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O2月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8卷第 1期(总第 181期)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Feb．2O18 

Vo1．38(Sum No．181) 

【教育教学研究】 

多模态话语分析下的外语教学课堂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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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外语教学的不断变革和科技信息的日新月异，外语教学课堂的互动，也被赋予了 

新的意义。多种媒体和多种教学方法手段的介入，改变了传统课堂。当代外语课堂教学是教师和 

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等手段，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建构、合作“互动 

式”的过程。多模态话语分析，为语言教学研究和教师自身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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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外语教学课堂互动一直备受教育研究者和教师 

本身关 注。基 于社会 学 的概 念 ，互 动是指 在人 和人 

之间、人和群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互相影响的作 

用和关系。传统的外语教学课堂多是教师主导、学 

生被动接受的“灌输式”授课。学生处于记忆强化 、 

接受老师讲授知识的被动不平等的地位。随着外语 

教学的不断变革和科技信息的日新月异，外语教学 

课堂的互动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由于多种媒体和 

多种教学方法手段 的介入，改变了传统课堂模式 。 

当代外语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 

间，通过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等手段，传递信息和 

交流情感的建构合作“互动式”的过程。 

本文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维度，对外语课堂互 

动教学中的多模态话语符号进行分析。 
一

、外语教学课堂互动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语言课堂的互动对于课堂教学的效 

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是提高语言学习 

者语言交际能力的手段 ，也是激发语言学习者学习 

兴趣、自信和学习 自主性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另一 

方面，通过课堂互动，教师也可以构建和谐的师生关 

系，更好地营造轻松、和谐、平等的语言环境，促进有 

效教学。互动研究始于 1981年 Long提出的“互动 

假说”理论，认为从本质上可分为认知互动和社会互 

动。前者从认知互动研究关注学习者内在的认知机 

制和语言环境的互动，后者社会互动更多地从外部 

社会人际交际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习得。基于对知网 

期刊核心文献的索引，笔者以外语课堂互动为主题 

词，共搜索文献 201篇。根据其关键词的共现关系， 

教学互动、课堂互动、互动模式，以及课堂话语、学习 

过程、教学效果和语言能力、语言输入和意义协商 

等 ，是文 献 中多 出现 的关键 词 。2004年 ，王丽 萍 在 

《外语教 学如何 进入交互课堂 》中较早提 出交互外语 

课堂教学概念口]。徐锦芬将 1997年到 2009年国内 

外外语课堂互动研究的论文，从研究对象、内容等方 

面，把国内外研究的特点和趋势进行综述，提出对未 

来研究的启示[2]。2014年，李异飞在《我国外语教 

学课堂互动研究回顾及发展趋势分析》中，从课堂互 

动研究的理论背 景 、互动 课型 ，以及互 动策略 、模 式 

和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综述[3]。李素枝于 2011年对 

中外外语课堂教学模式的互动研究进行分析 ]。刘 

琴和王淑芹分别于 2005年、2006年关注情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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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策略的研究和互动话语模式的研究 ][ 。2011 

年 ，刘岩从教育技术开发的方面，描述了基于 R!A 

技术的学习互动平台”]。多媒体网络技术出现后， 

多维互动更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2013年，李冬燕 

等就大学外语教师的多模态课堂话语实现路径进行 

了个案分析研究 ]。2013年，王莲在《多模态英语 

视听说课堂的互动分析》中，对不同课型互动分析研 

究 ]。可见 ，互动研究从理论深 入到实践 ，从 教师与 

学生互动、课堂内互动到教师和教育教学技术层面 

的多维互动，从单纯的环境客体的因素方面的互动 

到情感认知互动策略，已取得成效。 

二 、多模态话语分析相关理论依据 

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网络和各种媒体技术给人 

们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听觉、视觉、触觉等各 

种感知系统都被纳入交流的范围。单一模态的交流 

更多地被多模态所取代。按照社会符号学家(Hodge 

& Kress)的观点，当今对意义的理解，已经不再是 

单一符号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各种社会符号系 

统中综合而来的多模态形式o[IO](Pl12--130) 

自然状态下发生的话语活动往往具有多模态性 

(muhimodality)，而当今的大多数话语分析，都是以 

文本为基础。科技 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多媒体技术 

的革新，不仅在语言的观察和分析上，而且在语言的 

教学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 由于技术的限 

制，无法呈现如空间、环境、背景音乐等其他符号系 

统对语言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多模态的研究让 自然 

话语的分析进入新的领域 ，更全面和细致地分析话 

语意义 ，从 而更好 地理解话语 和说话人 的意图 。 

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西方话语分析理论，随着 

科技的进步也不断发展完善。国内对于多模态话语 

研究，在近十年内，从最开始的理论的引进和学 习， 

到后来对它的理解分析和应用。胡壮麟(2007)研究 

关注多模态 化和意义 的多模态构建口“。朱 永生 

(2007)则进一步关注了多模态话语的理论研究方 

法 "]。李战子(2003)和叶起昌(2006)等，对多模态 

话语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也被广泛应 用于 多种媒 体领域 ，如广 告 、电影 海 报 、 

新闻话语和网络微博等口。][“]。多模态话语分析的 

文章虽然出现在各个领域 ，但是 ，多模态教学环境下 

的各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待深入。比如，大学英语 

多媒体教学下的多模态意义的建构和话语分析的研 

究，以及对课堂教学上各模态的协作和分配，以及学 

生在多模态环境下的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和课堂互 

动方面的研究等。鉴于此 ，本文 旨在对大学英语多 

媒体互动教学语境中开展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多 

模态话语分析为语言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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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对语言教学的研究，特别在当今多媒体教学条 

件下，多模态话语分析有助于了解教师多媒体教学 

效果的现状，从而提高多媒体教学效果 ，帮助教师 

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和信息化素养。 

三、外语课堂互动教学中的多模态话语符号分析 

正如自然话语一般，外语教学课堂也是一种言 

语交际场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对语言交际也提出 

了新要求，外语课堂教学随之也发生着改变，从传统 

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的单一固化的交流，到多 

媒体信息时代下的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和多元动态 

的交际。在传统的课堂教学 中，师生之间是简单的 

提问回答形式的知识讲授和理解接受过程。这是一 

个静态的、封闭的、单向的过程，多数教师更多关注 

的是教学进度和教学任务 ，忽视学生的理解和课堂 

的有效互动反馈。当今的大班教学的模式，即使在 

多种媒体介入外语教学课堂后 ，这种情况也没有根 

本性的变化 ，学生看到的多媒体信息也只是老师教 

授信息的多元化呈现，学生虽然大多会对多媒体呈 

现的信息感兴趣，但是，还是处于一种被动吸收的地 

位。有些教师没有把互动交流反馈融入到多媒体教 

学中，只是把板书简单地复制到多媒体 PPT上 ，单 

纯播放和观看英语视频音频材料，而这些材料有没 

有和相关的教学有机地结合，有没有产生互动反驳 

教学，应值得反思。信息时代下的多媒体教学的“叫 

好不叫座”，让教师感受到多媒体呈现的信息很多， 

学生乐于接受，但是学生多为被动的接受者，很多时 

候教师在多媒体教学的情况下，主导课堂，学生缺乏 

自主性，学生成为科技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使得多媒 

体辅助教学变成多媒体主导教学。因此，外语课堂 

教学需要多模态教学，提供和创造条件，培养大学生 

阅读各种媒体和模态提供的信息的多元识读能力， 

建构 自我对外界的认识及其多元语言文化意识。 

(一)多模 态化 的外语语 言教材语料 的选择 

外语课堂 的互动 ，教师对教材 的认识 和理解 ，是 

其展示传授知识的前提。在多元信息时代下，教师 

对教材 、教学媒体和各种可用的教学资源的利用和 

整合，成为互动外语课堂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既然自然话语都是多模态性 ，人们在交际中的 

理解 ，也就不是单一性的，其要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 

各种信息来进行交际。在外语课堂教学中，语言教 

材和语料的选择，也是如此。研究者编写语言教材 

和教师备课准备各种模态的语料时，不是把各种模 

态单纯地罗列和添加，它不是 1+1=2的关系，而是 

让多种模态生成无限意义的潜能，也就是 1+1>2 

的关系。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多种模态的语料是 

应该相互结合、相互配合，各种模态的互动，使得语 



篇获得更多、更丰富的意义。作为外语课堂互动教 

学 ，多模态化 的语言教材和语料 的选择 ，是互 动的一 

个重要 的基 础 。在成 功的外 语课 堂教学 中 ，认 真 的 

备课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备课中对语言教材语料的 

理解，又体现了教师的多元识读能力，和能否在多元 

语言文化下，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 

根据 Kress＆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多模态 

语篇的整体意义是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的结合，是不同模态符号体现意义的综合体。可见， 

多模态教学语篇也是一样的。以笔者讲授的《新视 

野大学英语》为例。这个系列大学英语可分为《新视 

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 写译 

教程》《快速阅读》。此教科书系类就是典型的多模 

态语篇，教材中有图片、视频和音频，以及多媒体教 

学课件和课外的网络教学系统等丰富的媒体资源。 

教师在研读和备课时，需要的也是在能够理解这些 

多元信息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在编写过程中，编 

者是关注各种多媒体符号，把多种符号资源有机整 

合建构，即对教科书的意义构建。教师在认识和理 

解教科书上意义表达的多元性后，就可以在课程的 

讲解和活动的设置中，充分理解和利用各种符号资 

源，更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学生的兴趣，使多模 

态教学语篇的互动意义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二)多模态化下外语课堂教学互动交际模式 

外语课堂教学的互动，虽然分为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和媒体资源互动，但是，课堂教学中的互动很难 

单独孤立地进行。在多媒体信息时代下 的外语教 

学 ，师生之间的互动不是在单一 的模态下进行的。 

课堂教学中的视觉符号 ，例如，老师的板书和老师在 

讲解中播放的视频资料、图片等，老师的各种非语言 

符号 ，例如，手势、体态、面部表情 ，以及教室的内部 

环境等，都对教学中的互动起到重要的作用。以笔 

者讲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为例 ，在备课 的 

过程中，教材本身就有丰富的多种模态的语篇和语 

料。在信息时代下 ，外语教师的备课中还有一个引 

起较多争议的多媒体课件问题。当前的多媒体外语 

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多媒体教学课件一直是教育技术学、语言学、计算机 

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部分，它涉及 了多方面的知识和 

技术。故在多媒体教学课件的使用上，即在现实的 

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学设备的限制、自身科技信息的 

运用等诸多因素，多媒体教学课件并没有像其开发 

和研制者所设想的那样，能在教学信息的传递和课 

堂互动方面有着巨大的变化。实际是多媒体课件并 

没有对大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产生质的变化，学生 

们也只是对其抱有好奇而已。以视觉符号为例，新 

丁 洁 多模态话语分析下 的外语教学课堂互动研究 

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在 Lead—in引言部分都有相 

关主题的大幅的背景图片，在其多媒体课件中，也有 

对应的辅助理解的图片和视频材料。这些 为互 动课 

堂提供了良好的语料。外语教师在备课时，就要充 

分研究这些视觉符号怎样和自身的备课设想有机的 

结合，使图片等视觉符号产生的意义很好配合 自身 

的授课，从其中挖掘学生感兴趣、适合学生互动的话 

题，或者可以交流的知识点 ，而不是任由学生选择或 

不加节制地观看。以听觉符号为例，听说能力是视 

听说课堂上师生都很重视的部分，“在听觉模态中， 

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发出的口语语言符号，还包括 

其他一些听觉模态符号。在视听说课堂上，教师应 

充分运用听觉模态进行有效的互动，从而提高师生 

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语料之间的有效互动。，，[ 以 

非语言符号为例，这类 的模态符号通常是被划分为 

语言符号之外，但它又对交际起着重要的作用。一 

个语言表达积极的外语教师，假如其面部表情严肃 ， 

站在教室的角落里 ，那么，其语言表达的热情也会被 

学生质疑。因为其体态语的信息已传递了不友好的 

信息，这些信息和其语言信息结合在一起传递给学 

生 ，学生的反馈就不难想象，互动也无从说起。 

四、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虚拟外语互动课堂中的 

应 用 

虚拟外语课堂是多媒体信息时代下的一个产 

物。网络课堂、远程教育等，都是多种模态在异地或 

者历时教育的应用。传统意义上的多模态教学语篇 

的话语分析，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室教学，而虚拟 

外语课堂衍生 了时空的概念，如网络课堂、远程教 

育，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教学语篇中的 

互动意义也 有 了新 的 内涵 。科 技 的发 展 ，给外 语教 

学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让空 

间和学习又有了新的内容，多维学习空间产生了，多 

模态话语的研究也 自然走向多维学习空间。谢蓉蓉 

就多模态话语分析在未来网络课程的应用时，提出 

了“多模态虚拟课程”的理念。她提出了三种多模态 

虚拟课程：观影式虚拟课程、参与式虚拟课程和游 

戏式虚拟课程[1 。无论是哪种虚拟课程，互动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对于传统课堂的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各种资源的互动模式，和界定是否适合多维学习 

空间中的虚拟课堂，将是未来虚拟外语课堂需要继 

续研 究的方 向。 

笔者在后续课程《通用职场英语》中，启用了智 

能教学 APP蓝墨云班课，其虚拟教学助手就分为小 

墨和小蓝。小墨就是笔者的教师助手，它不仅可以 

通过学生在手机 APP终端的学习数据定期地反馈 

学生学习情况，还会自动分析学生作业和建议 ，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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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帮助学生。而对于学生来说，小蓝是定制化的服 

务 ，每个学生都会有 自己的小蓝，小蓝就是老师课外 

的虚拟分身。这既是虚拟教学技术的一个革新，也 

是多模态虚拟课程在手机端的一种呈现形式。 

虚拟外语课堂解决 了时空的二维问题，从时间 

和空间上，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便利，其互动还是基 

于历时的“面对面”的讲授和交流，或者在一定时间 

内 ，让学习者可 以自由地选择 ，给予参与者充 分的 自 

主性 ，互动在参 与者 主动 的选 择 和交流 中进 行 。虚 

拟外语课堂理念，将传统的虚拟外语课堂发展到了 

三维和四维的学习感受空间，使课堂信息的呈现方 

式、课堂交互方式发生了变革，互动也因为虚拟课程 

本身的不同，而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虚拟空间中，时 

空概念、教学资源及教学场地和设备等 ，都有了更好 

的发展，教学的互动也可以场景化、游戏化、重复化 

和开放交际化。 

五、结论 

外语教学中的多模态语篇话语分析，改变了以 

往的以师生、以文本为基础的交流研究模式，其关注 

的是正常多媒体教学语境下的交际，即 自然状态下 

发生的话语活动。多媒体教学中各种意义符号系统 

都被重新赋予意义，以前的图像、颜色等视听觉方面 

的符号，在教学中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多模态话语 

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跳出了仅仅关注话语分析的意 

义符号系统 ，不仅关注语言的意义 ，也关注人们没 

有重视过的其他符号系统，诸如图像、音乐、颜色、动 

画等所起的作用显示出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了话 

语意义 ，诠释了外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的意义建构， 

有利于教师对多媒体教学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的 

重新审视 ，有助于多媒体教学的教研和革新。 

多模态话语分析为语言教学研究和教师 自身的 

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化了语言课堂和课 

堂互 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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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M ulti-- 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DING Jie 

(Department of Public Language Teaching，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 71 022，Henan) 

Abstract：W 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the intera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has also 

been given new significance．The involvement of a variety of media and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interactive”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tudents through 

verba1 information and non— verbalinformation．In this paper，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to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interaction teaching is analyzed． 

Key words：M ulti— moda1 discourse analysis；classroom interaction；multi—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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