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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精读课与文化教学
许爱军

摘 要

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有其重要作用。高级精读课理应承担一部分文

化教学的重任, 这主要包括从宏观上进行背景知识教学和从微观上进行词汇文化内
涵教学, 同时还包括价值观念教学。
关键词 高年级精读课 文化教学

背景知识

词汇文化内涵

价值观念

语言受文化的制约, 它是文化的一种表

纲 对学 生的文化素养 也提出了 明确的要

现形式, 也是传播文化的媒体。有些英语学
生可以说出、写出语法上完全正确的句子,

求: 有较宽的知识面, 对英美国家的地理
历史、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比

但由于对英语文化不甚了解, 这些句子仍然

较了解。熟 悉中国文化

会使英语国家的人啼笑皆非。比如一位中国
学生在暑假回来见到女外教时说: You have

为一门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主干课程毫无疑问
理应承担一部分文化教学的重任。精读课教

put on some weight. 这句话完全 符合语法规

师在进行文化教学时, 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

则, 但外教却沉默了一会儿, 很是尴尬。还

面做好背景知识的教学和词汇文化内涵的教

有一位中 国学生在作文 中写出了这 样的句
子: I brushed my teeth, washed my face and

学, 同时做好价值观念的教学。

went out. 这里的 washed my face 是典型的中

。 精读课作

一、背景知识的教学

国式英语。由此可 见, 如若 不了解 英美文
化, 要学好英语可谓是天方夜谭。反之, 如

背景知识的介绍不只局限于作者的生平

若对所学 语言国家的文 化有深入细 致的了

介绍, 虽说对某些课文来说, 作者的生平介

解, 我们也就更能够深刻准确地掌握并使用

绍是必不可少的。相反, 背景知识的介绍是

这一语言。
高校 英语专业 高年级教 学大纲 明确规

导入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教学
的角度来看, 背景知识是指一个人已有的整

定:

体知识以及有关某一专题的专有知识。整体

高年级应开设用英语讲授的主要英语

国家文学课程、文化知识课程 ,

充实文化

知识是校内外学习与各种经验的积累, 专有

知识, 提高交际能力 , 在扩大文化知识的
过程中提高英语的实践能力 。同时, 大

知识则是理解某一课文或某一主题所必需的
专门的知识 ( 包括文化背景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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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篇课文的理解都借助于一个人已有
的知识。换言之, 一个人已有的知识会对每

段落的意思, 并且加深了对整篇文章的理解
和欣赏。

篇课文的理解产生影响。阅读时如缺乏背景

2、为学生直接提供背景知识

知识, 理解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在多数情况
下, 学生会或多或少地缺乏对理解某一课文

由于 高级英语 题材多样, 涵盖知识
广泛, 学生对某 些课文 的背景知 识知之甚

或某一主题所必需的专门知识。因此在精读

少, 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 如讲第 2 册第

课教学中必须进行背景知识的教学, 以加深

1课

学生对所学课文的理解和欣赏, 从而达到高
质量的阅读效果。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 教

可以对 Hurricane 进行介绍, 说明它的名字、
形成 以 及 它 和 旋 风 ( cyclone ) 、台 风 ( ty-

师的作 用十 分重 要。Stevens ( 1982) 认 为:

phoon) 的区别, 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

阅读课教师不仅应被看成是阅读技能的传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时,

失。再如第 1 册 第 7 课

The Age of Miracle

授者, 而且还应 被看成是 相关信息 的传授
者。 Floyd 和 Carrel  ( 1987) 也认为: 外

Chips 和第 8 课 An Interactive Life 取材较
新, 其中 An Interactive Life 涉及较 多的

语阅读课教师应该是恰当的文化内容的传授

计算机知识, 而今天计算机作为新兴产业,

者和获取文化背景知识的促进者。 这对精
读课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 教师必

又是学生普遍感兴趣的知识领域, 因此为学
生直接提供背景知识和相关有用词汇就显得

须有理解 目的语文化和 学生本族文 化的能

很有必要。有关计算机的一些词汇大多是近

力, 只有获得了这种跨文化的理解能力, 精

年来涌现的新词, 一般的字典当中还没有收

读课教师才能将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异
同有效地介绍给学生。其次, 他应熟悉所用

入。将这 些词汇 介绍给学 生, 自然 非常实
用。当然, 由于部分学生在这方面有较丰富

教材, 弄清学生 可能缺乏 哪方面的 背景知

的知识, 在提供相关词汇的时候, 也可以让

识; 选择恰当的、有效的方法启发学生在阅
读中应用他们的背景知识; 帮助学生把他们

学生畅所欲言, 这必然会促使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活动, 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已有的背景知识与阅读材料中的文字信息联

3、进行讨论

系起来; 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自觉运用背景知

讨论可以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 有利于

识的能力; 如果发现他们完全没有该背景知
识, 则应直接向他们提供所需的背景知识。

增强学生口头交际的能力并训练他们的组织
表达能力。最好采用小组方式, 以使更多的

在具体进行背景知识教学时, 可以采取
下列途径:
1、鼓励学生查阅参考资料
高级英语

第 2 册第 5 课

学生有机会开口。在 高级英语

第 1 册第

2 课 Hiroshima- 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教学中, 对广岛是否是日本最具活力的城市
Love is a

进行了讨论, 有学生说是, 有学生说不是,

Fallacy 难度不大, 趣味性很强, 是学生喜

并且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但经过讨论,

闻乐见的一篇课文。但有不少学生感到课文
前三 段 有 些 难 度, 甚 至 有 学 生 将 Charles

学生们最后达成共识, 将广岛在二战中曾经
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个事实考虑进去, 它是相

Lamb 误认为本文的主人公, 并且表示这三

对意义上的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最具活力的城

段不是很好懂。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 要求

市。这种讨论加深了学生对课文内容以及所

学生 查 阅 Charles Lamb, Thomas Carlyle 和
John Ruskin 后, 大多数学生表示理解了这些

反映出来的文化的理解。
4、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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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的对比会 在给读者 留下深 刻的印
象, 加深其记忆并提高其理解能力。在讲授
高级英语

第 2 册第 10 课 The Sad Young

诸多因素的影响, 两种语言的词汇文化内涵
又不可能完全对等。也就是说, 英汉词汇之
所以不能完全对应, 是文化差异所致。

Men 时, 我们将美国青年与中国青年的现
状进行了对比, 指出了他们的异同, 他们身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的
人对某些字的理解、好恶是不一样的。据调

上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虽说很难全面、

查, 日本人最喜欢的汉字是

深刻, 但学生们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人最喜欢的汉字则是 福

这种对比的方法无疑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
美国青年, 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

Irving Wallace 选出的 10 个最美丽的英文
字却是:

诚

字, 中国

字。而美国作家

5、进行归纳

chime 悦耳的曲调 ( 钟声) dawn 破晓

进行归纳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

golden 金色的

hush 无声的

在第 1 册第 7 课 The Age of Miracle Chips
当中, 有许多由驰名商标转化而来的普通名

lullaby 摇篮曲
melody 旋律

luminous 光辉的
mist 雾

词。而英语商标词, 尤其是著名商标, 现已

murmuring 低语

tranquil 宁静的

成为一种国际语 言, 成为 全球文化 的一部
分, 英语专业的学生自然也应该掌握。教师

此外, 很多词汇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文化
特色, 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雪

可将世界著名商标进行归纳。一名英语系学

莱的

生如 若不 知道 Coca- Cola, 不 知道 Kellogg s,

大, 但在中国人眼里西风却肃杀凄凉, 而东

也不知道 McDonald s, 是难以想象的。

风则是温暖受欢迎的, 因而有
屠苏 的诗句。

二、词汇文化内涵的教学

西风颂

热情讴歌了西风的和煦和伟
东风送暖入

龙在中国是帝王、权力、尊贵的象征,

文化根深叶茂, 源远流长, 有着丰富的

常指男性, 家长们都 望子成龙 ; 而在英
语文化中龙却是专制、邪恶的化身, 常指女

底蕴和广袤的沃土。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

性, the Dragon 是指撒旦、魔鬼, dragon lady

比尔 ( Edward Sapir) 在他的

一书中

则是指一个残酷无情的、腐败堕落的妖艳女

指出: 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
们属于一个种族 ( 或许多种族) , 也就是说,

子。如 若 将 望 子 成 龙 译 为 hope that
one s child will become a dragon , 一定会让

属于一个由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它集团分

外国人大惊失色的。

开的集团。此外, 语言不能 脱离文 化而存
在, 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

词汇的文化内涵举不枚举, 语言和文化
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语言不能游离于它的

念。 而词汇作为 一种文化符号, 它受到文

文化而独立存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对这个国

化的熏陶和影响, 打上文化的烙印是不足为

家的语言 ( 尤其是词汇方面) 有着全面而深

怪了。据说爱斯 基摩人能 把雪分为 九种颜
色, 而每种颜色都有其对应的词汇。

刻的影响。我们在外语教学中, 尤其是精读
课教学中, 应加强语言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化

语言

由于人类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经历
和爱好有其相似性, 所以英汉语言中部分词
汇的文化内涵有 其相似性; 由于受 不同宗
教、文学、艺术、环境、风俗及其价值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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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教学。
1、切实强调英英字典的使用
从大学一年级起, 我们就已强调了英英
字典的使用, 而现实情况下, 学生最喜欢使

用的仍然是英汉词典, 而这对增强学生对文
化差异的敏感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cadre

化背景, 而仅仅从词汇本身出发, 是不能理
解其内部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在碰到这

的中文意为

干部 , 而英文释意则为: the

些词汇时, 精读课教师有必要将学生的视野

key group of officers and enlisted personnel necessary to train a new military unit. 两 者相 去甚

拓展开去, 加深他们对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理
解, 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 为他们能够正确

远。如若不用英语原文字典, 又怎能理解它

运用所学语言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们之间的区别呢?

3、要求学生在平常阅读中注意文化的

2、 加 强 对 有 着 丰 富 文 化 内 涵 的 词
( Culture- loaded words) 的注意力
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在精读课本中俯
拾皆 是。 仅

高级英语

积累
精读课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报
刊和文学作品。报刊是 了解当前 社会各阶

第 1 册第 5 课

层、各集团的动态、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关

Speech on Hitler s Invasion of the U. S. S.
R. 中, 就有很多 有着丰富文化底 蕴的词

系的最直接的途径; 而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
民族的脾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

汇, 比 如: bow down in the House of Rimmon

惯、社会关系等方面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

( 违背自己的良心或原则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明知不对而仍为之以保存面子) , the House

背景知识教学和词汇文化内涵教学是精
读课文化教学的两个方面, 前者着眼宏观,

of Commons ( 下议院) , the B. B. C. ( 英国

为全篇文章的理 解提供基 础, 后 果侧重微

广播公司) , regime ( 政体, 政权) , his Maj

观, 为局部和细节的理解提供条件。两者相

esty s Government ( 国 王 陛 下 的 政府 ) , the
great Dominions ( 英联邦自治领) , the Brit-

辅相成, 缺一不可。

ish Empire ( 英帝国) , the British Isles ( 英伦诸

三、价值观念的教学

岛) , Great Britain ( 大 不 列 颠 ) ,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 英联邦) 等等。这些词包

在重视并做好背景知识教学和词汇文化

含了西方人很多价值观念, 他们对事物约定

内涵教学的同时, 精读课教师还应当进行价

俗成的看法。其中很多和我们的价值观念,

值观念的教学。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 价

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提到 BBC, 我们的学
生脑子里可能会想到它代表 the Brit ish Broad-

值观念和文化其它部分的关系是纲和目的关
系。特定词汇的选用以至全篇文章的主题都

casting Corporat ion, 是新闻广播节目, 他们还

反映了作者及其所描写人物的价值观念, 因

可能想到它地道的英国口音, 而英国人则知
道 BBC 有 五套 广 播节 目, 两 套电 视节 目,

而在背景知识教学和词汇文化内涵教学的同
时, 应融入价值观念的教学。比如: 中英文

电视节目中鲜有广告, 它的主要经济来源是

化中对婆媳关系的态度和重视程度是迥然有

靠政府资助以及对每台用户电视机所征收的

异的, 但究竟如何不同, 不通过接触西方社

费用。the British Isles 和 Great Britain 在课文
中都是指英国, 可事实上 the British Isles 却

会, 不通过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是无法获得准
确理解的。在 高级英语 第 1 册第 12 课

是由两个大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以及几

The Loons

一 文当 中, 当 Vanessa 的 爸爸

百个小岛组成, 而 Great Britain 则指英国的

Ewen 出于同情要带 Piquette ( 一个生活悲惨

一部分, 即大不列颠岛。上面所列出的这些
词都带有其特定的涵义, 如果不了解社会文

的印第安混血儿) 去湖边度假的时候, 遭到
了 Vanessa 的妈妈的强烈反对, 而后来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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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突然出现了转机。这是为什么呢? 请看下
面的描写:

由此可见在精读课的文化教学当中融入价值
观念的教学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Grandmother MacLeod, her delicately fea-

在精读课上实施文化教学的同时, 还应

tured face as rigid as a cameo, now brought her
mauve- veined hands together as though she were

注意下列一些问题:
适度的问题。在精读课教学中导入文化

about to begin prayer.

教学并非只重视文化而不重视语言, 文化教

Ewen, if that halfbreed youngster comes

学只是精读课教 学的有益 补充、 延伸和发

along to Diamond Lake, I m not going, she announced. I ll go to Morag s for the summer.

展。目前我们使用的英语精读教材的各篇课
文中, 广泛涉及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方面

I had trouble in stifling my urge to laugh,

的内容, 如若面面俱到, 将太多的时间花在

for my mother brightened visibly and quickly tried

作者、背景知识和文化知识的介绍上, 势必

to hide it . If it came to a choice between Grandmother MacLeod and Piquette, Piquette would win

本末倒置。就每周 6 课时的课时安排来看,
笔者认为时间应控制在 10% 到 15% 左右。
系统的问题。这是精读课教学当中较难

hands down, nits or not.
It might be quite nice for you, at that,
she mused. You haven t seen Morag for over a

处理的一个问题。如果教师在传授语言的过
程中每碰到一种文化现象就顺便解释一下,

year, and you might enjoy being in the city for a

零敲碎打, 各个击破的话, 势必造成的问题

while. Well, Ewen dear, you do what you think

是学生会觉得缺乏系统性, 从而导致盲目与

best. If you think it would do Piquette some
good, then we ll be glad to have her, as long as

混乱。因此, 应将注意力放在那些与文章主
题及语篇 理解息息相关 的文化背 景知识方

she behaves herself.

面, 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文章内容和主题的

事情发生转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儿媳对婆
婆的态度, 她宁愿和一位她所不屑的印第安

理解, 同时学生通过对文章的学习, 又对文
章所折射出的文化内容有所把握。

混血儿在一起, 也不愿和婆婆在一起。故事

最后,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外语教师应

中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孙女 Vanessa 对此

重视文化上的差异, 了解和研究这些差异,

事的态度更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
差异。她超然事外, 不偏不倚, 觉得这一切

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但我们不必
也不应该盲目地模仿和搬用他国文化。我们

很有意思。这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

应当吸收异族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东西,

鲜明的对照,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
西方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生动具体的例子。

摒弃其消极的、颓废的东西, 以弘扬中华文
化,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 高 等学 校 英语 专业 高 年级 英语 教 学大 纲
( 试行本) , 外语 教 学和 研 究出 版社 1990 年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版,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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