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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开始引进

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推动跨文化交际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教育部发布了若干政

策文件。2000 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强调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大纲》要求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

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2004年，两个颇具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出

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对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来说，跨文化交际能力

与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同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明确

规定了高中英语教学应包括文化知识、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技能。2015年，新版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中国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际课程纳入英语教学的必

修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Wang，Deardorff，Kulich，2017）。 

本文为 RIDH-Ed(中国高校跨文化教育资源研究)项目中的中国高等教育跨文化研究目

录，概述了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将跨文化交际与语言教学相结合进行的探索，

同时也介绍了我国高校跨文化教学的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跨文化研究目录中共有相关出版物 50 篇，其中 47 篇发表于近 10 年

（2008-2018）
1
，3篇发表于 2004-2007年。50篇出版物中包括 41篇期刊论文、4本教

科书、4 部专著和 1 篇博士论文。41 篇期刊论文中共计 38 篇文章发表在《外语界》、

《中国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等 CSSCI 期刊上，另有两篇发表于 SSCI 期刊《国

际跨文化关系杂志》。鉴于这些期刊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目录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充

分地了解中国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情况。 

期刊综述 

在反复仔细审阅 41篇期刊论文之后，我们确定了 9个主要类别，如下表 1所示。 

表 1 目录期刊研究内容分类 

种类 内容 数量 

1 跨文化教学实践 9 

2 中国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理论和批判性研究 6 

                                           

1 中国高等教育跨文化研究目录完成于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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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语境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构建 6 

4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框架的构建 6 

5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体系模型构建 3 

6 中国大学师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描述性研究 3 

7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发展 3 

8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 3 

9 跨文化交际教材的评估 2 

从表 1可以看出，除 1类和 6类外，其余七类皆为理论讨论层面的研究。表 1还显

示出在过去 10 年中，模式/框架构建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借鉴欧美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与中国本土

语境相结合（黄文红, 2013； 黄文红, 2017； 刘春燕, 2012；杨盈、庄恩平, 2007； 

张卫东、杨莉, 2012）。这些本土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解决了在国内语境中跨文

化交际“教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各种跨文化教学模式的构建则试图解决如何在

国内语境中教授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孔德亮和栾树文（2012）构建了一个大学英语跨

文化教学的实践模式，该模式有三条基本原则：系统性和综合性；动态性和持续性；

生活化和现实化。Song (2008, 2009), Song & Fu (2004)提出了一个用跨文化交际的

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框架，包括四个基本原则：文化间性原则；互动性原则；语言与

文化统一的原则；全球与本土融合的原则。许力生和孙淑女（2013）构建了跨文化能

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该模式将知识、动机、技能、语境和效果五要素纳入其中，

强调全球化语境下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人格。二元交互是该模式的核心所在。

 

图 1：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许力生，孙淑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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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乐（2017）构建了一个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实践模型，以三环结构将

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环节与教学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上述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

力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强调互动性；2）动态、发展的文化观；3）强调学

习者自主性。遗憾的是，这些模式大部分仍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没有被运用到国内外

语教学实践中。 

 

图 2 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实践环形模式（顾晓乐，2017） 

然而，有一些学者已经尝试把跨文化教学实践运用到外语课堂上。张凌岩、陈莹

（2012）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素质的培养进行了实验研究，分别在课前、课内、

课后对学习者进行跨文化能力培养，取得了显著效果。常晓梅、赵玉珊（2012）在大

学英语综合课程的跨文化教学中开展行动研究，依照“Cultural Knowings”文化教学

模式，分 4 个环节——描述文化信息、分析案例、参与交际活动、反思文化差异，以

环状结构共同构成跨文化教学的整体。实验教学所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显示

“Cultural Knowings”文化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黄文红

（2015）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过程性文化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四个步骤：

描述中西文化、提出研究假设；开展文化研究；撰写学习日志；反思中西文化。从对

照班和实验班获得的定性与定量数据表明，过程性文化教学有效促进了学生情感层面

和行为层面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杨华、李莉文（2017）试图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

中融合跨文化能力培养，实现大学生英语技能和跨文化能力的共同发展。作者在大学

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英语课上进行了两轮行动研究，构建了“产出型语言文化

融合式教学模式”，包括目标设定—任务设置—任务实施—任务评估与反思四部分。

该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技能、增强跨文化意识。付小秋、张红玲（2017）将

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应用于外语教学，这些培训方法主要分为定文化培训和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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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两类，具体有视频观看、演讲/讨论、文化同化训练、双/跨文化交际工作坊、角

色扮演、文化模拟游戏等。她们还设计了一个 6 步教学过程：需求评估；确定教学目

标；构建合理化框架；明确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和流程、设计教学评估。 

一些学者专门对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跨文化教学进行了研究。王玉萍、秦建华 

(2011)建构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中大学生创造力结构模型，包括 4 个步骤：提出问题

或任务（跨文化交际问题）；准备或阐释问题（跨文化交际现象分析）；组织问题

（跨文化交际知识的重新组合）；输出问题解决方案（跨文化交际新的知识的输出）。

张义君（2013）建构了多元识读教学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实践。 

该模型围绕项目任务展开：在前 8 周的教师授课后，第 9 周——建立项目任务资源；

10-11周——参与项目任务，可以与来华留学生交流，与海外中国留学生交流，或与回

国留学生交流； 12-14 周——分析项目任务，反思先前所学知识，形成新的观点，消

除文化定式。；第 15 周——重构新资源并完成项目报告；第 16 周——问卷调查。郑

萱, 李孟颖（2016）设计了反思性跨文化教学模式，并将其应用于“语言、文化与交

际”这一课程。从认识和描述文化差异开始（第 1-4 周），学习者学习从不同视角解

释差异（第 5-8 周），再探讨对差异的评价和态度（第 9-11 周）， 最后学习协商差

异、解决冲突、沟通和适应的策略（第 12-14 周）。该反思性跨文化教学模式重视个

人经验、批判性思维以及交谈式的课堂话语，它不仅帮助学生获得文化知识和沟通技

巧，而且还鼓励他们重新审视固有观念、打破刻板印象。王一安、顾立行（2015）采

用描述性和反思性的跨文化访谈方法作为发展和评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手段。 学

习者需要完成的步骤包括：（1）反思并撰写“我的文化故事”；（2）选择一个目标

文化群体以及代表该群体的采访对象；（3）通过图书馆或互联网资源对目标群体进行

研究，确定采访主题；（4）通过分享“我的文化故事”来建立和发展与采访对象的关

系；（5）与采访对象进行“友好对话”；（6）完成反思日志；（7）进行正式采访；

（8）回顾整个过程并撰写最终报告。  

上述中国高等教育语境中跨文化交际教学实践的研究显示出一些共同特征。不同

学者所构建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元素：提出关于特

定文化或文化差异的假设； 通过研究或参与活动来验证假设；反思与批判性思维；重

新构建对文化与文化差异的理解。 经常使用的课堂活动包括观看视频，小组讨论，案

例分析，角色扮演，文化模拟游戏等。所有教学模式都以文化档案作为评估方式，文

化档案一般由反思日志和书面报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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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目录中期刊论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把文化

看作静态有序特征的集合体存在很大问题。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种文化

观体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尊重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强调反思和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

通过研究、观察、体验等各种活动，（重新）构建他们的文化知识以及对文化和文化

差异的理解。在动态文化观中，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教师，学生和文本，学生和对话

者之间的对话/互动构成了跨文化教学过程的基础。 因此，上述这些研究与孙有中

（2016）提出的跨文化教学 5 项基本原则（CREED）高度一致，这 5 项原则是：思辨、

反省、探究、共情和体验（即做中学）。 

然而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与主流默认的教学实践之

间仍存在差距。韩晓蕙（2014）对来自全国 39所大学的 1081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

卷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英语教学的认识需要在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和评估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改进。教师和学生对文化多样性和动

态性缺乏深入理解，这突显了对教师进行系统化跨文化交际培训的重要性。鉴于跨文

化教学在中国的外语教育中充当附属角色，并且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概念与操作框架

来界定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和评估手段，国内的跨文化教学实践仍缺乏

系统性和完整性。在缺乏系课程纲领的情况下，许多外语教师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理

解来开展跨文化教学。 这种缺乏指导、不系统、零碎并流于表面化的教学实践可能适

得其反，反而加强了文化定式（张红玲，2012）。 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开展自上而

下的跨文化教育至关重要。 

教材目录 

目录中的四本跨文化交际教材是《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修订版）（许力

生，2009），《跨文化交际实用英语教程》（黄育才，2013），《新视界大学英语综

合教程》（Cortazzi，金立贤，2011）和《大学英语思辨教程》（孙有中，2015），

其中前两本是专门为跨文化交际课程设计的教科书，后两本教材是将跨文化交际融入

大学英语。这两个类别也代表了国内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教材的现状。 由于中国的跨文

化教学从属于外语教学，大量的跨文化交际教材实则为大学英语所设计，其中融入了

一些跨文化交际的元素，其受众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例如，孙有中（2015）在他的

系列教科书中，致力于将文化、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融入英语的四项基本技

能。目前中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就要求教科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黄育才（2013）着重从跨文化语用学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许力生（2009）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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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所设计，涵盖的主题已扩展到文化认知、跨文化适应

等，而非简单的文化间的比较。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教材通常是基于主题的，每个单元的格式规整，通常由几篇阅

读文章组成。 在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无论是专门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教材，还是融合

了跨文化元素的大学英语教材，语言是所有跨文化交际教材的重点所在。 与意识和态

度导向的欧盟 IEREST（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Erasmus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教育资源不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教材仍然主要以认知为导向。

尽管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已经从本质主义范式逐渐转向建构主义

范式，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文化观不仅在跨文化教学实践中继续存在，也在跨文化

交际教材中延续。索格飞等人（2015）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1985年至 2014年间中国出版

的 122 部跨文化交际/传播教材进行了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国内教材在教学资料和跨

文化交际理论的选择上存在随意性。 他们还注意到，中国的跨文化交际教材目前仍以

欧洲和美国为中心，没有呈现代表学习者所在地本土跨文化交际的现实状况。 

结语 

跨文化交际的教学活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教学实践、教学材料和评估手段。 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一直在持续、蓬勃发展，但是

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教材和课程开发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只有弥合这一差距，

才能使国内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真正地符合文化及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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