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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就在想：人类学的教学本该比目前常见的现状要有
趣得多。或许我们对人种志不应该只是阅读和评论，而应该加以实际
体演。由于疏离的缘故，学生们要花大量时间呆在图书馆阅览间内，
费劲地啃着有关异族生活的记载，苦读甚至更为陌生的人类学理论对
那些异族生活的梳理。虽然人类学应该是有关——用戴·赫·劳伦斯
的话来说——“活生生的男人”和“活生生的女人”的学问，但是，
人类学的这种生动性在我们的教学法中却往往没有得到体现。究其原
因，再次借用戴·赫·劳伦斯的话来说，或许就在于我们的“分析是
以一具尸体为前提”。
——维克多·特纳
“戏剧性的仪式/仪式性的戏剧：
表演性的和自反性的人类学”（1991）

文化与外语学习
从事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的师生该如何认真采纳特纳的建
议？我们是否应该把体演当做一种教学法，用以取代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内常见的、训练学生查找专家著述的那种教学法？当
我们发现那种教学法对待文化就像对待尸体一样，也许就找到
了答案。我们人类有财力、有机会时，就有许多对待死者的办
法：或独自饮泣，或嚎啕大哭，或由生者作程式化的致辞。还
可对死者的遗体作某种处理：或将它安置于人迹罕至之处，或
裹布装殓入棺，或整容防腐保存，或点火随烟焚化，或树立标
志定位，或佛骨分送伽蓝奉养，或投虎饲鹫实施天葬。在某些
地方，人们将尸体吃掉。所有这些行为，似乎都出于一种普遍
想法：纪念死者，告慰生者，减轻悲痛——回忆死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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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是为生者举行的，这一认识使得贝拉先生的训诫成为很实
用的忠告：“一定要参加别人的葬礼，要不然，别人也不会参
加你的葬礼。”（Berra 1998：73）
对待文化扮演着类似于殡仪业者和哀悼者角色的，难道只
有博物馆馆长、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评论家吗？语言教师
是否也有份呢？观察一下语言课堂，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所
学习社会的文化安然隐而不现，要么被掩埋在学习者的本土文
化之中，要么被当做胶囊一样就便包裹起来。我曾偶然听到一
位日语教师在学生用日语指称老师出现错误时，他所作出的反
应却是：“哥们，就叫我 Kaz 吧。”这位教师后来解释说，
他希望他的学生们说日语时感到轻松自在，因此，他设法确保
对这些高中生们只讲那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在别的课堂上，
学生们在规定的课时内被带领着离开语言学习而转到文化学
习，据称，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离”——我在类似
场合听过这种说法。
即使是富有经验的业内人士，也是将文化当做悼词所表现
的“有关学问”来对待，而不是将其定位为与“活生生的”男
人女人打交道时所需要的“那种知识”。最近，一场关于操本
地语言和非本地语言的人们的行为态度的讨论，提供了这样一
个实例：由于国籍的不同，法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同一则
法语广告有不同的解释。按照法国人的解释，我们得知：
美国读者和西德读者的解释并没有错。三种意思都潜在地包含在
法语广告内。…… 如果将这则广告使用于世界各地来教授法语，潜在
的不同解释还会增加。在这则广告中，本地人和异地人会发现，他们
的世界观所肯定的东西是不同的，他们对特殊待遇、权利和特权的定
义也各不相同。（Kramsch 1997：361-362）

我这里提出的体演文化的概念，在教学目的和意图方面，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它与科拉姆斯（Kramsch）的假设
是相冲突的。科拉姆斯认为解释都“包含在法语广告内”，而
且这些隐含的解释会随着读者文化的不同而增加，就像追悼仪
式上人们所使用的一系列特别的悼词那样。本文的看法是：解
释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之中；因此，人们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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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想参与到表现法国文化或法语文化的各个方面中
去，在那里，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人际交往或处理社会
事务。而且，人们学习在法语社会里交流的目的，并不是想创
立带有其他语言文化特征的解释。
带着参与生于彼地、长于彼地的人们的生活的意图来接触
某种外国文化，那可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在莎士比亚
的《冬天的故事》里，准备使一座雕像获得生命的鲍丽娜警告
众人说：“谁要认为我即将做的事是不法行为，就让他离开
吧。”弗德里克·特纳在引用鲍丽娜的话时表示：“起死回生
想必是很危险的。”（Frederick Turner 1985：47）
在引导学生体演某种外国文化时，下面的告诫一点也不过
分：在别人的文化里游戏，即使没有人身方面的实际危险，也
有可能产生精神上的极度不安。为了避免目标文化在我们的语
言课堂里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就得放弃本土文化的特性，以及
在本土文化中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意图的实际体现所带来的
安全感。马克·特纳在一本有关英国文学研究的书里，将这种
不安全感描述得非常透彻，值得大段引用：
我们有的人害怕改变自己所讲的语言，也就是说，害怕学习外国
语。不管这种表述是否精确，我们有些人确实感觉到，用小孩牙牙学
话的方式来学习外国语，会迫使自己打开一个自己害怕打开的语言能
力的王国。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语言是一个引起恐慌的东西，幸运的
是，自己已经在第一时间内通过了学习。这种恐惧导致时下流行的做
法，即试图学习一门外国语而不改变或影响任何现存的东西，也就是
说，用成人的方法来学习：控制学习进度，调整教学方法，坚持查看
每一个写下的短语，坚持把所有的东西都翻译成母语。这样学习的成
效，几乎总是微乎其微的，却仍是大家愿意接受的一种语言能力水
准，因为它没有导致什么事情需要再从头开始或加以改变，大家觉得
自我秋毫未损。
如果改变固有的观念，我们在内心最深处会觉得丧失了自我。让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曾几何时，我们已获得了现有的语言能力。我们
不想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不论从职业来说，还是就个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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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固有观念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突然间让我们变得无能。为了防
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叮嘱自己，没有必要去搭理那些会迫使我们修
正自己固有观念的事物，我们将这些事物当做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东
西。（Mark Turner 1991：27）

这种在固有观念遭挑战时的回避心态，由一个接受国家公
共广播电台采访的年轻美国学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有人建
议她遵照巴黎人的文化习俗——不要对陌生人微笑、对异性要
略微卖弄风情时，这个美国学生表示绝不会放弃她固有的美国
观念，不过，她颤抖的声音（对此，你只能借助论文中的这一
表述加以想象了）明白无误地透露出某种不安：
如果你与这里的人调情，可能会让你卷入某种有损名誉的情形。
但是你应该微笑……也许你能改变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以微笑回
应，那是他们的选择。微笑使我感到更快乐。

（National Public Radio,
Morning Edition 12-29-94）
这位同学认为她可以通过微笑来改变法国文化，其实是一
种普遍的幻想。很多人在发现自己受到某种外国文化习俗的挑
战时，都用这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
准备采纳维克多·特纳的建议、让学生实际体演文化的语
言教师，必须为学生提供在目标文化语境里交谈的学习条件。
想要学会某种文化而不与那些每天生活在其中、同时也在创造
它的人们进行交谈是不可能的。学习者必须体演目标文化，正
如他们必须体演目标语言一样。每一次文化体演的宗旨都应该
是创造一种使体演者感到愉快的记忆，从而使他们愿意继续交
谈。该记忆与那种试图通过丧葬仪式建造的记忆形成对照，后
者是一种为了满足那些聚集起来的悼念者的需要而建造的记
忆——它维系着在本土文化讲来讲去的“战争故事”，或以
“当我在 ……”这样的套话开头的旅行故事。同样，与“有
关异族人生活的记载”和“陌生的人类学理论” 形成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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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演作为表现认知的一种方式，与传统经院式阅读和评论
所显示的传统话语明显不同。
文化是复杂的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对其中任何一个片断
的体演，都需要许多人在一个约定的共享框架内交流。通过体
演来解释某种文化中的任何一个特定部分，肯定要比对任何个
人解释的创造或再创造复杂得多。当对目标文化解释
解释的评判
解释
取决于本土文化对它的接受（例如，科拉姆斯所指出的情
况），而对目标文化体演
体演的评判标准却是看这种体演是否符
体演
合目标文化时，情况尤其如此。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交谈当做在文化中的体演，考察
有某种文化背景的成年人，如何带着他们在本土文化中所表现
出的某种坚定信念，学习在另一种文化中交谈。文章的讨论围
绕着这样的观点：文化是意义的基础，“语言不仅仅可以传播
信 息 ， 它 还 可 以 创 造 或 建 构 知 识 或 ‘ 现 实 ’ ” （ Bruner
1986：132）。

文化、语言和体演
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与行为的概念，类似于语法之于语言。
其主要差别在于：一种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也远远复杂于一
种语法。我的英语语法知识能使我不用预先准备就能够在适当
的时候进行表述，且这些表述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都是正确
的。我想要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张口就说，相信自己用不着事
前考虑就能组织好发音、单词和短语。同样，我的美国文化知
识，能使我在参与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时不必作大量的事前准
备工作。不过，正像我的英语语法知识不能保证我所说的内容
实际上总是正确的或总是有益于自己的，我的美国文化知识也
不能保证我的社会活动全都能成功。毕竟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
的文化中有过太多的失败的经历。有关某种文化的知识只提供
了参与社会交流与合作的基础，而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这些社会
交流与合作本身。简而言之，这种知识只是将我们带入游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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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语学习的目标就是要反复灌输语言和社会中的那些默认
的、符合文化规范的行为方式。
就个体而言，文化是一个与心智、记忆和意义大体等同的
概念。它在人生的早期就逐步发展。那时，可塑性的大脑本身
正经历着剧烈的改组调整，而这个改组调整过程，很大程度上
是在社会环境、即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杰罗姆·布鲁纳
告诉我们，儿童使用文化早于他们使用语言（Jerome Bruner，
1983）。海克特·哈默利指出：第二语言能力是在交际能力的
范围内发展的，而交际能力本身又是在文化能力的范围内发展
的（Hector Hammerly，1982： 214）。
文化是一种复杂现象，就像有能力思考的人类一样。作为
语言教师，我们不会一味迎合主张把文化当做一门学科的学院
派传统，我们也不应被期望去这样做。不过，从我们所教的文
化中，我们可以确定并筹备一些可体演的、可以在一个连贯的
文化观念里找到合理解释的“大部件”。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立
竿见影的主要变化，就是要求意义先于语言编码出现。这种对
交流的看法与大多数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看法，是不大协调一致
的。下面引用朗迪·艾伦·哈里斯著作说明语言学专家是如何
处理语言的（Randy Allen Harris 1993：5）：
语言学家用来考察语言的种种方法，基本上是随机的，就像物理
学家考察物质、生物学家考察生命一样；其中最主要的是类似于勘测
员所使用的那些方法。他们在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巨大版图上，切分出
更易于操作的领域。这些领域之间的界线常常处于争议之中，在一些
非常专业的问题上各不相让……但这些领域界线的存在，以及各自所
关注的主要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确立。按照传统的定义范围，语音学
关注的是语言的声音体系，音系学研究的是这些声音体系如何聚集成
有区别的信号，形态学研究的是这些信号如何聚集成有意义的单位，
句法学研究的是如何将这些有意义的单位排列成表达序列，语义学研
究的是这些序列所合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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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由表及里式的语言研究方法的阐释，典型地反映了
一种语言学传统：在由简单到复杂的语言编码中，将意义缝合
起来。这种看法的核心，实际上是把句子当做意义的容器。这
种观点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是斯蒂芬·品克（Steven Pinker），
他通过设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同：“大脑如何再现一个
句子的意义？” （New York Times 1997： B16）
作为学习语言的一种方法，文化体演从意义入手，将语言
编码——连同它的句子概念——当做一种参与媒介，从而得以
更充分地参与到意义之中。纳德·希莱指出，这种“将语言置
于文化之中”的看法，其实并不新鲜（H. Ned Seelye 1998：
4）。他引用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赵元任（Yuen
Ren Chao）分别在 1897 年和 1968 年的有关论述。我在他引用
的两则论述之间，插入了约翰·杜威后来提出的、与下文论述
有关的一个观点。
在教育学书籍里，语言总是被简单地当做思想的体现。不错，语
言确实是一种逻辑工具，但从根本上来说，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工
具。
——约翰·杜威“我的教育学信条”, 1897
语言只有在听和说的时候才存在。听者是不可或缺的合伙人。
——约翰·杜威《作为体验的艺术》, 1934
行为和语言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语言最常见的形式，并不是
由句子和段落连接而成的语篇。）
——赵元任《语言和符号系统》, 1968

作为一门学科的语言，是建构在文化框架内并与行为不可
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把体演当做一种必需的教学法而
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
语言教学法意义上的“体演”，考虑到了这个术语在社会
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模糊性。它包含“表演的”活
动、看得见的行为等意思，而不是抽象的行为范畴，犹如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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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中的知识相对于本质的或理想化的知识。维克多·特纳这
样解释说：“表演并非必须具有结构主义者所意味的明显形
式，更多的是表示‘正要完成’或‘正在实现’这种过程上的
含义。因此，表演就是完成一个或多或少与他人相关的复杂过
程，而非做一个单一的行为或活动” （Victor Turner 1991：
101） 。外语学习中的体演，像戏剧舞台上表演一样也具有审
美意义。一个戏剧演员赢得赞美，靠的是勇于突破自己艺术上
的局限，常常给予观众一种可能失败的惊险感。在外国语言和
文化中进行的体演，并不亚于一种冒险行动、一种挑逗失败的
行为。
仔细考虑可体演的文化，会使我们将那些不常混淆、互换
的词语和概念联系起来。文化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复杂知识结
构，而社会反过来又被视为与特定的文明相关联。于是，文化
体演就成了文明行为中的一个个孤立事件，而这些事件可以成
为目标社会中现实或理想的行为模式。它们可简单到打一个招
呼，也可复杂到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协商有分歧的问题。在外
语学习中，想要获得对异国文化的现场感，就要求我们有意识
地反复训练那些符合目标文化所期望的事情。因此，一门语言
课程设计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选择、分析、展现那些可以由学
生体演、由教师评判的文化事件。
如同在其他表演场合一样，在外语教学法里，体演就是有
意识地重复那些“设定事件”。这些事件，根据卡尔森的推
论，有五个规定性元素：1．发生的地点；2．发生的时间；
3．合适的脚本、节目或规则；4．参与者的角色；5．主动接
受或被动接受的观众（Carlson 1996）。
语言教学法中的体演也引起了对学习者的重复进行文化价
值评价的问题。霍华德·加纳比较了中国人对公共表演的喜好
和美国人对它的反感 （Howard Gardner 1989： 261-262）。这
个对比或许可以解释卡拉 OK 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成功的相对
性。当美国学生通过体演来学习中国文化时，他们也应该意识
到：在中国文化里对已被接受的共识所做的重复，在中国人看
来，可能要比被美国人所珍视的看起来像是原创性的见识更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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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中的文化体演
一个基于文化体演的外语学习项目，对有关教学目标和教
学程序应该有一些明确的基本设想。下面介绍的基本设想包括
意向、设定的意义、记忆、教学法设计等几个方面。
第一，
第一 ， 学习用某种外语交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在该国文
化中确立意向的能力。
。 在某种社会环境里，无论你想在哪些
化中确立意向的能力
方面获得成功，无论是经商也好、研究也好、人际关系也好，
你的意向必须被你正在交往的人们意识到并且得到他们认可，
同时，你也必须能够领会他们的意向。如果缺乏这种对意向的
相互理解的话，无论你怎么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你还是几乎没
有表达出你的意思。我们所看到的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败事例，
大都是因为不知道怎样使别人了解自己的意向，或者不知道如
何了解别人的意向。个人在一种文化里的行为，受制于那种文
化 本 身 。 那 些 正 忙 着 学 习——用乔丹和沃尔顿（Jorden and
Walton, 1987）的话来说——“地地道道的外国语”的美国学
生，常常很难认识到：在他们正在学习的那种文化里，作为个
体，他们只能成为那种文化所允许的人。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杜威的观点：“听者是不可或缺的合伙人。”
基于这种理解，个体在某种文化里就处于一条“存在链”
之中：
1)
2)
3)
4)

文化产生语境
语境规定意义
意义表达意向
意向确定个体

对于语言和意向性之间的关系，塞勒这样解释（Searle
1983：5）：
语言来自于意向性，而不是相反。就语言来说，教学法的指向是
解释意向性；就意向性来说，逻辑分析的指向是解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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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照塞勒对教学法的定义，我们必须假定语言作为阐释
意向的媒介早已为人所理解。为了教、学和体演某种未知的语
言和文化，通过意向性这一逻辑分析的指向来接触这种语言是
必要的。
第二，
第二 ， 文化是意义的来源，
文化是意义的来源 ， 因此，
因此 ， 使用某种特定语言的
谈话，
， 要求交流在那种特定文化框架内进行。
谈话
要求交流在那种特定文化框架内进行 。 这就意味着：
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交谈，要么根据外国人的目标文化来
理解，要么根据外国人的母语文化来理解，外国人也许会被期
待兼通他正在讲的那种语言的文化和他自己的母语文化。如果
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正在交谈，要想达到所期望的理解，最
可取的策略是在正在使用的语言文化中实现交流的目的。如果
本地人和外国人都知晓外国人的母语文化，这时第二好的办法
可能是：讲一种语言而用另一种文化来理解。当交流的双方用
各自的文化来理解谈话时，最有可能会产生混乱或误解。
在中美两种文化里分别设定两个彼此不熟悉的主客角色能
很容易地说明这个问题。两个人正在按最适当的社交方式交
往——比方说，一个美国人邀请一个中国客人一起享用茶
点——能很好地说明适合于某种文化的角色却并不适合于另一
种文化：
美国主人会提供饮料或什么吃的东西让客人选择，但一般
不会坚持要客人接受它们。大多数美国主人会避免显露出他们
自己的意见，认为让客人自主选择更为礼貌，即使意识到客人
的选择有可能并不是主人所提供的东西时，也是如此。这一点
体现在美国主人常常说的一句话里：“请随意，别拘束。”另
一方面，中国客人则可能会回避立即接受主人提供的饮料或点
心，避免回答“你想要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应主动
提出想要主人所提供的以外的东西，这才是礼貌。当主人问到
客人想要什么时，中国客人往往会重复说上这样一句客套话：
“客随主便” （客人遵从主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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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简单的邀请行为，要让有关双方都满意——即让
主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称职的主人、客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得体的
客人，主客双方有三种基本选择：
使用中国语境：客人以适当的次数谢绝茶点，而主人则一
再坚持，直到客人享用茶点或将茶点搁在一边。
使用美国语境：主人提出可选择的茶点，然后等候客人选
择。
采取超文化策略：主客双方都意识到由中美文化背景所导
致的行为冲突，于是开诚布公地商议各自怎么做为好。
即使是在上述这样简单的社会行为中，文化也在提供语
境。如果一种特定文化不能为一个得体的客人向主人提出自己
的选择这一行为提供语境，那么，在这种文化里，这个客人就
不可能成为一个得体的客人。倘若一个人在不知不觉地扮演着
这样的角色，他就会被视为一个不得体的客人；或者，如果主
人意识到他的意图，就会把他当做一个要么必须迁就、要么必
须回避的外国人来对待。如果主客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期望的不
同而又不能按照彼此的期望去做事时，他们可以通过讨论这一
难题、暂时达成相互认可对方做法的共识，营造一种临时的符
合双方期望的状态。
临时采用这种超文化策略，在某种特殊情境下能有效地应
对意料之外的行为，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无法长期地或在
应付复杂事务时保持有效。它会使本来就复杂的事务陷入更为
复杂的文化困境，或者使参与者在维持这种关系中耗尽心力。
而且，这种超文化策略还有着严格的要求，即所有参与者都必
须同样了解并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当人们在某种外国文化中进
行实际操作时，这种情况并不常有。
这种超文化策略还常常事与愿违，导致了原本设法想避免
的不满和误解。一次探讨如何增加在日本大学里学习的美国学
生人数的美日教育家联席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大会的
美方负责人是一位有名的教育家。由于他对日本和日语的学
识，他被推举来主持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向日方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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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宣布：虽然他知道他和大会其他负责人本该遵循日本习惯，
事先亲自将会议的内容通知给与会代表，但环境妨碍他这样
做。他将按美国方式进行会议议程，有必要时才讨论条款和决
议。他的这番话在日方与会者中引起了相当负面的反响：他们
认为，如果他以为解释一下自己忽视了日本习惯就足以给大家
留下深刻印象的话，他这个“日本专家”根本算不上专家。他
们断定，这位大会主持人所做的至少也是对他人的一种轻度冒
犯：如果他知道该做什么而没有做，那么，他肯定是认为事先
的商议是多余的。两天的会议在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
进展。或许，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那句“超文化”的话语，还
有部分原因则在于会议往往产生不了什么结果。
将在外国文化中确立意向的能力作为外语学习的目标，扩
大了通常予以训练的重点学习范围：语言的语境获得了与该语
言的形式编码相比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地位。
第三，
第三 ， 学习体演一种外国文化，
学习体演一种外国文化 ， 必须建构对那种文化的
记忆。
。 如果说成功的外语学习经验的核心，取决于在外国文
记忆
化里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的交流互动，那么，获
得成功完成这些交流互动的能力的过程，就是一个建构广泛记
忆的过程。这种记忆的复杂程度，如同一个不断延长的故事，
无法在此详细阐述，但我们的教学法关于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
的设计，对我们正在建构的记忆的性质，提出了可操作的设
想：
1) 为了能在一种外国文化里正常活动，个体必须吸收那
种文化反复灌输的默认记忆，而不是依赖本土文化和
目标文化之间的逻辑论证。社会交流互动的流动性和
人类语言生成的速度，不容许人们时时事事去查询本
土文化和目标文化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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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目标文化中长期的成功行为的记忆，并不是一种由
本土文化记忆到目标文化的翻译或映射。
3) 记忆是由一些并不总是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联合
体，因此，汇编记忆有多种程序，评价它也有很多方
法。

记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某种文化里的交流提供语境。
靠着记忆的帮助，我们的感觉官能得以在这些语境中活动。感
觉系统并不只是简单地让感觉进入，它们也抽取感觉数据的多
级特征。而且，我们的感觉系统是随着我们能力的发展而建构
并改进的。当我们为发展这些感官的能力而将它们置于不同的
语境中时，我们周围的环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
内容，决定我们怎样赋予意义。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语言文化能
力看作感觉系统（这个系统可处理进入的信息、提取意义，并
且把所有可以想到的信息组成最具有自我参考价值的系统），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创造和建构语境以发展这种系统。
第四，
第四 ， 我们可以创造教学情景和教学方法以帮助建立一
种对外国文化的记忆
文化的记忆。
种对外国
文化的记忆 。 要学习在一种外国文化里确定意向，
就需要学习这种文化。赫克托·汉默利将目标文化教学的讲述
分为三个部分（Hector Hammerly 1982：512-514）：
1) 成就文化：某种文明中的标记性事物
2) 信息文化：某一社会所重视的信息种类
3) 行为文化：帮助人们驾驭日常生活的知识
随着外语学习者在目标文化里的活动能力的发展，成就文
化和信息文化方面的知识会变得日益有用。不过，从外语学习
的初级阶段起重点就是放在行为文化上的，因为这种知识能够
让学习者创造足够的便利，促使当地人与自己保持长期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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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而这种长期交往对学习者在该文化中积累经验是必要的。
教学环境中所介绍的行为文化，可以根据把目标文化介绍
给本土学生的教师的能力作进一步分类：
1) 被彰显的文化：本地人通常热衷于传播给异地人的文
化知识。
2) 被忽视的文化：直到异地人的行为使之显现出来时、
本地人才意识到的文化知识，也就是爱德华·霍尔所
说的“隐藏的或隐匿的文化” 。
3) 被隐瞒的文化：本地人通常不愿意传播给异地人的文
化知识。
被彰显的文化是教科书和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不过，有
能力的外语教师所关注的往往是被忽视的文化。对一代又一代
初学者在目标语言文化里的普遍行为的关注，使我们不断意识
到这些行为所反映的是先前未被质疑过的文化约束。被隐瞒的
文化的某些方面似乎让初学者着迷，但是，从实用的目的出
发，对它们加以回避是合理的，除非它们直接关系到初学者对
目标文化的接受。
我们许多教东亚语言的教师都会被邀请为准备前往大洋彼
岸做生意的商界人士作点参谋，我们由此意识到，只学一点文
化而不用学语言编码也是可以的。相反，我们大家毫无疑问地
都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学会了操练一种外语编码，却没
有学会一点感性的文化知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早期，许多来美国出公差的中国人，显示出对英语的很好掌
握，但他们的使用都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文化语境的范围。的
确，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超出那个范围将会被怀疑是
否忠诚，而且还会招致来自群体内部的严肃批评。美国的传教
士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属于这种类型，他们通常在目标文
化范围之外表现出目标语言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意图比较单
一，譬如说，完成一次境外旅行而不违背自己的文化或政治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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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或者只是在目标文化中传播自己本土文化的某一信息，那
么，只学语言不学文化倒不失为一种选择。
如果生活变得比上述情形复杂一点的话，脱离文化的语言
最终都会导致失望。1993 年 11 月 21 日，北美版《朝日新
闻》（Asahi Shimbun）登载了一位 30 岁的日本家庭主妇写给
编辑部的一封来信，提供了一个语言感受相当精确而文化知识
却修养不足的实例：
朝日新闻（卫星版）1993 年 9 月 21 日
祝你今天愉快
我带着我一岁大的孩子来到曼哈顿商业区一家颇有声望的百货商
场。我正看着购物指南，一个售货员从我们身边经过并开始和我的孩
子搭讪：“嗨，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女儿被这个陌生人的行为
吓住了，绷着脸不说话。这个售货员转向另一个顾客，耸了耸肩，说
道：“她有点乏味（dull）。”回家后，我开始在英日字典里查找
“dull”这个词，发现它和“迟钝的”和“乏味的”之类的词同义。无
论是哪种意义，反正都不是正面肯定的意思。以前，我一直以为美国
人比日本人对小孩更为友善亲切，一直因他们自愿帮助宝宝而心存感
激，因此，这件事让我感到格外震惊。即使她是在开玩笑，但在这样
一个一流商场里工作的售货员怎么能如此麻木不仁呢？
一个家庭主妇（30 岁）
纽约

三十岁的日本家庭主妇表达了女儿遭到本地人（美国人）
的侮辱所带给她的痛苦；然而，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明白，那位
售货员绝非有意要侮辱她的女儿，其意图恰恰相反。假如这位
家庭主妇对“体演”的五要素有一点了解的话，她也许就不会
误解那位女售货员的意思了：
1) 特定的地点：在美国的百货商场，工作人员应该让顾
特定的地点
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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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的时间：上班时，为了表示友善和可靠，销售人
特定的时间
员会就顾客较明显的个人情况与其临时聊上几句。所
谈的这些情况，或者是表示恭维或者是为促成一笔买
卖。
3) 特 定 的 脚 本 / 节 目 / 规 则 ： 称 赞 婴 儿 时 会 用 洋 娃 娃
（doll）作比喻。形容词“dull”一般不用于污辱人。
“她是个洋娃娃（She’s a doll.）”与“她有点乏味
（She’s dull.）”这两句话，虽然发音接近，但作为可
能的台词，两者的意思相隔甚远。耸耸肩的意思是：
小孩没有做出反应并不要紧。
4) 特定的角色：售货员一般不会侮辱顾客（即使在纽约
特定的角色
市），但与顾客攀谈时确实会将陌生人和旁观者引入
交谈。
5) 特定的观众：为了给婴儿父母留下好印象，同时，也
定的观众
为了向旁观者表示好意，售货员会称赞婴儿。
外语教师从这类交流失败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位日本
主妇表现出对英语语音掌握得相当好：她能够长时间记住
“doll”的发音，直到回家查阅参考书，用标准的英语拼写法
来查出它的意思。对一门外国语能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她对句法的领悟略欠火候，将“a doll” 听成了
“dull”。不过，我认为她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没能察觉对
方的意图，反而将自己对事情的解释建立在这样的预想之上：
售货员的评论大概是在批评自己女儿的表现而不是力图逢迎顾
客。
大多数外语教师都有一个小秘密：你无法学会某种外语，
你只能学会在某种外语里做事情。之所以叫做秘密，就是因为
你很难向那些一心要学会（有些人用“掌握”这个词）一门外
国语的人说清这个道理：他或她必须学习怎样与目标语言里的
社会成员一次就一个“事件”进行谈话，直到效果积聚起来，
形成一种能力。这位日本家庭主妇的经历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
问题：在外语教学中，当我们给学生创造文化学习机会时，我
们怎样才能把这些“事件”组织起来？有哪些特点是我们需要
强调的？

16

体演⽂化

结语
用一种外语交谈是有危险的。我们从小就适应惯了的行为
方式可能会突然背叛我们，将我们置于误解和窘困的境地。我
们用本国语言交谈时所经常使用的行为方式，大多数都是学习
来的，只是学习的过程被遗忘了。我们很可能没意识到这些行
为方式确确实实是学习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同样可能不会意
识到，为了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流，我们必须学习体演不同的
（常常是与母语形成对照的）行为方式。
这些行为方式是我们用以展现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的手
段。它们由此成为创建一种文化知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
使这种知识有用，就必须使它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以便在文化
游戏进行中能立即派上用场，而不是把它放在我们母语文化的
保险箱里，使它成为闲暇时用来回忆和冥想的东西。外语教师
永远都不能消除因为学习在外国文化中交流而导致的危险和压
力，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绘这个游戏的性质，培养一种健康
的冒险意识，增进我们对“活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理
解。
写于山东烟台

鸣谢：
这篇文章是我与荣·沃尔顿多次交谈的纪录。荣和我都逐
渐认识到应将文化置于语言教学的中心位置，我们对此常常怀
有同感。我们两人都知道这将会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很有可
能同时激怒许多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人们。教学重心从语码
到语境的转移，会导致极大的挑战——它需要新知识、新技术
以及大量地使用科技成果；但它也会对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的
问题带来新的启示，给外语学习与研究带来强烈的新的激动。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客观反映出荣对美国人外语学习方法的深切
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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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玛
丽·霍华德（Mary Howard）教授的帮助——她在渤海湾破纪
录高温时费心看完了我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的
学生 Eric Shepherd（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威廉·玛丽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简小滨教授，通过在美－中纽
带文化培训项目（我们在那里训练美国年轻人作为实习生在中
国企业里工作）测试和检验“体演文化”教学法，对这项研究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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