性承

诺，既认同“语言”意义，又认同“言语”意义，既讲“和谐”，又讲“趋一”。

然而，根扎在科学思维和后现代土壤上的生态翻译学，所倡导的是人学本体论，即

在原文、作者、译文这三者关系中，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其投射到翻译理论上

就是译者本体论。译者为大，原文退居其次，译者对原文的操纵位于翻译实践之首要位

置。这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认识论，在具体的语言操作层面上必将淡化对原文本意义

的遵从和忠实，造成三者关系的失衡。“译者中心”看似强化了译者的地位，实际上却

使翻译本体在跨学科的语境下越来越虚化。（李晓燕	等，2018）如此一来，作者的神

明地位也将不复存在。可见这一理论本身缺乏本体论的回归，和中国古典生态思想中讲

究整体和谐致一的核心理念是有所相悖的，因而以“天人合一”思维范式重构生态翻译

观义理有夯实其理论依据和建构意义。

2.1  “天人合一”翻译观生态义理、构式与样态

“天人合一”是我华夏传统哲学中的根本命题之一，其重点在于人与自然的相融相

合，趋“一”致达和谐是其根本认识旨归—趋“一”为体，和谐为用。所谓“天人合

一”翻译观是基于原文本语言知性关系生态系统，让人的主体智慧参与、融入原文本语

言知性关系之中，并进行整体、综合、动态诗性考量，使源语与译语的生态视域能致达



- 99 -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合一”，从而神形兼备地重现原作元意义的理想境界—即“翻译之梦”。“天人合一”

翻译观体现的是翻译本体论的精神本质。

“天人合一”思想给翻译和翻译行为提出了文本常量意义存在的本体论承诺理论

依据，这种承诺不是以字句一一对等对译来实现的，而是在译者主体性与整个翻译生态

文化环境的和谐共生中来实现的，具有建构的本质和趋向。在包通法等（2010：63）对

“天人合一”认识观的理解中，“天”作为文本的元意义，是文本的常量，亦可理解为

是文本的整体生态关系的中和与总和；人则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作者 /读者。

天人互为一体，而非主客体之间的操控与趋附。若译者能将译文与原文“达致圆融化生

理想状态”，并呈现原文本之本义，便可谓“合一”。

2.2  “天人合一”翻译观生态义理与“三维整合”方法论

中国哲学三大命题之一“天人合一”思想范式讲究综合整体观，蕴含着理性和诗性

互为相融而致一的思辨潜能，而当代哲学建构性认识转向，亦为翻译研究由后现代解构

样式回归到本体论的承诺研究样态提供了理论营养钵。语言是翻译实践行为的媒介，文

化是其核心要素，而交际则是最终目的。此三维相融相合，具有联动性，几乎涵盖了言

语行为的各个层面。且纵观国内外各类翻译理论下的翻译方法，无一不涉及从语言、文

化、交际维度对文本生态意义进行单维度甚至是多维度的分析考量。可以说，“三维整

合”翻译方法论从本质上体现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这个各要素互相整合、和谐统一的

体系中，对译文有着整体和谐美的追求。故基于“天人合一”哲学义理的“三维整合”

生态翻译观的方法论，可对翻译实践进行生态关系意义的综观整合性考量，对翻译这一

人文活动实施语言层面的运作和整体致一性的生存时空关系进行分析。

“天人合一”蕴含的生态义理与翻译生态系统法则具有同构性和类比性，它讲求整

体性、和谐性和致一性，这些思想精髓亦成为构建生态翻译义理的智慧来源。基于“天

人合一”这一思想体系所求索的整体平衡、和谐、致一的思维构式，折射到翻译认识论

即要求译者“忠实原作”为本体，同时追求人与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具体

到翻译方法，即译文要进行多维度的至少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整合”的整

体致一考量。应当承认，源语和译语是两个不一样的文本生态系统，两者“均涉及源语

系统里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等”。（宋志平、胡庚申，2016：107）但与

基于西方科学思维而衍生发展的生态翻译学不同的是，“天人合一”翻译观虽强调译者

的主体能动性，但更认同“原文”的“至上”义理，其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则强调的是对

文本的整体把握和体悟（其中包括对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各种关系的平衡以及变化的规

律），要求从言语出发，富有灵性思维，在翻译生态环境系统下进行诗性的整合而不是

选择，所追求的是各种相关因素都能恰恰调和而不是适应，从而呈现出恰到好处的和谐

之“信”、和谐之“达”、和谐之“美”，其关键之处在于追求译文与原作达致和谐合

一、“妙合无垠”的状态。

所以，“天人合一”观下“三维整合”的生态翻译方法论，与胡庚申（2004）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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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侧重角度是有所不同的。胡氏的生态翻译观是基于

西方科学生态认识观的问题框架的，而本文认为，就语言（文本内部关系知性体系体现

的也是其本身生存关系和生态状态）、文化（文本外部诸要素）、交际（翻译言语实践

诸主体）三维度而言，在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的前提下，这三维度应是层

层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而形成的意义整体与系统，体现了

译者对译文整体和谐关系意义的追求，不存在意义分割和选择与适应，至少在认识论层

面和方法论层面皆是这样的。

由此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翻译生态智慧—“三维整合”方法论，

表现为译者力求“信于原作的生态体系”以实现整体动态平衡致一态势，自觉地整体

“调和”，达致和合状态，关注的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和谐致一意义

的呈递。基于这一认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自觉与话语实践活动嫁接与同构，不断

地对话语实践进行整体调和，尽量使译文既符合原作的一般整体本义，又符合当下译语

社会整体文化诗学价值体系及生态意义。这种“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基于“以语言为

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所实施的层层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

整合之研究路径，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英译，体现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诗性

认识范式在翻译领域里的一次探索和思考，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构式与样态。

2.3  “三维整合”方法论下的翻译话语实践

关于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类研究多为运用三维转换翻译法来衡量译文的信度和效度。

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类型十分广泛，包括经典文学作品及外宣、旅游、医疗、商业、

科技、电影、公示语等各类实用文本英译。蒋骁华（2009：15）借助三维转换翻译法，

对中外译者的《牡丹亭》全译本进行评析，提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诸者”需要“和

谐”，方称得上成功的翻译。陈锦阳（2016：42）从三维选择适应角度评价了横店影视

城内公示语的英译质量，提出“多元选择适应”是提高公示语翻译质量的重要方式。可

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研究证明了三维转换翻译法对于指导翻译话语实践的普适性，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生态路径。而“三维整合”方法论是对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法”的

凝练及升华，要求译者具备整合性思维，使译文能与原文中的义、象、境达致“妙合无

垠”的合一境界。如《“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下的唐诗宋词英译研究》一书对三维转换

翻译法做出了整体性的诠释，并将其运用于古诗词英译经典作品的对比分析中，以构建

具有华夏知性体系的话语形态和认识范式，传扬东方智慧魅力。（陈菲菲，2020）这

些研究均证明，“三维整合”方法论对各类文本翻译实践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和可操

作性。

3  “三维整合”翻译方法论之英译实例举隅

中国经典散文作品内部知性体系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精神样态，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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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上体现的是讲究平衡中和，而终极目标所追求的是致达中和、一体大同的生态智慧

的表征。故经典散文作品的最高艺术境界即为形散神聚，是思与美互为一体的体现，因

而其英译应贯彻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整合转换，即要求译者在翻译时秉持

以“原作为本体”的核心理念，在言语实践层面上贯彻中国古典文化“天人合一”	生

态智慧精神，关注原文本语言关系生态体系，关注文本外部诸要素和翻译言语实践诸主

体的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而重现原作的形神意义。具体来说，在语言层面上，译文的语

音、修辞、句法结构等需达至原文本内部关系知性体系的动态呈现；文化层面上，译作

需具备原文本外部诸要素的活性摄入；而在交际层面上，译者需关注翻译言语实践诸主

体的无间性互动，即运用“语言为体、文化为灵、交际为用”所实施的层层递进、相互

依存、相互渗透、整体考量、诗性整合的“三维整合”翻译方法，实现三个维度的相辅

相成，从而使译文臻至信达美整体和谐之境界。

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深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内心隐藏着一种“皈依自然之心”的

“文化情结”。（贺根民，2017：65）《故都的秋》是其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情感真挚，

意蕴精妙。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英译进行了各个层面各种维度的研究，但主要围绕于

语言层面，并未涉及三维度整合的研究。以下笔者选取流传度和认可度较广的张培基和

徐英才的译文，将其置入“三维整合”框架内分析考量译文是如何贯彻“天人合一”生

态翻译观的精神格局的。

3.1  语言维—文本内部生态关系与体系的整体动态诗性整合

语言维整合转换的要义，在宏观层面上是指将原文本语言整体生态关系迁移到翻

译文本中，这要求译者在这两种语言生态体系之间做出整体考量。而从微观层面上看，

指在不同层面做到语言维即语言整体形式的转换。语言维的整体整合转换要求译者在整

个翻译实践过程中首先注重语言形式的整体有效性转换，即对语言整体形式包括语音、

语法、词汇、句式、修辞与文体风格（文本整体知性生态系统）实施整体考量和诗性整

合，形成这一自觉意识，注意到这一维度对于实现与原作在语言维形神合一终极目标的

重要性。

对散文文本思与美的感受首先应表现在语言生态关系之中，通过语言生态表现形式

使读者形成对原作“思”的理解与审美意象，并产生思与美的追求。中国的散文作品在

表征方面，特别注重音美和形美，前者需韵味十足，读之或是铿锵有力或是缠绵婉转，

后者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应同中有异，灵活多变，在交错之中体

现散文的美感。句行的长短、重复、对仗、排比等都体现了作者内在思想与情绪的波动

起伏，这些可界定为原作文本的语言知性生态系统。因此，翻译时译者要摆脱表达形式

流于凝滞的束缚，把原文的语言生态体系融化到译语中，形似服务于神似，形神互为、

整体考量，最大限度再现原文语言生态整体美的所有元素，为读者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

和谐思辨与审美空间。

郁达夫是善用自叙式表达方式的高手，其语言风格较为直白、朴素，直抒胸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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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带着哀婉感伤之情，这是原作语言层面的知性生态体系，因而在翻译实践中，译文

也应尽量做到语言整体生态关系迁移以重现原作的语言整体生态系统意义。下面笔者从

义、意、形、音、韵、神、势诸方面整体考察张、徐的译文是否有重现原作的语言生态

系统。

例 1：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

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张译：Autumn,	wherever	it	is,	always	has	something	to	recommend	itself.	In	North	China,	however,	it	

is	particularly	limpid,	serene	and	melancholy.

徐译：Autumn,	no	matter	where	it	happens,	is	always	appealing,	but	autumn	in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is	less	diluted,	quieter,	and	more	melancholy.

原文中“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是作者的喃喃自语，三个小

分句提及两次“秋天”，并用最直白的“好”来形容，体现了作者简朴的语言风格。张

译和徐译均采取同样的句型格式，置以插入语，近似追随了原作意合的语句形式。后半

句作者连用三个“来得”排比句，用“清”“静”“悲凉”三字点出北国之秋的与众

不同，清与静之中，忽用悲凉两字打破了单字结构，呈现出一种情景互融的动态感。

张译选用“limpid”“serene”	和“melancholy”三词，从音节来看，前两个单词均为

双音节，而“melancholy”作为多音节词，打破了双音节的延续性，可见译文作者符合

原文本语言内部生态关系的整体性动态呈现，而徐译为“less	diluted,	quieter,	and	more	

melancholy”，词与词之间平衡已失，在义、意、形、音、韵、神、势等语言生态知性

体系上的契合上不如张译。

例 2：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平），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平）、钓鱼台的柳影

（仄）、西山的虫唱（仄）、玉泉的夜月（仄）、潭柘寺的钟声（平）。

张译：When	I	am	in	the	South,	the	arrival	of	each	autumn	will	put	me	in	mind	of	Peiping’s	

Tao	Ran	Ting	with	its	reed	catkins,	Diao	Yu	Tai	with	its	shady	willow	trees,	Western	Hills	with	

their	chirping	insects,	Yu	Quan	Shan	Mountain	on	a	moonlight	evening	and	Tan	Zhe	Si	with	its	

reverbrating	bell.

徐译：In	the	south,	every	year	when	autumn	came,	I	would	always	miss	the	reed	catkins	

at	 the	Joyous	Pavilion,	 the	willow	silhouettes	by	the	Fishing	Tower,	 the	chirping	of	 insects	in	

the	West	Hills,	 the	midnight	moon	above	 the	Jade	Spring,	and	 the	chiming	of	 the	bells	 from	

the	Poolside	Mulberry	Temple.

原句连用五个偏正结构的排比句，句式划一齐整，且平仄相间，读之音律流畅，

韵味盎然。张译采用四个“with”和一个“on”结构构成排比，徐译采用名词加副词短

语的形式成句，均尽力符合原作的语言形式生态体系。从语言风格上看，两位译者都将

北国秋日中最常见的景色用最浅白的词语呈现出来，符合郁达夫的行文习惯。张译中

“the	arrival	of	each	autumn”作为无灵主语，与“put	me	in	mind	of”搭配，将北国之秋

摄人心魂之美描绘得更为动人。而徐的译文更为言简意赅，分别运用“at,	by,	 in,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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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词意具有动态和谐之美，比张译在用词上要精炼到位，动态十足；音韵上抑扬

交错，感染力强，无冗余滞阻之感；在句式上两两相对，交相呼应。故张译在义、意、

形、音、韵、神、势等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迁移和保留上略逊一筹。可见，语言维生态

系统的关注、整体考量、诗性整合转换当否决定着译文重现原文语言生态系统的效度。

3.2  文化维—文本外部诸要素的整体活性摄入

语言的多样性源自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因而翻译关注语言生成的生态系统的迁移和

重现。这一生态系统包含了源语生态体系中的文化取向、思维模式、情感表达等文化要

素，是“天人合一”观下“三维整合”生态翻译方法论其中的一维。翻译的根本目的之

一就是为了使源语文化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文化维的整体整合转换需译者在翻译实践

中具备文化精神认识的自觉意识，认识到原文语言生态系统的关注和重现是跨越语言、

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在翻译过程中，保证原文本内外部文化生态诸要素在译语文本中

的活性摄入，是确保文化生态系统信息传递和重现效度的重要一维。

文化维度的合理迁移与转换而后保留，能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知晓译者所要展现的

原文语言生态环境，更高效地摄取文化信息的有效途径，从而可以有效达致译文的整体

和谐的生态意义。若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或是直接忽视了文化因素，则会加大读者与原作

者、译者之间的隔膜，导致文化误读现象频发。	

再看例文，比起江南秋景的“慢”“淡”“润”，北国之秋显得更为“清”“静”“悲

凉”，作者钟爱北国之秋，并非只因它的静默、雄浑之美。《故都的秋》创作于 1934

年，文中的故都—北平因战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寄眷恋、落寞之忧思于寥寥秋

景中，因而作者笔下的北国之秋除了呈现独特的气候、地域文化，更暗含了特定历史

文化背景下作者的主观情思，这是原词整体知性生态系统的文化维层面意义。例 1 中

张译“limpid”一词意为“clear	and	bright”，勾画出北方秋日的纯澈、明净，而徐译

的“diluted”侧重于少含杂质的、稀释的淡，脱离了写作背景，不符合北国秋景的特

点。再者，“serene”一词相较“quieter”犹显厚重，凸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对于点

睛的“悲凉”一词，两位译者均用“melancholy”来翻译，意为“a	feeling	of	 thoughtful	

sadness”，将作者思忆深秋的细腻深沉表现得恰到好处，有效地整合转换了翻译生态意

义中所需求的文化价值取向。

而例2中提及了北平的很多著名景点，如“陶然亭”“钓鱼台”“西山”“玉泉”“潭

拓寺”等，对于这些文化景观意象，两位译家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张译属于音译，而徐

译为意译。文学作品中的专有名词的翻译是否必须遵循“名从主人”或是“约定俗成”

的原则，抑或可以考虑思与美兼容？笔者认为，张译的音译非但不能保证文化语境的延

续性和以原文本文化维为体的翻译原则，反而有悖于散文“思与美一体”的文体原则；

而徐进行意译后得到的译文如把“玉泉”译为“Jade	Spring”，“潭拓寺”译为“Poolside	

Mulberry	Temple”，反而具有诗意整合原作的文化意义和契合原作的历史文化背景意义

之效用。



- 104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三辑）

刘宓庆（1999：78）所提出的“第三种文化”正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恰调

和”的结果。文化维视角要求译者以诗意整合来呈现原作的整体文化生态意义，以原文

本文化维为体，“恰恰调和”为用，关注源语与译语的有效调和，使译文契合原文整体

生态意义中的文化价值取向，达到较为理想的翻译境界。

3.3  交际维—翻译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无间性互动

交际目的是翻译行为的终极性旨归，也是“三维整合”转换原文本语言知性生态系

统的重要一环，可使操不同语言的群体在形下层面能够实现信息交流，在形上层面实现

无间性的精神交流。对于散文翻译，就是要实现心灵与审美的终极性交流。

也就是说，翻译事件发生中除了实现语言功能和文化内涵本质性、和合致一性的转

换，译者还需关注最后一公里工程—交际层面无间性和合致一，即能否引起译文读者

的致一性共鸣反应。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迁移过程中若能相应地体现出源语语言知性生态

系统中所蕴含的功能，便可说其实现了交际功能。Nida	（1964：22）提出，“there	 is,	

even	in	case	of	very	desperat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basis	for	communication.”（即便是

在有天渊之别的语言与文化之间，也存在交际的基础）。对于汉语经典散文这种凝练深

邃的语言生态形式，翻译的交际目的是向西方传达中国文化精神之精髓与大美，因而其

译文既有应对目的语知性体系的相应和合，又有对原作“彼时彼境”所蕴含的深意整体

性考量和致一性整合转换。

例 1 是散文的开篇之句，同样也是点睛之笔。虽然各地的秋天都很好，但郁达夫对

于北国之秋却具有别样的感情。原文中的“好”并不易翻译，如若简单地译为“good”

等词，就过于泛化，失去了原文的深层含义。徐译为“appealing”，意为“动人的、引

起兴趣的”，与原文之意趣相符，但美中不足的此词颇具动感，与后文提及的北国之秋

那清静、悲凉之特征着实不符，在交际维上未能有效呈现源语语言知性生态系统中蕴含

的交际意图。张译“have...	 to	 recommend”作“有……可圈可点之处”之解，表达了各

处之秋景皆有可取之处，也与原文深层交际目的含义相仿，烘托出作者更迷恋于北国之

秋的“something”这一深层意蕴，给读者以文化异质感的回味，比较有效地实现了翻译

言语实践诸主体的无间性互动。

例 2 中所列的景点都属于北平，而很多西方读者并不了解这些景致，若不特加说

明，如徐译一样，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疑惑，认为作者所怀念的每一处景点均在南方；而

张译添加了“Peiping's”一词，通过增译的方式避免国外读者误解，从而顺利地转化原

文本语言知性生态系统，实现了原词知性生态系统交际维的近似迁移。

可见，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度知性生态系统上实现整体性、诗性的而非机

械的转换与整合，具有较高的器用功效，这也为译者进行翻译实践提出了有效路径—

在翻译时需注重语言、文化和交际功能的诗性契合，对语言的表层结构进行整体和合性

调整，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采用与原文近似值的表达法，使译文的整体知性生态系统与

原作和合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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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天人合一”翻译观中的生态智慧对于构建和谐的整体知性翻译生态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值得在翻译学研究框架中进行深度挖掘和思考。“天人合一”翻译观不同于基于

西方生态翻译学“作者—译者—读者”这一以译者为中心的认识观，它以语言本体论的

承诺为前提，承认文本常量意义的存在，关注翻译的整体知性体系，是翻译研究本体论

的回归。因此，“天人合一”观下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整合”翻译方法是

践行“和合致一”翻译本体论承诺的有效途径，既能为一般汉语文本尤其是经典文学文

本外译言语实践提供有效的方法，也有利于构建颇具中国生态智慧形态的、把翻译语言

行为看作一个整合一体、和谐致一的翻译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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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弘扬与传承 : 武当文化的译介
现状与策略建议

◎柯宁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不断的对外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各

种外来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了中华特色的宗教文化，如中华佛教文化等。自汉

唐伊始，佛教文化传播与交流无论是在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均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其间多有关于佛教文化研究的中外典籍问之于世。与之相反，植根于中华文化

土壤的、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自其诞生之日却一直默默无闻，似乎除了一本与道有关的

《道德经》及其译本研究，鲜有更多的外译典籍。道教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也似乎只在内

部循环进行。

武当文化作为我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与传承道教文化方面功不可

没。自其产生、传播与发展至今已逾 600 年，其文化内涵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经

济、文化、建筑、医药、民俗、武术等诸多方面。600多年来，武当文化也曾传播海外，

但其文化辐射范围远不及佛教文化。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武当文化

在弘扬与传承我国道教文化方面显得至关重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武当文化译介作为道教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武当文化 

武当山位于我国古代楚、秦、韩三国交界处，其与道教文化的渊源早自我国古代春

秋战国时期既已开始。道教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武当道教供奉玄武为主神，重

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箓禳解，形成了系统的武当道教文化体系，故有“武当派”

之称。（新华网，2007）鉴于此，有学者研究认为“武当文化来源于楚文化，是在以武

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人们从事社会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胡遂生、钱超、杜艳，2011：18）

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不断更替，以武当山为中心逐渐产生了一大批以历史建

筑、	民间文学、道教伦理、武术、医药等为代表的文化瑰宝。这些文化多以道教文化

为中心，其内容不断得以延伸与扩大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资料显示，武当道教文化

体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武当道教史、武当道教理论、武当道教建筑文化、武当

道教像器文物、武当道教仪式文化、武当武术文化、武当道教文学、武当道教信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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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民网联报网，2012）

武当文化源自我国古代楚文化，又与道教文化相结合，发扬并广泛传播于民间，

至明朝达到兴盛的顶峰阶段。作为有着长期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的一种，其内涵丰富，

内容博大精深。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武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因历史演

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道家道教、

文学、建筑、地理、风俗、武术等各个方面，并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

征”。（罗耀松、杨贤玉，2001：1-3）武当文化与道教文化精神有很大渊源且二者密

不可分，武当文化研究学者杨立志在论及武当文化与道教文化精神的关系时指出：“武

当文化是深受‘道教精神’陶铸过的文化”，并概括性地将武当文化基本精神的要义总

结为六个方面：“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

信向善”。（杨立志，2005：131-134）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杨立志对武当文

化的概念做出更加详细的界定，对武当文化的精神要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认为武当文

化从本质上是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伦理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世俗文化、

庙堂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

合体”。（杨立志，2009：1）由此可见，武当文化一方面源于道，另一方面又将道家

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充分结合，从而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世界著

名的文化遗产。

武当文化博大精深，武当文化及其相关研究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据统计，国内涉

及武当文化研究各层次的研究论文内容主要涉及 10 大类，即武当文化理论、历史与人

物、信仰与仪式、建筑与文物、民俗、武术、音乐与美术、医药与养生、文学、旅游与

经济。（胡遂生等，2011）研究刊物种类总数量多达 30 余种，其中《郧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中国道教》《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资源环境与工程》	《中国宗教》

所刊发的研究文章占大部分。除期刊刊登的文献之外，国内各级各类出版社也出版过不

少武当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著作主题内容涉及 10 类：“理论研究、风俗地理、建筑

文物、历史人物、武术气功、医药养生、文学故事、音乐艺术、旅游经济、其他”。（钱

超，2017：136）在众多的研究中，《武当文化概论》（杨立志，2008）是较为全面、

系统论述武当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武当论道—武当大兴 600 年纪念论文集》（杨

立志，2015）则是一部融合武当研究较新成果的综合著作。武当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武当

文化的外译奠定了基础。

2  武当文化的译介现状

武当山因道而建，更因道而兴。也可以说，武当文化是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吸收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与汉水地域文化有机融合于一体的得天独厚的特色文化。鉴于此，

武当文化译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中国道家文化的进一步弘扬与传承。

国内关于武当文化译介的相关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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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译介研究内容由武当武术翻译向武当山旅游翻译研究转移。较早关注武当

山武术词语英语翻译的是杨贤玉（1996）发表的《武当武术词语英语翻译方法初探》。

之后有关武当山武术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自 2012 年开始，武当文化翻译的研究陆续有

一定数量的增加，研究的内容突出表现为旅游文本翻译相关研究。卢茜（2011）、李玉

娟，聂淼（2012）、熊潇（2015）、何建友（2017）等研究武当山景区旅游文本的英译

问题；徐珊、杨铭（2013）讨论武当山中文导游词的英译策略；叶涵宇（2016）以武当

山旅游公示语为例，在“看、易、写”原则下分析武当山旅游文本的具体应用问题；蒲

轶琼（2013）则基于景区英文简介材料分析了模糊语言的语用问题；袁艳玉（2013）在

其硕士论文中则针对武当上景区旅游资料的中文原文及英文译本对照分析提出具体的翻

译策略；张正荣、彭涛（2014）以武当山特区政府英文官网为例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

度，首次以生态学为视角探讨了如何准确将武当山的文化内涵译成英文的原则问题；李

雯筑、刘晋斯（2015）注意到武当著名的宫观等历史性建筑缺乏统一、权威的英译本，

武当山景区人文景观介绍的英译不尽人意，探讨武当山人文景观英译等问题；祝东江、

陈梅（2015）针对武当山旅游对外推介中英语翻译资料存在的诸多问题，探讨翻译策略

和翻译方法的具体应用，以期实现“文化传真”（祝东江、陈梅，2015：135）；彭小燕、

祝东江等针对武当旅游国际推广中的翻译现状做了分析和展望（彭小燕、祝东江、何建

友，2018）；余倩倩（2017）则以武当文化外宣的纪录片《太和武当》英文字幕翻译为

例探讨翻译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

上述关于武当文化外译的研究相比武当文化深厚的内涵而言，其研究内容仍然有

待拓宽。鉴于此，杨贤玉、杨荣广（2012）两位研究者尝试从武当民间文化研究着手，

以武当山民间故事为研究文本，解读研究武当文化更多内涵外译问题；张正荣、胡立清

（2017）关注到武当武术文化对外交流的现状问题，以武当武术英文网站为例提出武当

武术文化对外推介的对策。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武当文化外译的研究范围。	

第二，译介研究视域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目的论视域（李玉娟、聂淼，

2012；袁艳玉，2013；肖鸾，2014；祝东江、陈梅，2015；熊潇，2015），功能翻译

理论视域（徐珊、杨铭，2013），生态翻译学视阈（张正荣、彭涛，2014；余倩倩，

2017），实用文本视域（何建友，2017），平行文本视域（卢茜，2011），语用视域（蒲

轶琼，2013）。当然，也有个别研究者关注到武当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从旅游英语教学

创新研究角度，以武当文化为例探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地方文化渗透性问题。杨贤玉、

杨荣广（2012）在《仙山碧水—武当山民间故事选译》一书中以翻译作为手段，将民

间文学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探讨武当文化译介问题。

彭小燕、祝东江、何建友（2018）从文化自觉、功能目的论、跨文化交际三者相结合的

视域探讨武当旅游文化翻译策略问题。总体看来，上述研究从语言学、翻译学视角研究

武当文化译介的居多，从道教文化以及跨文化传播视角研究武当文化译介的不多。	

与此相比，国外关于武当的相关学术论文研究则显得数量明显偏少。EBSCO 外文

检索显示：关于武当山的外文文献 2007 年以前完全没有，2007—2019 年的总数量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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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8 篇。其他检索如 CALLIS 外文期刊库检索显示，1993—2019 年仅有 31 篇与武当

有关的文章。Springer	 link 外文数据库检索显示文章数量稍多些，共有 125 篇，其中纯

英文的有 123 篇，另外 2 篇为德文。		

纵观目前国内外武当文化译介研究学术论文，无论是早期研究还是近期研究，鲜有

见于核心刊物者，专著类译介数量也明显不多。在国家大力提倡中华学术外译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本逐渐增多，有关武当文化学术著作的外译著作数量

却极其有限。CALIS 联合书目数据库显示，截至 2020 年，与武当文化有关的各类中外

著作共计 553 部，其中，韩语著作 2 部，英语类著作仅 13 部。13 部英语著作中，1 部

为文学译介，2 部为武当道教文物译介，1 部为道教文化译介，2 部为道教建筑译介，

5 部为武当风光译介，仅 2 部为武当文化翻译专题研究：《仙山碧水—武当山民间故

事选译》（杨贤玉、杨荣广，2012）、《武当山英文导游辞研究与创作》（张正荣，

2013）。这一数量较武当文化研究专著的总数量相比相去甚远。武当文化译介的专著研

究无论从内容深度、研究层次还是数量上都亟待进一步提升。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

大武当文化译介研究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武当文化经典典籍译介研究欠缺。典籍是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资

料，典籍外译是弘扬和光大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有译界学者指出：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关注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许钧，2017）。在论及典

籍英译的重要性时，有学者强调：“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典籍英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能让世界人民了解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

明，并从中汲取可供本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严晓江，2019：71）广大外译工

作者应充分认识到典籍外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辛红娟，2017：11）武当文化的博

大精深首先反映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上，如武当道教典籍、武当医术典籍、武当武术典

籍、武当文学典籍、武当道教音乐典籍、武当养生典籍等。上述典籍虽存世不多，但流

传下来的当属武当文化精华。从统计来看，目前似乎尚无任何关于武当文化典籍外译的

专著研究。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经典外译恰恰是国家大力支

持开展的一项工作。

不仅如此，武当文化外译的语种也不多。文化外译的主要媒介之一是语言。在提

及中华文化外译时，有关专家提出“以多语种的方式开展中文典籍和其他作品的外译工

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典籍和作品互译工作，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

译介工作的重点”。（王广禄，2019）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动下，中华文

化外译的语种已从单纯的英文逐步拓展为以联合国通用语种和“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

家的语种，这无疑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扩大了影响。然而，从目前国内已知的出版信息

看，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学术专著，反映武当文化外译的语种基本上还是以英语为主，

其他外译语种很少。因此，中国要想进一步弘扬武当文化外译研究，加强和重视英语以

外的小语种外译无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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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当文化的译介策略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

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倡

将	“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魅力”作为“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2014）武当文化由来已久，其对外交流也日渐频繁，

但武当文化译介研究的步伐似乎缓慢得多。武当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绝不止武术交流或者

旅游翻译这么简单。围绕武当文化的内涵，武当文化的译介研究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

做。具体而言，以武当文化作为道教文化的重要分支承载着弘扬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使

命，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译介工作完全可以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

方向上进一步突破。	

第一，借鉴国内外译介学相关理论，由当前武当文化以译者为中心的目的语文本翻

译策略或者文字转换技巧研究转向以文化外译输出的目的语文化认同或是否接受为中心

的研究。许钧（2017：10）指出：“……译介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

中华文化能否真正为世界文明发展带来新的价值，也涉及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文明对

话。”更有学者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符我们在进行文化外译选题时，往往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决定中符并

没有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对翻译的社会需求”，并据此认为现在的中华文化外译应“从

最开始以原语文本为导向的‘怎么译’，逐渐发展为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问题”，而

译介是否能主动为目的语国家引介取决于中国文化中是否“有能为目的语国家服务的元

素”。（陈月红，2017：1）从文化外译的接受者角度—寻找武当文化与目的语文化

的切合点出发来研究武当文化外译，顺应当前中华文化外译的潮流。除了旅游、武当功

夫之外，还有哪些涉及武当文化的内容是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可能普遍感兴趣或者

能产生文化共鸣的方面是值得进一步通过外译推介的？这些仍有待武当文化外译研究者

进一步挖掘、整理、传播与弘扬。

第二，武当文化译介应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多视角问题。前面提到，武当文化以道

教文化为核心，涉及历史学、宗教学、医药学、建筑学、民俗学、养生学等诸多方面。

因此，从多视角、跨学科角度研究探讨武当文化外译的发展与传承问题极为必要。目前

的武当文化译介除了从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其他学科视域之外，提倡从宗教学、民俗

学、传播学角度讨论武当道教信仰、道教与民俗翻译问题并与国外其他宗教、民俗进行

比较，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人们甚至还可以从语用翻译学、符号标记

学视角解读武当道文化在翻译中的若干问题等。

第三，引入“大翻译”理念，重视武当文化经典典籍译介。“大翻译”是罗选民教

授针对典籍译介提出的，他指出：“‘大翻译’指通观之下的语符翻译，其对象是中国

典籍，阐释、翻译和文化意象建构是这一活动的目的。”他还倡导“通过‘大翻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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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文化典籍得到多重阐释，覆盖目的语文化的各类读者，并有可能最终融入目的语文

化，成为异域的文化经典”。（转自李文婕，2016）武当山自道教传播以来有不少存世

典籍，这些无疑是武当文化的精髓、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宝库。武当道教文献自周朝至

今颇有存世经典之作。但是截至目前，国内外还缺乏关于此类典籍的外译著作。在道教

文化已经逐步为海外所接受的背景下，如何研究这些武当道教相关典籍的外文翻译对武

当文化向世界武当传播意义重大，这也是武当文化译介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第四，依托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等科研机构以及武当道教学院等高等教育资

源，整合武当文化外译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专门的武当文化外译研究基地。一方面努力

培养一批专门的外译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武当文化外译队伍；另一方面，积极通过

外译系列规划项目指定课题的招标，重点、系统有序地推进武当文化外译的进度，逐步

通过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武当文化外译项目将武当文化的精髓推向海外。同时，可尝

试建立武当文化海外传播学院，通过武当文化海外教育的方式弘扬中华武当文化，进一

步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文化话语地位。王雪莹（2020）指出：“在中华文化‘走出

去’向纵深推进的当下，中国应从四个方面先行建设：深化人文项目交流、拓展图书海

外流通、提高外译翻译质量和推广汉学教育事业。”此建议同样适用于武当文化的海外

传播。学术出版物只是武当文化外译推介的一种方式，通过更多的方式可以加快武当文

化的外译传播速度，提高武当文化外译传播的效果。

4  结  语

习近平（2013）总书记在论及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提出“四个

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

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

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

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武当文化无论作为道教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意义不言而喻。武当文化走

向海外必须要顺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通过武当文化的

译介将中华道家文化进一步传承与弘扬。译介工作者不仅应当密切与国内武当文化研究

者的合作，以武当文化研究会这类机构为依托深入探讨武当文化的海外传播问题，还要

通过译介研究进一步加大国际研讨，依托海外武当文化研究机构深入讨论研究武当文化

的传播问题。武当文化的译介与传播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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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Q 正传》俄译本文化负载词的
翻译策略研究 1

◎张会园  赵  燕

1  引  言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2004）曾提出：“文化是一个复

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

的任何其他知识和习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助语言，文化得以记载、传播和延

续。只有通过语言交流，人们才能了解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和世界。同时，文化是语言的

基础，语言形式以社会文化为基础，没有文化知识很难学好一门语言。此外，文化推动

语言的发展。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会出现一些新词，语言会不断丰富。一般来说，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

际活动。它不但涉及语言之间的转化，而且涉及文化之间的迁移。所以，译者在翻译中

应更加重视文化因素。而文化负载词是民族文化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中俄之间存在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翻译两国作品的难点，该问题在文学作

品中尤为突出。

鲁迅作为绍兴籍文化名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写作特点是运用幽默讽刺

的语言描写沉重黑暗的现实。《阿 Q 正传》是鲁迅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是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佳作。该作品在揭示社会黑暗、讽刺国民劣根性的同时，通过其中蕴含

的文化负载词传达了中国文化。

本文选取《阿 Q 正传》的两个译本，即王希礼（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cильев）

和罗果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гов）的译本，通过对其中生态、文化、社会、宗

教、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收获中国文学作品中文

化负载词俄译的翻译策略研究成果。

1　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重点课题评“21 世纪鲁迅在俄罗斯

的译介研究”（13557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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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 Q 正传》概述及其俄译本翻译状况研究

2.1  《阿 Q正传》概述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创作于 1921 年 12 月，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该作品被认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故事以 1911 年辛亥革命

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阿 Q 的生活。他每天过得浑浑噩噩，漫无目的。面

对欺凌和歧视，他从未想过要抵抗，每次遇到困难都通过自己特有的“精神胜利法”寻

求心理平衡。每当现实中出现令他受窘的事情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于过去他富有的祖

上或者未来他孩子的身上，把祖先和孩子当做一个心灵的避风港，把失败和羞耻转换为

合乎情理之事。现在“阿 Q 主义”和“精神胜利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与此同

时，鲁迅先生还通过阿 Q 的形象来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理面貌，当时的中国

人心理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面对现实的悲哀和可悲的“看客”心理。

在修辞风格上，鲁迅像往常一样运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刻画人物的心理特点，使

故事更具有表现力。小说多以短小的段落和句子为主，呈现出高度口语化形式。它有力

地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特点，有力地揭示了当时中国

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

2.2  《阿 Q正传》俄译本翻译状况研究

“第一个《阿 Q 正传》的俄译本由苏联汉学家王希礼于 1929 年翻译完成，并交

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截至目前，《阿 Q 正传》共有 5 个俄译本，分别是：

1929 年，鲍·瓦西里耶夫翻译，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1929 年，米·柯金翻译，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Правдивое 

жинеописание	А-Q》；1938 年，鲁多夫、萧三和什普林岑合作翻译，苏联科学院出版

社出版的《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ю》；1945 年，弗·罗果夫翻译，莫斯科国家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ю》；1955 年，柳·波兹德涅耶娃翻译，莫斯

科国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的《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ю》。这五个译本已经再版发行 20

余次。在鲁迅作品俄译本中，《阿 Q 正传》译本种类和刊印次数是最高的。”（李春雨，

2014：216）

“王希礼在 1924—1927 年曾以苏联驻华总领事馆和苏联驻华武官秘书身份派驻中

国，1925 年在开封军事顾问团工作，结识了奉命去开封做军事团翻译的曹靖华。”（彭

羚、章谊，2011：161）。笔者认为，曹靖华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为王希礼开启中国现代

文学大门的人。王希礼在翻译《阿 Q 正传》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曹靖华的大力协助，

更是通过曹靖华的引荐与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自提点。鲁迅应他请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92648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43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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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于 1925 年为他写了俄译本序言。所以王希礼的译本对于文字的把握还是较为得当

的，小说中的很多典故、引语、俗语、民俗文化词汇等都得到了准确传达。比如，塞翁

失马焉知非福(Старик потерял лошадь, но как знать -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к счастью)、天门

(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角回 (углы)、斯亦不足畏也矣 (одного для страх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在修辞风格上，王希礼的译本尽量模仿原作，译文中几乎没有复杂的复合句，多以短

句为主，所以王希礼译本读来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不仅如此，王希礼在分段方面也刻

意模仿原作。《阿 Q 正传》行文的段落简短，多以人物对话为主，而且叙述性文字篇

幅较短，段落一般只有一二百字。而由于俄语单词要比中文长，与原文同等内容比较，

译文段落看起来会显得冗长。王希礼经常故意将一段俄语译文拆成两段，所以原作 307

段，而译作 410 段。”（李春雨，2014：220）这种处理不仅复制了原作段落带给读者

的那种短小精悍的视觉效果，还使语义层次变得更加丰富。

但是，该译作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译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漏译了原作中的

12 句话（共 304 字）。”（王立业，2018：23）其次，译本存在多处不甚准确的地方，

比如，将阿 Q 的“黄辫子”译为“红褐色的辫子”（рыжая коса），将“画花押”译为

“画圈”（нарисовать круг），第六章中“赵太太慌忙说”被译作“赵太太伤心地说”

（огорченно сказала жена почтенного Чжао），“赵太爷很失望”被译作“赵太太很

失望”（при виде этого, жена почтенного Чжао потеряла всякую надежду），第七章

中“宣统三年九月十四”被译作“宣统三年九月初四”（в четвëртый день девятого 
месяца）等。

罗果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汉学家，是著名的记者和翻译

家。罗果夫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问题，介绍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

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研究贡献尤为突出。笔者认为，罗果夫的译本在

完整性、准确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准，“罗果夫译本被收入国家文艺出版社

1954—1956年四卷本俄译鲁迅全集，并多次入选各大出版社发行的鲁迅选集，自问世至

今在苏俄再版近 20 次。”（王立业，2018：27）不仅如此，罗果夫的《阿 Q 正传》俄

译本还曾在中国出版：上海时代出版社先是于 1947 年出版了其单行本，后又于 1950 年

将其收入罗果夫编译的俄文版《呐喊集》中出版发行。罗果夫译本吸收借鉴了王希礼译

本的很多精确处理，如上文中提到的典故、引语、俗语、民俗文化词汇等，在王希礼译

本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的注释，让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罗果

夫对王希礼译本中存在的大部分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予以修正。比如，前面提到的“黄

辫子”（тусклая коса）、“画花押”（расписаться）。但罗果夫的最终译本中仍然遗

存了少数细节性错误。这些错误多半是译者对汉语词汇语义的理解不够透彻导致的。比

如，将“与其慢也宁敬”中的“慢”解释为“怀疑”（относиться подозрительно, хотя 
и с почтением）；将“又并不叫他洋先生”中的“又并不”理解为“又一次不”（на 

этот раз почему-то не назвал его - господин иностране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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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厘定

3.1  文化负载词

由于中俄两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社会因素等条件的不同，两国的文化也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过程中，有些词汇承载了很多的文化信息，这些

“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没有对应语”（包惠南、包昂，2004：143），

这种词汇即被称为“文化负载词”。廖七一（2000）认为，“文化负载词表示某种文

化中特有的词、短语和习语，他们反映了某个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活动方

式。同时文化负载词具有一定地域和时代的烙印，且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之中，对于另一

种文化是空白，文化负载词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生产生活习惯、行为

规范、价值观念、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等。”彼得·纽马克把文化负载词分为：①生态

文化负载词；②物质文化负载词；③社会文化负载词；④组织、习俗、活动、流程等；

⑤理念、手势和习惯等。（Peter	Newmark：2000）奈达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

①生态学；②物质文化；③社会文化；④宗教文化；⑤语言文化。（Nadi：2007）《阿

Q 正传》中的文化负载词涵盖了物质、文化、习俗、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

3.2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和异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 1995 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归化和异化策略是我们在翻译中

所采用的两种去向，归化是指遵从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策略去向，使译文的内容和形式在

读者对现实了解的知识范围内，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韦孟芬，2015：30）使用归化策略时，一般伴随着意译、替代、添加、简化、省略等

翻译方法。

异化是指遵从文化的翻译策略取向，在翻译中保存和反应原文的文化背景、语文传

统，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该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时，一般使用直

译、音译和加注的翻译方法。

关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一直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归化和异化的翻译

策略都有助于文化传播，翻译时应根据原文题材、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地位、翻译目的

和读者对象的不同，合理地应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胡谷明，2013：52）

《阿 Q 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包含很多的文化负载词，由于中俄两国之

间的文化差异，要想把这些文化负载词完全翻译出来是不现实的。笔者拟参照同化和异

化的翻译策略来分析《阿 Q 正传》俄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17885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68404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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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根据上文提到的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本文从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

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五个方面对文化元素翻译进行

翻译策略的分析研究。

4.1  生态文化负载词

不同民族对自然环境、气候、动植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表达也各有异同，生态

文化负载词传达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和俄罗斯地理位置不同，自然环境存在差异。

俄罗斯属于寒温带气候，而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属于江南水乡。由于两国文化不同，对

动植物的理解也不一样，比如，俄罗斯人遇到黑猫，预示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黑猫

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文化意义。因此，翻译时要特别充分了解该民族的一些文化背景知

识，还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表 1 所示为《阿 Q 正传》中

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表 1  《阿Q正传》两个俄译本中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白盔白甲
белый панцирь и белый 

шлем
意译

белые панцири и белые 
шлемы

意译

癞皮狗 паршивая собока 意译 плешивая собока 意译

忘八蛋
забывшее восемь правил 

яйца
意译 + 注释

забывший восьмое 
правило

意译 + 注释

龙虎斗 битва тигра с драконом 意译 битва дракона с тигром 意译

小乌龟子 мальчишки 意译 уличный мальчишка 意译

六月里喝了

雪水
漏译 вывпил ледяной воды 意译

秋行夏令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выполнение летних правил
意译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выполнение летних 

правил
意译

畜生 скотина 意译 скотина 意译

草芥 сорная трава 意译 сорная трава 意译

老 鹰 不 吃 窝

下食

старый орёл, который не 
ищет пищи подле своего 

гнезда
意译

сторый орёл, который 
никогда не ест около 

своего гнезла
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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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这毛虫 проклятый червяк 意译 волосатый червяк 意译

秃儿。驴…… Плешивый. Осёл 意译 Плешивый осёл 意译

根据表 1 可知，王希礼和罗果夫在生态文化词汇的翻译中都倾向于使用意译或者意

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样可以使译文更具有理解性，适合目的语

读者。

4.2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某一文化群体下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的

各个方面。《阿 Q 正传》中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策略如表 2 所示。

表 2  《阿Q正传》两个俄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褡裢 пояс 意译 пояс 意译

棉袄 ватный халат 意译 ватная куртка 意译

夹袄 рубашка 意译 куртка 意译

皮背心 меховая душегрейка 意译 меховая безрукавка 意译

长衫 длиные халаты 意译 длиные халаты 意译

饼 лепешка 意译 лепешка 意译

馒头 лепешка 意译 круглые пампушки 意译

黄酒 жёлтое вино 意译 жёлтое вино 意译

大洋 Да-ян 音译 + 注释 юань 意译

铜钱 медяки 意译 медяки 意译

元宝 дрогоценность 意译 дрогоценность 意译

角钱 серебряная мелочь 意译 серебряная мелочь 意译

板刀 ножи 意译 стальные мечи 意译

钢鞭 стальная плеть 意译 стальная плеть 意译

钩镰枪 пики с крючком пики с крюками 意译

三尖两刃刀
трехконечные, 

друхлезвийные мечи
意译 трезубцы 意译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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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 黄伞格 ”
的信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письмо 意译
письмо в форме 

«жёлтого зонтика»
意译 + 注释

宣德炉
бронзовая курильница 

времен Сюань-дэ
音译 + 意译

+ 注释

бронзовая курильница 
времен Сюань-дэ

音译 + 意译

+ 注释

旱烟 трубка 意译 трубка 意译

烟管 трубка 意译 трубка 意译

宁式床 кровать ни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意译
кровать нинбского 

образа
意译 + 注释

照壁 стены от злых духов 意译 + 注释
стены, рнпадлающей от 

злых духов
意译

表 2 中的文化负载词：褡裢、棉袄、夹袄、皮背心、长衫属于“衣”，王希礼和罗

果夫都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归化的翻译策略；饼、馒头、黄酒属于“食”，两位译者

也都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大洋、铜钱、角钱、元宝是货币，两位译者多运用归化的翻译

策略；钢鞭、板刀、钩镰枪、三尖两刃刀属于工具，两者也都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

他的物质文化负载词也都以意译或意译加注的方法为主。

综上所述，王希礼和罗果夫在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都习惯用意译的翻译方法、

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罗果夫的意译加注的方法比王希礼多，通过注释，可以让不理解

中国文化的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加深对小说内容的理解。

4.3  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化负载词一般可以体现在称谓、娱乐活动、教育、制度等方面。社会文化负载词

是一个民族特有的，而非该文化环境的人不熟悉的词汇，文学作品会常常用到它们。社

会文化负载词是《阿 Q 正传》中占比最大的、翻译难度较高的。《阿 Q 正传》中社会

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策略如表 3 所示。

表 3  《阿Q正传》两个俄译本中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赵太爷 Почётный Чжао 音译 + 意译 Почётный Чжао 音译 + 意译

张三李四
Чжан-Треттй

Ли-Четвертый
音译 + 意译

Чжан-Треттй
Ли-Четвертый

音译 + 意译

七斤 Ци-цзин 音译 Ци-цзин 音译 + 注释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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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小 D Маленький Ден 音译 + 意译 Маленький Ден 音译 + 意译

王胡 Ван Бородатый 音译 + 意译 Бородатый Ван 音译 + 意译

陈独秀 Чэнь Ду-сю 音译 Чэнь Ду-сю 音译

胡适之 漏译 Ху Ши 音译

麻酱 Ма-цзян 音译 Мацзян 音译 + 注释

押牌宝 играть 意译 играть в кости 意译

赌摊 игральные столы 意译 Игральные столы 意译

桩家 банкомет 意译 банкомет 意译

天门 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 意译 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 意译

角回 углы 意译 углы 意译

青龙 зелёный дрокон 意译 зеленый дрокон 意译

穿堂 средина 意译 сквозняк 意译

人和 человека 意译 человек 意译

举人 Господин ученого 意译 Цзюй-жэнь 音译

文童 грамотей 意译 грамотей 意译

秀才 кандидат 意译 сюцай 音译

茂才 Кандидат наук 意译 сюцай 意译

翰林 академика 意译 Ханьлин 音译 + 注释

状元

лауреа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экзаменов
意译 Чжунъюань 音译 + 注释

洋学堂 инностранная школа 意译 инностранная школа 意译

落第
провалиться на 

экзаменае
意译

провалиться н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экзаменах
意译

衙门 ямынь 音译 ямынь 音译

知县 уездный начальник 意译 начальник уезда 意译

地保 старшина 意译 староста 意译

把总 начальник 意译 командир батальона 意译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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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半寸 полвершка 意译 полуцуня 音译 + 意译

三尺长三寸宽
Три аршина длиной и 
три вершка шириной

意译
Три чи длиной и три 

цуня шириной
音译 + 意译 + 注释

一斤重的 один цзин весом 音译 + 意译 весом около цзиня 音译 + 意译

三更四点 третье стража 意译 после полночи 意译

四量烛
обгоревшая свеча в 
четыре ляна весом

音译 + 意译
свеча в четыерть 

футна весом
意译

一畦 漏译 грядка репы 意译

一百里 сто ли 音译 + 意译 сто ли 音译 + 意译

香一封 пачка курений 意译

пачка 
ароматических 
курительных 

палочек

意译

一注钱 пригоршне денег 意译 деньги 漏译

二百文 двухста чохо 意译 + 注释 двухста медяков 意译

宣统 Сюань-тун 音译 + 注释 Сюань-тун 音译 + 注释

曦皇 Фу-си 音译 + 注释

商是妲己闹亡的
Династия Шан 

погибла из-за Да-цзи
音译 + 意译

Династия Шан 
погбля из-за Да Цзи

音译 + 意译 + 注释

周是褒姒弄坏的

Династия Чжоу 
рухнула благодаря 

Бао-сы
音译 + 意译

Династия Чжоу  
рухнула из-за Бао 

Сы
音译 + 意译 + 注释

董卓可是的确给

貂蝉害死了

Дун-чжо был убит по 
милости Дяо-Чань

音译 + 意译

Дун Чжо был убит 
но милости Дяо 

Чань
音译 + 意译 + 注释

孝敬钱 взнос 意译 подношение 意译

哭丧棒 похоронный посох 意译 похоронный посох 意译

而立之年 “устанавливвается” 意译 + 注释 год у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意译 + 注释

中兴史 история удачи 意译 возрождение 意译

闺中 женские покои 意译 + 注释 женские покои 意译

庭训 домашнее поучение 意译 домашнее поучение 意译 + 注释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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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本家 однофомилец 意译
принадлежить к 
одной фамилии 

意译

（打）嘴巴 дать кому пощечину 意译 дать пошечину 意译

( 谋了他的 ) 饭
碗

（перебивать у него）
кусок хлеба

意译
（отбить у него）

чашку риса
意译

行状 прошлое 意译 прошлые деягия 意译

转折亲
завязать  друже 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意译 перейти к дружбе 意译

表 3 中，张三李四、王胡、小 D、赵太爷属于人名，两位译者都用了音译加意译

的翻译方法；押牌宝、青龙、角回、赌摊属于娱乐项目涉及的内容，两位译者都用了

意译的翻译方法；秀才、举人、状元属于与教育相关的社会文化词，王希礼主要采取

了意译的翻译方法，而罗果夫多用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衙门、知县、地保是与地方

行政相关的词汇，两位译者均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半寸、一畦、香一封等是与度量

单位相关的文化负载词，两位译者在具体常见的度量单位翻译上用了音译的异化翻译

策略，在不常见的度量单位翻译上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与历史相关的文化负载

词，两位译者大多采用音译加意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把归化和异化结合起来，以使

译文达到最好的效果；对于其他的社会文化负载词，两人也都多用意译的翻译策略。

但两者的翻译还是有区别的，比如：

( 谋了他的 ) 饭碗
（п е р е б и ват ь  у  н е го）

кусок хлеба（王译本）
意译

（отбить у него）чашку 
риса（罗译本）

意译

“饭碗”在中文里指的是食物的来源、挣钱的方式。王希礼译本中把“饭”译成了“面

包”，而罗果夫译本中把“饭”译成了“米”。众所周知，面包是俄罗斯人的主食，而

米饭是江南水乡的主要粮食作物。由此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差异。

综上所述，王希礼译本对社会文化负载词更多用音译、音译加注的方法，侧重归化

的翻译策略。而罗果夫的翻译有音译、意译、音译加注、意译加注，注释比王希礼加得

多。笔者认为，罗果夫的注释可以让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更易理解，更加合适。

4.4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与宗教相关的各种人物、观念、仪

式和故事。宗教文化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中

国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

的佛教文化很流行，所以《阿 Q 正传》中存在许多宗教文化负载词（表 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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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阿Q正传》两个俄译本中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尼姑 монашка 意译 монашка 意译

圣经贤传 завета мудрецов и святых 意译 завета мудрецов 意译

道士 даос 音译 даос 音译

静修庵
Монастрь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и 

Очищения
意译

Монастрь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и 
Очищения

意译

小鬼见阎王
Ничтожные грешник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князя ада

意译

Ничтожные маленькие 
чертенки перед лицом кназя 

ада
意译 + 注释

观音娘娘 Богиня Гуань-инь 音译 + 意译 Богиня Гуань-инь 音译 + 意译

生辰八字 рождения 意译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意译

魂飞魄散 Душа вылетела вон 意译 Душа вылетела вон 意译

神仙 святой 意译 святой 意译

赛神
Праздник местного 

божества
意译

Праздник местного 
божества

意译

土谷祠 Храм Земледелия 意译 Храм Бога земли 意译

阿弥陀佛 о, боги 意译 амитофо 音译 + 注释

三教九流

тр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шклолы 
и девят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чения
意译 + 注释

тр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школы 
и девят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чения
意译 + 注释

根据表 4 可知，王希礼和罗果夫对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都倾向于意译的方法、异

化的翻译策略，旨在让读者清晰地明白原文的内容。罗果夫版本的注释比王希礼多，在

翻译的过程中，把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让俄语读者理解得更透彻。

4.5  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俄语属于印欧语系，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语言文

化。《阿 Q 正传》中有许多典故、俗语、拟声词、专有名词都是翻译的难点。《阿 Q

正传》中语言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策略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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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阿Q正传》两个俄译本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 王希礼译本 翻译策略 罗果夫译本 翻译策略

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

Старик потерял лошадь, 
но как знать -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к счастью

意译 + 注

释

Старик потерял лошадь, но 
как знать -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к счастью
意译 + 注释

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

Из тре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пороков наибольший - не 

иметь потомства
意译

Из трех видов непочитания 
родителей наихудший - не 

иметь потомства
意译 + 注释

若敖之鬼馁而 Дух Жо-ао голодал 意译 Дух Жо Ао будет голодать 意译 + 注释

飘飘然 словно 意译 Вот-вот 意译

断子绝孙 Бездетный 意译 Бездетный 意译

短见 самоубийства 意译 Убивать себя 意译

假正经 ложн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意译 Ложная добродетель 意译

士别三日便当

刮目相看

Когда ученый отлучится 
из родной деревни хотя бы 
на три дня, встречать его 
надо с особым почетом

意译

Когда ученый удалился из 
родных мест хотя бы на три 

дня, встречать его на до с 
особым почетом

意译

男女之大防
Принципа “разделения 

полов”
意译

принципа “разделения 
полов”

意译

敬而远之
Уважай, но держись 

подальше
意译

Почитпть, но держаться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意译

名不正言不顺

Если название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то и не 

послушны
意译

Если название неправильно, 
то и слова не повинуются

意译 + 注释

斯亦不足以畏

也矣

Оного для страх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意译
Сие тело н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страха
意译 + 注释

“咸与维新”

的时候

настало время всяких 
обновлений

意译
наступление эпохи 

всеобще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
意译

不能收其放心 Не смог себя сдержать 意译 Не сумел сдержать себя 意译 + 注释

大失体统 Неприли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意译 Неприли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意译

仇人相见分外

眼明
сверкать из глаза 意译

Когда встречаешь врага, 
глаз становится зорким

意译

君子动口不动

手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 
рассуждает ротом, а не 

руками
意译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 
рассуждает ротом, а не 

руками
意译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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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看到，王希礼的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使用意译的方法较多，倾向于归

化的翻译策略，罗果夫也多使用意译或者意译加注的方法，两者的译本相差不大，但是

罗果夫的译文注释多，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

5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对文化负载词、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解释，并以《阿 Q 正

传》的两个俄译本为例来分析。从译本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翻译是没有固定标准的，特

别是文学翻译。要根据译者的背景、翻译的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并不是两

个相对的概念，两者也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译者想要翻译好任何作品，

单纯地使用某一翻译策略都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要以翻译目

的为依据，以期得到最好的翻译效果，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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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其价值 1

◎蔡苏龙

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

中国近代史和华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重大课题。国内外学者重视和关注华侨群体

与近代中国的关系问题研究，就是由于华侨群体在近代中国以及侨乡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所起的作用。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及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分析目前的研

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价值。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1  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有关华侨与近代中国关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发端于晚清民初

华侨的价值被发现以及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1905	年，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

人传》以比较研究的学理性思考，提出晚清政府应当仿效西方，支持海外华侨殖民的建

议。1910 年，“羲皇正胤”在《民报》上发表《南洋华侨史略》，对中国人海外移民

到南洋发展的历史脉络做了梳理。但他们都持“华侨殖民论”，把西方“殖民”与中国

谋生性的、和平性的“移民”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淆，缺乏学科角度的理性分析。

20 世纪 20—40 年代，华侨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批颇

有影响的学者和论著。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力图从全球视域来记述

海外华侨的活动情况，指出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方面。此外，他还将海

外华侨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视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抢夺和控制南洋的过

程。1931 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何汉文的《华侨概况》分别论述了“华侨之状况”“华

侨之问题”和“中国与华侨”，并对世界各地的华侨概况和排华问题做了探讨。温雄飞

的《南洋华侨通史》，刘继宣、束世澂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陈达的《中国移

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1929 年，英文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和《华

南侨乡的移民社会》（1940 年，英文版），陈里特的《中国海外移民史》这些作品详

尽地梳理了南洋华侨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侨汇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较为突出。郑林宽

1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	“华侨群体与温州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19NDJC283YB）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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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建华侨汇款》、姚曾荫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以统计方法估量侨汇数额，从经

济学的视角肯定侨汇的经济作用和价值，对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

系的研究具有价值。在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的实践中，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给予有

力支持，民国后华侨群体与辛亥革命研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代表性的著作有胡汉民的

《南洋与中国革命》（1932年）、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冯自由的《华

侨革命开国史》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研究出现新局面。华侨群体移民

出国原因、海外华侨在国内和侨乡社会投资、华侨群体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与侨乡社

会关系研究备受关注。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了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该书是研究近代华工移民出国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大型资料工具书，内容涉及华工出国背

景和原因、晚清时期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华工境遇和反抗斗争以及华侨群体在经济

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等。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采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

契约华工制产生、发展，华工在海外的不幸遭遇和历史影响做了阐述。庄为玑、林金枝

等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资料汇编的基础大多来源于对国内侨资

企业的实地调查，图书、报刊和档案整理，汇集了 1871—1949 年海外华侨在福建、广

东和上海经营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的

珍贵原始史料，为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李文海、夏明

方、黄兴涛等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华侨卷》收录了民国时期有

关华侨方面的社会调查 10 篇，是研究民国时期南洋华侨与近代中国问题的重要参考史

料。华侨与祖居国的关系和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直是中国大陆侨史界研究的重要课

题。关于华侨对近代中国的侨汇、捐赠、投资等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林家劲的《近代广东

侨汇研究》、李良溪主编的《泉州侨批业史料》（1994 年）、黄清海主编的《闽南侨

批史记述》（1996 年）、杨建成主编的《侨汇流通之研究》(1984 年 )、王炜中等的《潮

汕侨批简史》（2007 年）等，这些研究以统计的方法测估侨汇数目，从经济学角度肯

定侨汇的经济功能。林金枝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1983 年）、《近代

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1988 年）客观地论述了华侨群体在近代中国投资兴建企业

的背景、特点、发展变化以及地位和作用，对研究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互动

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林金枝、李国梁、蔡仁龙等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以中国史和世界史发展变化为背景，论述了近代华侨群体移居海外的原因和经过、

在海外艰苦创业和开发侨居地的贡献、在海外的不幸境遇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爱

乡”观念的形成。任贵祥的《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期间华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该书利用了大量侨务档案及报刊等新资料，把

中共党史和华侨史等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具有创新性。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

系》回顾了华侨华人与祖居国的历史联系，对海外华商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国大陆及家

乡的投资原因和动机做了客观的分析。周聿峨、龙向阳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最后

一章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华侨与晚清外交近代化做了初步探讨。高伟浓的《清代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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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传承新探》一书以清代作为研究的时

间维度，以越南、暹罗、菲律宾等十个东南亚国家作为研究的空间对象，从迁移、谋

生、社团和文化四个维度阐述了这一论域内的华侨移民概况。该书角度新颖，史料充

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华侨群体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与其祖籍地（与侨乡）的关系。近代侨乡社会研究

是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的一大重点领域。孙谦的《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

（1999 年）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重点考察和分析了清代华侨回国对闽粤社

会变迁的影响。郑一省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

系研究》探讨多重网络的内容、结构及其在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中的作用，提出了

闽粤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互动的“多重网络”分析框架。肖文燕的《华侨与侨乡社会变

迁：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个案研究》选取梅州客家地区为研究区域，从社会变迁的视

角 , 以个案的方式考察华侨在侨乡经济、教育文化和民俗等领域的活动情况，力图揭示

海外华侨作用下的侨乡社会变迁以及海外华侨在其中的影响力 , 并对客家华侨群体特质

进行剖析。袁丁的《北美华工与近代广东侨乡社会》（2016 年）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精选，围绕北美华工与广东侨乡社会在历史演变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对深入了解

北美华工在他乡奋斗发展的历程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演变具有学术价值。徐华炳的《温

州海外移民与侨乡慈善公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温州海外移民的历史进程及各阶段的特

点，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个案剖析，阐述温州海外移民爱国爱乡的行为动机、活动事

迹和社会价值等，从中佐证其群体性特征，但对近代温州华侨群体慈善捐赠的动因和特

点缺乏社会学的分析。

1.2  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国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华侨文化、华侨经济和民族认同以及华侨与近代中国关

系等问题。1879 年，英国殖民官员沃汉（J.	D.	Vaughan）的《海外华人的行为与习俗》

论述了海外华人婚丧嫁娶、各种节日以及生活习惯、娱乐活动、华文教育和吸食鸦片等

问题。1909 年，美国学者古里杰（M.	R.	Coolidge）的《华人移民》从历史学和社会学

角度探讨了在美华侨的情况。1925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学者宓亨利的《海外华人

的地位及其保护》一书讨论了海外华侨的地位及护侨问题，这是第一部从国际关系视角

来考察华侨问题的作品。英国维克多·布赛尔（Victor	Purcell）的《东南亚华人》（1951

年）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述了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发展概况，内容涉及中国文化背景、

清朝侨务政策和闽粤移民海外原因等。美国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泰国华人

社会：历史的分析》（1957 年），全书共分 9 章，其中两部分论及华侨社会内部的区

别以及华南海外移民原因。该书中提出的同化论，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加拿大魏安国

（Edgar	Wickberg）的《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1965 年）认为 19 世纪

晚期是近代菲律宾社会和经济形成的时期，华侨正是于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强大崛起的。

该书中提出的民族融合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人类学家莫理斯·弗里德曼（Mau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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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man	）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和婚姻》（1985 年）讨论了华人移民南洋的社会背

景以及传统家庭组织的演变和华人社会的特质，提出了有关文化变迁的发人深思的问

题。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23] 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相结合，从他者的视角，考察和研究华人独特的移民模式和移民体

验，强调世界现代历史演化进程中华人移民发挥的突出作用和影响。此外，还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了新的解读。

日本学者重视华侨移民、华侨经济及其与中国经济、政治联系的研究。长野朗的

《支那民族之海外发展：华侨之研究》（1928 年）内容涉及华侨移民和分布、华侨经

济势力、华侨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等。福田省三的《华侨经济论》（1939 年）论

述了华侨的意义、移民原因及历史演变，华侨经济基础，南洋华侨经济地位和作用以及

中国、日本与华侨经济的关系。书中对南洋华侨资本额和华侨经济作用的分析颇有独到

之处，但其立场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辩护。内田直作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和经

济》（1939 年）一书使用了大量的海外华侨社会社团组织和会馆出版的各种材料，对

海外华侨社会“帮”的结构和形态做了研讨分析，着重考察了海外华侨社会社团组织和

会馆与华侨经济体系以及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联系。吴主惠的《华侨本质的分析—华侨

的社会学研究》	[24] 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华侨的本质，对华侨形成及其原因，华侨

社会的构成状况及本质，华侨的意识基础和精神，华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等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认为华侨只要不失掉其本质，侨心就会存在，华侨群

体的基本特性就有发挥能量的时机。须山卓的《华侨经济史》（1972 年）对“华侨”

一词的起源、契约华工和华侨秘密社会等都有独特的研究。

海外华人和华裔学者是从事华侨问题及其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比较活跃的一支队

伍。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的《中国与海外华人》（1994年）和《天下华人》（2016

年）集中讨论和研究了中西交通史上的华侨、马来亚华侨和海外华人研究的理论问题以

及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关系等。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颜清湟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有中文译

本，如《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76 年）、《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

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1985 年）等。他在《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

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一书认为晚清政府采取了保护海外华侨的

政策，由于清朝脆弱的国际地位，使这种保护并不成功。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关于海

外华侨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方面的论文。新加坡夏诚华的《近代广东侨汇研究 (1862—

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1992 年）从区域角度阐释侨汇功能，对华侨

与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2  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注华侨经济、文化与民族认同及其与近代中国的经济联系

等问题，重视从个别区域或国家入手 , 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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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对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领域则集中在对华

侨群体的移民、海外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海外华侨的捐资和投资、侨汇以及海外

华侨与近代侨乡社会关系等问题。近年来，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有了长足的进

展，华侨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已从传统的史学领域转向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纯学术

研究向政策性和咨询性研究拓展，从狭隘的“中国中心论”立场转向海外华人的立场来

进行研究，这些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研究机构和研究人数也不断增多，国

内外学术互动交流活动频繁，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相继问世，先后推出了一

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丛书、经济丛书、丛刊、各地侨乡华侨志丛书、华侨经济年鉴和涉

侨档案等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丛书和资料，还有几百种专著、译著和资料集相继出版，

主要有周望森主编的《浙江省华侨志》（2010 年）、福建省图书馆主编的《民国时期

福建华侨史料汇编》（全 15 册，	2016 年）、福建省档案局主编的《福建侨批档案文献

汇编：第一辑》（全 25 册，2017 年）等。此外，一些侨史学者对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

的关系以及国家认同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总而言之，华侨群体与近代

中国关系的研究从原来比较重视传统史学模式，并带有较深的政治色彩，发展为现在多

种形式、方法和跨学科交互渗透运用，学术性重于政治性的可喜局面。无论是研究运用

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指导思想、理论概念，还是研究团队的构成和素质，都有了显著的

变化，并且大有向多元化和创新性方向发展的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从跨国主义和社会转型的视角，把华侨群体与

近代中国关系研究置于全球化进程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去考察；二是对近代华侨

群体的分层与阶层变动的经济基础和类型结构缺乏社会学视野的考察与研究，特别是对

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侨世族缺乏跨国主义角度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及学理性的阐释，长

于详细阐述史实，而忽略理论的分析，缺乏历史规律的探索；三是对华侨群体与近代中

国跨国互动的背景因素及其内部运转机制缺乏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深刻认识和阐

释；四是对与近代中国跨国移民的兴起及特点密切相关的领域和背景因素，如移民制度

变迁、社会心理、宗族组织形态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等，缺乏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层次分

析；五是对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侨务政策立法、工作方针和策略以及实

现路径和华侨群体参政议政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有必要从跨国主义和社会转型

的视角，把握宏观与微观、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原则来开展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

的探讨和研究。

3  研究意义及其价值

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从跨

国主义和社会转型的视角，将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置于多元共生的区域社会体系、

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与跨国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理解以“侨”为基础的地方

流动性与区域社会生态，有助于丰富和开拓华侨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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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史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拓宽了社会史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史与社会

史的结合、区域史与全球史的一体等方面，为近代社会史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随着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如何将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

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是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及其侨乡社会等研究方向和学术取

向。从区域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华侨群体跨

国实践活动，将跨国移民行动置于更为广阔的结构性背景下，去理解其行为的实质性生

活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探寻地方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与传统跨国移民路径的内在关联，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跨国移民与跨国实践的多重互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这

一课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对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中国现代化史以及跨

国移民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既可以拓展对近代中国社

会转型研究加以理解的历史维度，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地方

化到全球化的历史转变的另一类型和模式。

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历史意义，还有现实意义，同时可以为华侨群体对近代中国

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提供一个解释。就发展中国家和以农业为本的国家而言，

现代化首先应该是工业化。反观历史，在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商办

企业，华侨群体是投资的先驱和近代中国侨乡民族企业的开拓者。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的引进和导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侨乡社会经济的转型。近代中国地方民族工

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史上都深深地刻有他们的印迹。华侨群体在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

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中

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了桥梁和建设性的作用。今天中国侨乡社会现代化取得骄人的成

就，一大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跨国移民群体的作用和影响。这不但在于规模庞大的华侨

群体曾在历史上对中国及其侨乡本土的社会发展进步起到过特殊作用，更在于华侨华人

群体迄今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宝贵的海外资源。研究这一课题对增强华侨华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国形象在海

外的传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4  结  语

从近年来笔者从事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以及侨乡社会研究的经验来看，未来拓展和

推进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领域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任何的

历史研究都基于丰富的资料，需要深挖史料，在全国各地侨乡档案馆和图书馆、英文报

刊中寻找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研究的相关原始资料。当然，还需要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和各地侨乡社会政府报告等官方资料中寻找线索。第二，研究视域的宽度决定研究的

高度，需要将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置于全球史、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史、国际移

民史的多重维度中研究考察，注意近代中国、侨乡社会与侨居地的跨国互动联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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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和侨乡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历史发展演化给

华侨群体带来的影响，努力超越既有的华侨史研究路径，注重从全球史和区域社会史的

角度进行横向比较与分析。第三，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史学理论研究的变化以及华侨史研

究的新领域、新动向和新方法，关注华侨女性史、华侨生活史、全球环境生态史，当前

研究较少、较新的议题以及新文化史学等。在继续利用和挖掘新材料，加强系统性研究

的同时，从综合、比较和创新的视角，把握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量研究与定性

研究等原则来开展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这样才能在理论和宏观性研究上有所

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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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汉语言差异看中介语偏误及其对
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1

◎肖小燕

1  引  言

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费时低效，出现了高词汇量与低交际能力的强烈反差，同

样的偏误反复出现，“哑巴英语”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完全违背了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才

培养目标。学生习得的大量语言知识仍然处于“惰性知识”的阶段，输入难以转化成

输出，语言的流利度较低。笔者对此深感困惑与压力，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反思迫在

眉睫。

笔者在长期的英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学生存在反复使用同一英文词汇或句子和

表达不当的现象，而问题的出现或多或少与汉语和英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区别而造成

的语言负迁移有关。笔者收集了学生使用英语过程中出现的偏误，并对这些偏误进行了

分析和总结。笔者将利用中介语偏误及英汉语言差异对比研究的相关理论对这些偏误进

行深入分析，提出应对策略，进行教学反思。

2  文献综述

2.1  英汉语言差异

国内对英汉语言差异的对比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898 年的《马氏文通》。中国英汉

语比较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刘重德将国内的英汉语言差异的对比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

年至 1949 年为第一阶段，1949 年至 1976 年为第二阶段，1976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第

一阶段的突出成果有严复的《英文汉沽》，赵元任的《英汉语调初探》以及吕叔湘的

《中国人学英语》。第二阶段英汉语言差异的对比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1977

年吕叔湘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国内关于英汉语言差异的研究才又重新繁荣起来，

1　本文系 2019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从英汉语言差异看中介语偏误及其对大学英语教
学的启示”（项目编号：N2019024）结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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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多。（周郑峰，2010：101）

中文和英语两个语言系统在词汇、语法、句法等各个层面存在巨大差异，英语是形

合语言，词的形态丰富，需通过词尾的曲折变化来表现不同的人称、时态和语态。汉语

是意合语言，词的形态较少，无词尾的曲折变化。柯平（2016：10）在其《对比语言学

导论》里指出对比语言学重视语言对比研究的应用价值，重视其作为学习者困难预测研

究数据来源的功能以及对于中介语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尤其是将语言对比研究与偏误

分析相结合，将为迫切想要了解学习者学习状况的教师提供实用的课堂研究工具。

2.2  中介语

将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进行学习的终极目标是希望自己输出的英语最终能够跟目的语

完全一致或无限接近目的语，然而现实是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英语学习者寥寥无几。基于

此，美国语言学家 Larry	Selinker 在 1962 年提出了中介语这一概念，（陈琳，2017：8）以

此来界定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建构的过渡性语言，并在 1972 年对中介语这一概念给出了

详细的定义。中介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是学习者努力输出目的语的结果，但它不同

于目的语。（Selinker，1972：210）二语习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

步到位的，中介语将二语习得的漫长过程看成一个连续体，还原了中介语向目的语靠近的

路径。

2.3  偏  误

中介语反映了英语学习者目前所处的英语水平，偏误是中介语的一大特征，对中介

语偏误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中介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而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偏误即

中介语中偏离目的语的部分，	它不同于错误，是中介语中规律性的反复出现的偏离目

的语标准的现象。

Corder	（1967：	165）认为，偏误有三方面的价值：首先，通过对偏误的系统分析，

教师可以知道学生距离学习目标前进了多少，还有什么是仍然需要学习的；其次，偏误

为研究者提供了语言是如何学习或习得的证据；最后，偏误对学习者而言是不可或缺

的，因为偏误是学习者检验自己所理解的目的语规则的一种方法。

偏误不仅存在于外语学习过程中，在儿童的母语习得过程中也充满了偏误，而这并

未成为儿童母语习得的障碍，反而刺激着他们语言习得的内部过程，为他们习得的最终

完成提供了大量的锻炼机会。（杜小红，2003：74）偏误体现了语言的活力，激发了儿

童的语言创造力。儿童往往能自行更正偏误，逐渐习得标准的母语。

3  偏误分析

偏误分析中重要的一环是对偏误的解释，需区分语际偏误和语内偏误，语际偏误是

来自母语的干扰，而语内偏误则是来自目的语内部的干扰。（杨勇，2017：64）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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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经过深入的分析发现，语内偏误固然主要是因为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不够而引起的，

但也或多或少受到中文负迁移的影响，跟中英文之间语言标记性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很大

的关系。对中介语偏误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中介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而认识二语习得

的过程。

以下将以学生在使用已经学过的英语词汇和短语进行输出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为例

进行具体分析。这些单词和短语都是教师在综合英语课当中详细讲解过的，教师要求学

生在不使用字典的情况下用这些新词和短语进行造句。笔者对这些句子当中存在的偏误

进行了分析、整理和归纳，发现了以下四类主要的偏误。

3.1  词义混淆

例 1：You	should	complement	 the	goods	 that	had	been	sold.	 (You	should	 replenish	 the	

goods	that	had	been	sold.)

例 2：Growing	up	is	a	painstaking	thing.	(Growing	up	is	a	painful	thing.)

例 1 混淆了 complement 和 replenish 两个词的意思，表示对用完或售完的物品补足应

该用 replenish，而 complement 并不仅仅是对物品数量的增补，而是补充之后更加完美。

例 1 对 complement 的错用很可能来自其中文释义“补充”，但如果学生在学习该词的时

候能够读一读它的英文释义就该知道 complement 意思的内涵“to	add	to	sth	in	a	way	that	

improves	 it	or	makes	 it	more	attractive”“if	one	 thing	complements	another,	 they	make	things	

better	together”。而且在具体的例句当中 complement 一般也不能简单地翻译成“补充”，

如 The	team	needs	players	who	complement	each	other（球队需要能够相互取长补短的队员）

中 complement 应该翻译成取长补短。根据不同的语境，complement 大致相当于中文当中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锦上添花的意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complement 和“补充”在

语义上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实际上，在词义上完全对应的英汉语词汇数量是非常少的，

绝大部分的词汇都只是部分对应，在内涵外延或使用范围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根据标

记理论，“补充”这一汉语词汇的使用要比 complement 这个词宽泛的多，是无标记的，

而 complement 是有标记的，容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干扰，造成偏误。

例 2 混淆了 painstaking 和 painful 两个形容词的意思以及其相应的名词 pains 和 pain

的意思，我们可以说 Growing	up	is	a	painful	 thing，因为 painful 即是 full	of	pain（mental	

or	emotional	 suffering，痛苦、烦恼）的意思，因而 painful 有充满烦恼、痛苦、艰难的

含义。painstaking	 即是 taking	pains（efforts，努力、苦功）的意思，所以 painstaking

是需要下苦功的意思，根据语境可以翻译成烦琐的、辛苦的等中文，如 typesetting	 is	a	

painstaking	process（排字是一个烦琐的过程）。

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并不是完全对等的，然而学生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学习新词

的时候往往只看词汇的中文解释，不看英语解释，更不看例句。造句的时候完全按照中

文的意思去套用英语词汇，这样完全歪曲了词汇的本来意思，最后输出的句子必然是无

法达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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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第一次碰到一个新词难免会对其含义理解不透彻，很容易跟一些形似或者意

思接近或含义有重叠的词混淆，但随着英语输入的增多，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碰到该词

的次数增加，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就会逐渐丰满起来，由此造成的偏误也会慢慢减少甚至

消失。

3.2  搭配不当

Halliday（1978：82）曾指出，许多偏误都与语法规则和搭配有关。

例 1：She	discarded	her	kid.（She	discarded	the	old	clothes./	She	deserted	her	kid.）

例 2：The	dog	is	uncovered	in	the	house	.（The	dog	is	found	in	the	house	/	The	evidence	

is	uncovered.）

例 1 中 discard 与 her	kid 的搭配是不恰当的，因为 discard 的含义是扔掉已经没有

用的东西，在意思上更接近 throw	away 的意思，它的宾语一般是那些已经用不上或者不

再被需要的东西，如 old	newspapers、packages、expired	 food	or	medicine 等。除了上述

具体的事物，discard 也可以跟抽象的 beliefs、thoughts 等搭配，表示丢弃过时的信念或

抛弃不该有的想法。“抛弃自己的孩子”的正确搭配是 desert	one’s	kid。

例 2 中 uncover 不能跟 dog 搭配，uncover 的含义是找到或发现不为人知的东西或者

隐秘的事件，常跟诸如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city、truth、plot、suspicious	activity、

evidence、secret 等搭配，找到丢失了的东西只能用 find，find 的词义比 uncover 要广，

find 就包含了 uncover	的含义，所以 find 在搭配上的限制要少，可以与之搭配的宾语也

更多。换言之，英语uncover这个词比汉语找到 /发现更具标记性，语义更具体、特殊，

使用范围窄，习得更加困难，容易受到中文负迁移的干扰。

3.3  语法错误

例 1	Every	family	has	a	person	who	is	governing	in	their	families.	(Every	family	has	a	person	

who	plays	the	governing	role	in	it.)

例 2	I	predict	that	he	will	success	someday.	(I	predict	that	he	will	succeed	someday.)

例 3	Did	you	uncover	anything	what	surprised	you?	(Did	you	uncover	anything	that	surprised	

you?)

例 1 中的 governing 是一个定语形容词，字典中有“only	before	noun”这样的说明，

即 governing 只能用在名词前面作定语，不能用作表语。例 2 中 success 是名词，不能用作

谓语。由于汉语的词性区分不像英语那么严格，学生在使用英语词汇的时候常常不注意

其词性，名词用作谓语或者动词用作主语的偏误时有发生。而且很多汉语词汇的词性是

模糊的，如“成功”这个常用词，学生就常常分辨不清其词性，汉语词汇词性的游移加

剧了英语词汇词性习得的难度，导致了很多的英语词性误用。例 3 是定语从句连接词使

用错误，在定语从句当中，当先行词是不定代词时，连接词应该是 that。what 是先行词 +

连接词一体的，承担了 all	that 两个词的意思和句法功能，如“I	was	surprised	by	wh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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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vered.”和“I	was	surprised	by	all	that	you	uncovered.”两个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以上三类偏误可以被归类为语内偏误，主要是因为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不够而引起

的，但也或多或少受到中文负迁移的影响，因为英语和汉语不管是在词汇系统还是在语

法规则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当英语的某些方面比汉语更具标记性时，偏误就更容

易发生。

3.4  中文干扰

根据连接论的观点，母语是二语习得的一个主要障碍，它与二语的差别拖慢了二语

习得的速度。（梁亚兰，2010：89）	语言间的标记性差异度要求学生必须进行两种语

言间标记的区分及转换，如果英汉语某个语言项目均有标记性，即两种语言是用不同的

手段即不同的标记来表达相同又略有差异的语法范畴，则两种标记之间难免发生错综复

杂的纠葛，令学习者难以分辨、梳理和理解。（丁雪欢，2006：87）中文干扰造成了大

量的中介语偏误，学生要经过漫长的纠错过程，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最终习得二语。

例如：This	drug	make	his	disfigure.	(He	was	disfigured	by	this	drug.)

这个句子的偏误来自中文“这个药使他毁容了”的干扰，但英语 disfigure 这个单

词的含义是“使……（某人）毁容”，本身就包含了“使”的意思，是一个使役动词。

使役动词即能够表达“主体使客体发生某种动作或处于某种状态”的使役意义的动词。

（刘莺，1997：42）实际上，中国学生在使役动词的使用方面的偏误相当普遍，这是因

为中文当中使役动词的数量非常少，中文主要是借助“使、令、让、叫”这些使役结构

来实现句子使役的意义的。中英文在使役结构方面的不对等使中国学生过度使用 make	

等使役动词的偏误非常普遍。

这个句子还反映了中国学生容易犯的另外两个偏误：一、该句一般现在时态的选

择是不正确的，表示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应该选择过去时，并且学生在写这个句子的

时候也未注意到主要是第三人称单数，即使要使用一般现在时态，谓语动词 make 的词

尾也应该是有变化的。这类偏误在中国学生，甚至是中国的一些英语教师当中都非常普

遍，这是因为中文当中没有这一类的词尾变化。英语动词有时态和人称的变化，而汉语

中的动词则没有，中文动词无标记，而英语动词有标记，造成习得困难，易产生偏误。

二、his 的误用也体现了中国学生普遍对代词的宾格形式没有很好的掌握，很大原因也

是中文并没有代词的主格和宾格的区别，而且所有格也不是借助词形的变化来实现的，

而是直接在代词后面加“的”。		

4  偏误的应对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习得是学习者和语言材料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主动进行建构的过

程，中介语是学习者语言建构的尝试，尝试的过程必然有失误。英语学习就是一个不断

试误的过程，（魏永红，2004：70）在不断的试误中，学生的中介语在螺旋式上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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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接近目的语。

由于缺乏母语习得的自然语境和大量的语言输入，中介语偏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多

数中介语偏误都是阶段性的，是学习者现有英语水平的体现，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

升以及不断增加的高频次高质量的语言范例的输入，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构建会越来越准

确，同时抽象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到那时中介语偏误就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当然，

这并不是说英语教师对学生中介语的偏误就应该听之任之。相反，只有对偏误进行科学

的分析，教师才能对学生的偏误进行预判，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减少甚至阻止偏

误的出现。	针对上文提到的学生普遍存在的四类偏误，笔者提出了以下的应对策略。

4.1  基于语境的词汇教学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认为语言是抽象程度不同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王初

明，2011：3）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所处的语境，而语言正是为了交际功能而存在的，

脱离了语境，词语的意思就无从谈起。

在教学中要重视语境对新词讲解的作用，新词的教学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对于

新词的意义一定要先用简明扼要的英语来解释词汇，再辅以足够的例句（语境）来加深

学生对词汇意思的理解。如果一个新词涉及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更要在刚开始就告诉

学生，以免学生“自创”受到中文干扰的搭配而导致偏误。如果一定要用中文来进一步

解释新词的时候，一定要给学生提供多个中文的释义，使学生明白一个中文释义并不能

完全涵盖该词汇的所有内涵，根据不同的语境一个词语需要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如果学

生把新词的中文意思和该词的意义完全等同起来，在建构句子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词义混

淆的偏误。

在词汇教学过程中，近义词和多义词都是难点。对于近义词，教师一定要通过例句

解释清楚它们在语义、使用范围、搭配、语体、感情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别。有些近义

词可能还有上下义的关系，或者是普通用词和限制用词的区别，上义词意义宽泛，为无

标记的，下义词为有标记的。教师要按照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即由易入难的顺序进行输

入。对于多义词，教师要帮助学生厘清多义词各个意义的内部联系，尤其要理解其通过

隐喻而实现的词义扩展，准确把握单词语义的外延和内涵。	

4.2  基于构式的语言输入

人们学习知识通常不以分离的方式，而是将更大的单位组合成整体同时学会。即

以构式为具体语言单位整体习得，同时习得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及其功能。（刘正光，

2009：	48）习语可以看成特殊的构式，习语的意义并不是其中各个单词意思的简单叠

加，它是一个整体，必须整体习得。另外，语言输入当中也要包含能够帮助学生获得句

法知识的信息，如动词的论元结构。

即使是生词的讲解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英语存在大量的近义词，这些近义词之间

的语义关系很复杂，单纯的词义辨析并不能很好地帮助学生区分它们，其实很多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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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就是搭配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的搭配界定了它们不同的含义。

所以，词汇教学不能局限在单个词的讲解，而应该以词块或构式的形式进行，

提高学生对不同的搭配限制（固有搭配、特别搭配、期望搭配、优先搭配）（章宜

华，2012：239）的意识，促进学生英语构式的固化，帮助他们识别语言使用范例

（example）中的型示（pattern），最终促成学生的语言范畴化和话语图示化，培养英语

语感，这样能大幅度减少不恰当的搭配所造成的中介语偏误。

4.3  基于浮现观的语法教学

乔姆斯基的先验语法观“转换生成语法”认为抽象的语法规则先于语言运用存在。

现代浮现语法观认为，用法先于语法，语法规则是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浮现出来的，学

习者对大量语言范例中所隐含的语法规则的捕捉和把握是图示化的过程，也即主动地对

于语法规则的建构。（赵晶，2018：12）

传统的语法教学历来受到学界的诟病，甚至成了“中国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差”的替

罪羊。但语法知识作为语言规律的总结，在学生有了一定的英语积累以后，是可以帮助

学生更高效地学习英语的。英语学习在中国并不具备母语习得的自然语境，学生能够接

触到的英语输入量是有限的。大学生有了成熟的抽象思维能力，能够很好地理解语法规

律，语法规律的掌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乏自然语境带来的输入量不足。

但是，传统的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语法规则的教学方法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不仅与浮

现语法观相悖，也不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既然语法是在大量重复的语言现象

基础之上，通过社会规约化浮现出来的，教师就应该在高频输入语言范例的基础上，促

进语法规则的浮现，鼓励并帮助学生在语言使用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语法知识。学生的语

法知识正是在具体用法不断修正过程中抽象出来的，（郑开春、刘正光，2010：13）在

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偏误的出现，但教师只要给学生提供足够多的

正确的语法使用示例，学生必能逐渐发现并修正自己的偏误，提炼出更为精确的语法规

则，并产出符合该语法规则的英语表达。

4.4  英语思维习惯的培养   

语言有三大功能：交际、信息和思维。（卫灿金，1997：50）这三大功能是密不可

分的，在习得一门新的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学生普遍存在

母语思维的惯性，在进行英语表达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先用中文进行思考，然后再将其

翻译成英语，经常出现有带中文特色的英语偏误。受到现有英语水平的限制，学生想要

用英语进行表达固然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然而笔者发现即使是学生已经掌握的非常简单

的句型和意思，他们仍然习惯于先用中文组织语言，然后转换成英文。

母语思维习惯的根深蒂固给英语学习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严重阻碍了学生由中

介语向目的语的转变，所以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的意识极其重要。二语学习并不是

用母语来诠释二语中的一系列表征符号，而要学会用二语进行认知和思维获得，逐渐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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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母语的认知思维。（马滢颖，2017：18）在课堂上要坚持全英语的教学环境，课后

要鼓励学生用英语进行思考和写作，坚持每天用英语写日记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发展英语

思维习惯的方法。另外，很多高校仍然坚持给学生安排外教口语课，学生能在潜移默化

中习得那些本族语使用者习焉不察的地道表达。偏误往往不易被发现，中国学生有些不

地道的表达甚至连教师也可能发现不了，只有本族语使用者才能发现，所以外教课非常

必要。

在句法层面，学生习惯了用中文进行思考和组织语言，然后在进行英语句子输出的

时候根据中文句子字对字地进行翻译，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语序偏误。尤其是大量的倒

装和分隔现象以及后置的定语从句，教师更应该针对这些特殊的英语句式对学生进行高

频次的语言输入，提供大量的相关语料，并在必要时进行相关的专题训练，从而有效对

抗学生受到的中文语序的干扰。

5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介语偏误

以上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四类偏误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对于学生中反复

出现的偏误，教师应该及时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醒学生时时反思自己的中介语，注意

中英文在思维和语言方面的差异，通过不断输入对中介语偏误进行自我纠正，防止中介

语石化的发生。另外，教师也不能忽视对自己中介语的认知和改进，要不断进行目的语

的输入来丰富自己的英语表达，更正自身的偏误，以免自己的中介语变成学生不正确的

语言输入。

对于偏误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和态度：积极论认为偏误是语言学习者

在检验自己的中介语，使其努力接近目的语，是进步的体现。消极论认为偏误是英语教

学的失败之处，是要极力避免的。遗憾的是，大部分教师都是后者，他们过度重视英语

表达的准确性，视偏误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导致学生害怕犯错，不敢开口说

英语，严重影响了学生使用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结果就是学生习得的词汇和表达

都是被动的，只会认不会用，	英语交际能力严重滞后。

本研究意图改变这一现象，在英语教师和学生中形成对于中介语和偏误的正确认

识。中介语不仅不是洪水猛兽，还可能成为英语学习进步的催化剂，因为对于中介语中

出现的偏误的分析，能够让学生对英汉语言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英语的特点有

更深入的理解。在错中进步，在错中完善。中介语偏误是不可避免的，是发展的必然过

程，偏误并无好坏，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偏误的态度。越是唯恐避之不及，我们越容易畏

首畏尾，偏误也就必然成为英语学习的绊脚石。相反，认识到其必然性，不害怕它，而

是欣然接受它，然后分析它、理解它，才能最终战胜它。

教师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介语偏误，对于偏误的更正也需要讲究技巧。不必见

错必纠，以免打击学生语言输出的自信心。成人的二语习得大多从语言形式入手，语法

的监察从一开始就主导了二语习得的过程，对表达正确与否、是否符合规范进行自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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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这样的输出虽然偏误减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大打折扣，输入与输出明显失衡。学生

本来就因为语法监察机制对自己的偏误比较敏感，如果教师不对偏误进行淡化处理，多

一些宽容，学生就会因为自我意识更加害怕说英语，势必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学生输出

变得更少。要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就要帮助学生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甚至进行创

造性的输出，避免变成语言知识的存储器，而是能够用英语进行交流。

中国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差固然是因为语言知识掌握不熟练，而之所以不熟练则是

使用频率过低。语言的本质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工具只有多使用才能得心应

手。（贾永华，2012：86）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开口使用自己并不熟悉的英语，教师一定

要营造轻松的氛围，鼓励学生多说，帮助其克服害怕犯错的心理。教师在课堂上不必过

分关注英语表达的准确性，为了学生输出的流利和课堂活动的顺利进行牺牲了一定的语

言准确度是值得的。教师也大可不必在课堂上当面纠错，既占用宝贵的上课时间，也不

利于学生口语表达积极性的提升。教师可以利用课后的时间对个别学生的个别偏误进行

更正，也可以集中地对普遍的偏误进行专题讲解，这样“对事不对人”，可以有效避免

学生因为羞怯、慌乱、顾忌、不自信、怕出错等情感因素对课堂输出任务采取的简化、

退缩、掩饰或逃避的应对策略。（文卫平、朱玉明，1998：62）

6  结  语

由于中英文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学生受到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其英语中

介语偏误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语义混淆、搭配不当、语法错误和中文干扰

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偏误，教师应该在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将传统

的以语法规则为主导的教学转变为以规则 + 构式为核心的二语习得，从单纯的词汇量的

学习转变为词汇—语义网络关系的习得（章宜华，2012：239），这样才能减少偏误

的发生，加快学生的英语中介语向目的语靠拢。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认为语言的习得是在使用中获得的，学生正是在不断接触英

语语言范例的基础上，总结出语言规律，并逐渐形成抽象程度更高的语言图示，在与他

人的交际活动中提取和表征这些语言图示，从而印证图示的准确性，这些输出也许并不

能立即达到与目的语一致的程度，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误。这时，如何解读这些偏

误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如果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介语偏误，给予适度的宽容，将

促进学生进行语言建构的实践，有助于英语语言的习得和交际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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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领域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以《越剧双语精选》中的《红楼梦》为例

◎张迪青

1  前  言

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发言，提出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中国传统戏曲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缩影，向全世界推介中国传

统戏曲，可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那么，如何消除语言障碍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呢？成功的文化传

播和翻译的质量密不可分。正如赵瑶瑶、尹雪琳所言，高质量的译文才是中国戏剧对外

传播、世界了解中国戏剧的必经之路。（2015：26）越剧作为浙江的文化金名片，在浙

江文化“走出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谢屏、赵志义编译的《越剧双语精选》中

《红楼梦》英译剧本为例，基于翻译传播研究理论，分析越剧剧本唱词的翻译策略、方

法和技巧，并提出多模态的越剧传播途径，以期促进越剧的对外翻译和跨文化传播。

2  翻译传播：一种新的研究领域

20 世纪 60 年代，尤金·A. 奈达把传播论和信息论的成果开始应用于翻译研究。

奈达认为，如果译文起不到传播和交际作用，不能够被译文读者理解或接受的话，就没

有价值。（刘安洪、谢柯，2014：18）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谈到，翻译是一种和语言行为、抉择紧密相

关的用来传递语际信息的特殊方式。跨文化交际传播的本质其实就是翻译，只不过翻译

涉及两种语言罢了。（祝江、周漠智，1998）

吕俊（1997：39）也认为翻译具备传播的一般性质，其本质就是传播。同时，他

指出翻译是社会信息的一种传递，是通过传播者、传播渠道和受信者之间的关系来体现

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翻译最终要完成的任务便是信息的传播。因而，我们可以把翻译视

作一种用来交流和交换跨文化信息的活动。姚亮生（2004：135）提出 :	“从传播学的

角度来审视翻译活动，我们就可以将翻译过程引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从理论上解释翻



- 150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三辑）

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翻译现象和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尝试将“翻译”和

“传播”相结合，以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体系，如张生祥（2013：116）从控制研究、文

本分析、媒介和受众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研究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和

学科空间；谢柯和廖雪汝（2016：14）以“翻译传播学”名和实问题为核心，通过从

合理性、有效性与科学性对翻译传播学的“名”和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对“实”的辨

析，以实现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建成。

翻译传播研究是一种新兴学科研究领域，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翻译”

和“传播”之间并非一般的并立关系，而是一种行为和手段的融合（张生祥，2013：

117）。具体来说，翻译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传播行为，而传播就是翻译的自然延

伸。其中，译者充当传播者的角色，在翻译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

以达到最终的传播效果。

3  越剧的传播与英译研究现状

发源于浙江嵊州的越剧，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剧种（仅次于京剧），有第二国剧之

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越剧走出国门，成为向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桥

梁。从 1953 年《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次风靡海外，到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再到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下讲好戏曲里的“中国故事”，越

剧已经广泛流传于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以及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为了能更

好、更快地传播中国戏曲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在 2008 年联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

同启动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出版了包括全英文版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内的系列丛书；2013 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谢屏和赵志义编译出版了《越剧双语

精选》，选、编、译了包括《大道行吟》（Song of the Great Path）、《一缕麻》（A 
Strand of Hemp）、《班昭》（Ban Zhao）、《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新

狮吼记》（The New Lioness Roars）和《红楼梦》（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6

部越剧剧本及其英译本（2013：1）；2014 年，朱江勇、景晓莉和庄清华合作出版了中

英双语的《戏曲中国》。这些编写和翻译活动将越剧的国际化推向更高阶段，提升了中

国戏剧的国际地位。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之作的《红楼梦》，虽然在海外享有一定的知

名度，但因其基于原著的英译本篇幅较长，受众偏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广泛传

播。在这种情况下，用越剧这样的说唱方式来进行传播，不失为一种简洁又吸引人的新

传播方式。《越剧双语精选》中的越剧《红楼梦》剧本是徐进按照曹雪芹、高鹗原著小

说《红楼梦》改编的。该文本将长著浓缩成了几个小时的舞台剧本唱词，集中呈现贾宝

玉和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同时突显了中华文

化中反对封建思想、发扬反抗精神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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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剧文化翻译传播机制

要把中国的戏曲文化传播出去，推动其在海外的发展，就要将翻译活动和传播相结

合。根据德弗勒提出的互动过程模式，基于戏曲文化的内容，笔者构建了说唱领域内的

翻译传播模式图，如图 1 所示。该翻译传播模式图是一个循环往复、前后相互关联的流

程图，每个环节都是相辅相成的。研究翻译传播模式应当以目的语受众为中心，以目的

语受众的需求、文化认知为出发点。在翻译传播的过程中，目的语受众既是出发点也是

最后的归宿点，目的语受众传播的内容就是反馈信息。

信道包括翻译过程和传播途径，在整个戏曲文化翻译传播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在

充分把握目的语受众（传播对象）的同时，我们需要把握好传播内容。运用各种翻译策

略、方法、技巧，结合有效的传播途径，才能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目的。翻译是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桥梁，传播则对戏曲文化在海外的发展起补充和推动作用。

图 1  中国戏曲文化翻译传播模式图

4.1  翻译传播视角下越剧英译的策略、方法和技巧

在越剧文化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功不可没。奈达在其著作《语言、

文化与翻译》中指出，译者是文化中介，是连接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人民的纽

带。因此，做好越剧译介工作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传播贯穿翻译的始终，译者在

“读者或听众为中心”的翻译观的引导下，在宏观的策略层面、中观的方法层面以及微



- 152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三辑）

观的技巧方面等都进行了导向性的处理，为信息从源语文化向目的语文化流动和传达提

供保障。

4.1.1  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中介环节 ,	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翻译的过程是文化

与文化的对话，是文化传播。”（张从益，2007：48）在翻译过程中，当需要处理不

同国家间的文化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如以读者为中心和以原作为中心

的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是指译文需从目的语受众便于理解的角度出发，

传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该策略下的译文在语言表达上会更接近于目的语，因而这样

的译文更能被目的语受众理解并接受。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则是译者想尽可能地接

近原文的风格，让目的语受众向原文作者靠拢，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这样在很大程度上

便能保证源语言的原汁原味。（Larence	Venui，1995：35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

将交替使用这两种策略，不偏袒任何一方，目的是不仅达到传神达意，兼而满足受众的

需求。

1. 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在传播中的体现

在进行越剧剧本唱词翻译时，考虑到唱词中包含的典故、歇后语等对毫无中国文化

背景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因而译者往往会采用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

这样有助于读者能实时获得对剧情内容的正确理解。

原文：琪官【唱】但愿得鱼雁往来多传书。

译文：Qiguan	[Singing]	And	I	hope	our	correspondence	will	extend.（谢屏、赵志义，

2013：332）

“鱼雁往来”源于典故。“鱼雁”代指书信，是我国古代邮政的象征。因越剧唱词

与普通文本不一样，无法对“鱼雁”添加注释，信息传递非常受局限，目的语受众观看

演出时就不能及时地获取与之相对等的信息，容易造成理解困难，影响信息的传播。在

这种情况下，译文对“鱼雁往来”并没有直译，而是结合典故，把其潜在含义用“our	

correspondence”来传达，语言简洁，语义贴切，通俗易懂，传播效果未受影响。

2. 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在传播中的体现

当我们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时，为了能更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的风格和思想，让目的

语受众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国文化，译者往往会对文化负载词、俗语、熟语等地方品味

的唱词采用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进而提升地方文化的软实力。

原文：（晴雯）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没法子，来，再读一会儿吧。我来替你打扇。

译文：（Qingwen）	You	are	just	like	the	Monkey	King	controlle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e	Golden	Hoop.	There’s	no	help	for	it.	Please	read	a	little	bit	longer.	I’ll	fan	for	you.	（谢屏、

赵志义，2013：334）

孙悟空是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的神话人物，享有“美猴王”之称。“紧

箍咒”是唐僧用来制服徒儿孙悟空的咒语，紧箍收缩后会致头痛难忍。后用来比喻束缚

人的东西。鉴于《西游记》这部巨作中的孙悟空角色魅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因而唱词译



- 153 -

青年学者园地

文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色彩，直接将“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形象地译为“You	are	 just	

like	the	Monkey	King	controlle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e	Golden	Hoop”。这样的翻译传播

效果不言而喻，不但可以把目的语受众带入外国情景中，感知外语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差

异（Larence	Venui，1995：353），而且把信息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增强了语言的表达

效果，达到了文化传播目的。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典故或歇后语的翻译，我们可用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对

于文化缺位词或者含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等，我们则要用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

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翻译策略，两者都是翻译传播文化特色用语的常用手段。（黄艳

春，2010：117）

4.1.2  韵律诗传播的翻译方法 

在越剧剧本中，有一部分唱词的句式结构工整，犹如韵律诗。这些韵律诗通常通俗

易懂，语言优美。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译者一般会采取恰当的、最贴近原文的处理

方法，把原文中的音、形、意的效果同样地传递到译文中去。

1. 直译法的传播效果

对于中英文中同时存在的某些修辞格，如明喻，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都会采用直译

法来保留原文中的修辞手法，使原文的修辞美尽可能地传达给目的语受众。（冯庆华，

2010：150）

原文：贾宝玉【唱】闲静犹似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柳。

译文：Jia	Baoyu	[Singing]	In	repose	she	is	like	a	lovely	flower	gently	mirrored	in	the	water,	

In	motion,	a	pliant	willow	swaying	in	the	breeze.（谢屏、赵志义，2013：315）

这句话出自第一场“黛玉进府”，这两句唱词表达的是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的印

象。贾宝玉用“似”和“好比”分别来形容林黛玉在安静的时候就像好花儿映照水面一

样；在走路的时候，腰肢轻摆得犹如微风拂柳。显然，这里采用的是明喻修辞格。在译

文中，前半句中的“she”是本体，“a	lovely	 flower”是喻体，比喻词是“is	 like”。后

半句译文是省略句，为了避免重复，译者把主语和谓语“she	is	like”省略了。虽然缺少

了主体“she”和比喻词“is	 like”，但句子前后紧密相连，句型一致，目的语受众能直

截了当明白“a	pliant	willow”就是喻体。译者既忠实于原文，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意，同

时采用和原文一样的明喻修辞格来直译，充分把握了传播内容，实现了原文和译文的信

息对等，展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 意译法的传播效果

由于中文和英文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别较大，因此对于押脚韵

的韵律诗的英译，译者则会采用意译法，进而实现译文同样押脚韵的效果。这样，目的

语受众便也可以感受到相应唱词的音美和形美。

意译法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不局限于原文中的句子结构，只要把原文的内容或意思

传递出来的一种翻译方法。（靳梅琳，1995：89）。

原文：【唱】昨日楼头喜鹊噪，今朝庭前贵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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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Singing]Magpies	are	whistling	under	 the	eaves	of	 the	mansion	yesterday,	And	a	

distinguished	guest	really	shows	up	today.（谢屏、赵志义，2013：311）

原文的“噪”和“到”押脚韵“ao”。但因中英文两种语言的语法和句子结构不一

样，与其相对应的译文唱词就采用了意译法。该句中，通过“yesterday”和“today”押

脚韵“day”来体现唱腔上的和谐与美感，把时间状语放在句末，使句子结构更符合英

文的语序，不影响越剧唱词美感的传播。

4.1.3  文化信息类词汇的翻译技巧

翻译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间的简单转换，同时是两种语言间的一个再

释过程，包括从语言到文化或是从形式到内容。（赵玉宏，2013：72）在翻译传播研究

中，特别是在说唱领域，剧本唱词不仅要正确表达原意，更要注重信息的跨文化、跨语

际传递。因此，在越剧《红楼梦》剧本说唱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了一定的特殊技

巧来保证信息的高保真，具体而言就是采用增译法、省译法、释译法、转译法等技巧来

提升越剧翻译传播的效果。

1. 增译法

增译法是指基于原文，在译文中增加一些能更符合目的语语法和表达的单词或用语

等。（冯庆华，2010：58）

原文：【唱】哪像个老祖宗膝前的外孙女，分明是玉天仙离了蓬莱岛。

译文：[Singing]	She	is	not	a	granddaughter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looks	more	like	a	

fairy	from	the	fabled	fairyland	of	Penglai.（谢屏、赵志义	2013:312）

例 5 中，“蓬莱岛”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指仙境，是神仙所居住的地方。在越剧舞

台演出中，唱词讲究精练，因而不可能采用注释的方法来对“蓬莱岛”做详细说明。根

据句意，该译文在翻译“蓬莱岛”时，运用了增译法，增添了	“the	fabled	fairyland	of”

来修饰“Penglai”，不仅正确完整准确地传递了信息，而且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原汁

原味，传播了源语文化。

2. 省译法

省译法是指根据目的语表达方式或语法规则，省去原文中必须的而译文中不需要的

单词或成分。（冯庆华，2010：61）省词译法并不会影响原文意思的准确传递。

原文：贾宝玉【走向林黛玉身边】妹妹尊名？

林黛玉：名唤黛玉。

译文：Jia	Baoyu	[Approaching	to	Lin	Daiyu]What’s	your	name?

Lin	Daiyu:	Daiyu.（谢屏、赵志义，2013：316）

译文没有对原文中的每一个单词都进行翻译，而是省略了“名唤黛玉”中的“名

唤”的翻译。剧本唱词译文简洁明了，不啰唆，更具有口语化特性，侧重于信息的有效

传播。

3. 释译法

释译法是指原文中出现的较为抽象的词、句，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相对具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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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翻译，从而使译文产生和原文相等同的效果。（冯庆华，2010：48）

原文：林黛玉【自语】外祖母家确与别家不同。

译文：Lin	Daiyu:	[Murmuring]	Grandma’s	home	is	indeed	more	magnificent	than	others’.	（谢

屏、赵志义，2013：309）

这句话取自第一场“黛玉进府”。这里的府指的是贾府。贾府宏伟的外观，华贵的

陈设，让初进贾府的黛玉感觉到了一种富贵尊荣的气派。唱词译文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把

“与别家不同”简单地直译为“is	different	 from”，这样就缺乏语言背后的深层次文化

理解，没有把原文隐含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来，无法实现更丰富的文化传播效果，而结

合该越剧的背景知识，采用形容词“magnificent”的比较级结构，使原文抽象的语义具

体化了。这样的唱词翻译既忠实于剧本意思，很好地彰显了贾府的雍容华贵，又让观众

更能直观地掌握信息，明了易懂。译文和原文达到了信息对等的传递效果。

4. 转译法

转译法是指根据目的语的习惯表达，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的某些单词的词性在译

文中进行转化。（冯庆华，2010：66）

原文：贾宝玉【摸出一个苓香串来】这是北静王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呢。

译文：Jia	Baoyu	[Offering	a	string	of	scented	beads]This	is	given	by	the	Prince	of	Beijing,	a	

precious	gift	from	the	Emperor.（谢屏、赵志义，2013：328）

在处理词性转换时，我们需遵循语言中的客观规律，如果不顾规律而随意转换，往

往就容易造成译文的不通顺或是不地道。一般情况下，在汉译英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

把中文中的动词处理为英文中的介词或名词。（冯庆华，2010：70）原文中的动词“赐”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译为了介词“from”，表达地道，意思精准，符合目的语受众的

思维。如果把其译为“The	Emperor	gave	 it	 to	me”，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

与目的语受众的日常表述不符，表达不地道，而且作为台词来说，显得啰唆重复，不易

说唱，传播效果易受影响。

4.2  越剧的跨文化传播途径

越剧文化要走向世界，扩大其海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离不开多模态、多路径的传

播方式。良好的宣传推广手段是中国戏曲文化向海外传播的有力保障。

4.2.1  借助海外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用海外力量，如：海外艺术家、

华人华侨或是喜欢戏曲文化的海外受众。“移民群体（如华人移民）往往会发展出他们

自己的机制来展示他们的文化身份”（袁晓华，2008：42），如原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尹

派艺术家尹桂芳在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后，创建了多伦多芳华越剧团；美国的“上海人联

谊会”联合徐玉兰等老一辈越剧表演艺术家共同创办了美国洛杉矶越剧团，此外还举办

了各种越剧专场演出、越剧明星专场的赈灾义演；旅居在西班牙的越剧演员赖玉翠创办

了西班牙马德里长青越剧团，这些海外力量为越剧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开辟了重要途径。



- 156 -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 年 （第三辑）

要让中国的越剧在海外的传播更广，单靠移民群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多元化的海外

出版发行越剧英译剧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莫言的《红高粱》、姜戎的《狼图腾》之

所以在海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两部文学作品均是由国外的

知名出版机构发行推广的。中国传统戏曲要为西方国家所熟知，也可以考虑和国外知名

出版机构加强深度合作。实力强大的海外出版机构往往更了解、熟悉市场的需求，更能

把握市场的运行规律，这样也就能更好地为海外受众提供“量体定制”服务，有利于越

剧在海外的顺利传播。

4.2.2  运用新媒体传播

在现如今“互联网	+	”时代，越剧的跨文化传播除了继续沿用以报纸、杂志、书

籍、电视、音像等传统媒介对外进行宣传工作外，互联网、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

App 等新媒体成了重要的传播平台。采用多样化的媒介方式来进行对外宣传，以实现越

剧文化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的传播。

（1）建立国际域名的越剧网站，推广宣传剧目特色、演员阵容等资讯，上传越剧

经典唱段，开设越剧演员的专栏介绍，搭建与戏迷、越剧爱好者交流的论坛、贴吧。此

外，笔者建议在推广越剧精品的同时，最好能对越剧内容表达进行创新，新增紧跟时

代、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新剧目，以增强越剧在新时代的跨文化吸引力。

（2）开通越剧名家微博微信，更新最近动态，宣传剧种流派，与粉丝互动交流，

发挥越剧名家的自媒体宣传。

（3）开通微信公众号，更新流派相关资讯内容，发布各类演出活动。

（4）开发越剧 App，推出越剧爱好者体验版块，模仿、配音、擂台赛。开设各种

戏服网络试穿版块，让越剧爱好者即使远隔重洋也能感受中华民族特色元素。

4.2.3  普及留学生越剧教学

建议教育部在国内大学给留学生开设越剧赏析类课程，一方面可以让留学生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戏曲文化，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直接又便捷的越剧对外传播方式。在各大

院校留学生教学成果展示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经常会上演精彩纷呈的中国文化节

目，包括演唱越剧《红楼梦》等选段，反响效果好。

4.2.4  文化资源整合传播

“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能形成国际影响的文化软实力，往往借由两种途径：以文化多

样性为展现特征的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服务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文化产业形式。”（胡

娜，2014：122）因此，越剧除了做好常规途径的文化传播外，不妨考虑开发一些和越

剧相关的文化衍生产品，如印有越剧 logo 的服饰、越剧卡通人物小扇子、冰箱贴之类

的日常用品、卡通动漫 / 游戏等具有艺术培养作用的产品，以激发受众对越剧的喜爱，

进而增强越剧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关于这一方面，我国的越剧文化传播可以借鉴英国莎

士比亚戏剧文化旅游整合营销传播。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旅游主要从传播主体（皇家莎士

比亚公司、莎士比亚故居信托公司、英国广播公司、食宿提供商、民间活动家、其他主

体）和传播媒体（互联网等技术性媒体和海报、报纸类非技术性媒体）两个方面整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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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传播的。到目前为止，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旅游开发在英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李文明、徐沅林，2013：29）我们越剧文化的外宣也可以学习英国这种宣传营销方式，

将越剧文化内涵、舞台美术设计、名剧名角等与旅游业进行整合营销。各地旅游景点可

以考虑将越剧译本定时定点演出 / 讲解，同时可邀外国游客换上戏服，学唱译本中简单

的对白，通过其身临其境的感受来传递潜在的越剧文化。

5  结  语

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缩影。向全世界阐释推介中国传统戏曲，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本文将翻译和传播的原理有机结合，构建了

中国戏曲文化翻译传播模式。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要做好越剧对外弘扬和

传播工作，必须充分利用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来提升唱词译本的翻译质量，同时凭借

多元化传媒设施，可以就目的语受众的接受效果、审美对等、伦理再现等方面做进一步

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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