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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将 ２０ 世纪苏联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的对话理论与我国著名外语教育

专家孙有中教授提出的人文英语教育论相结合ꎬ提出综合英语教学中的对话教育观ꎬ即以对话理念为核心ꎬ将

对话理念融于教师、教材、学生以及教师自身之间的各类关系之中ꎬ同步展现语言、社会、文化、伦理内涵的对话

关系ꎬ用对话思维构建师生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ꎬ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ꎮ 通

过对综合英语教师对话与课程建设的关系、教师伦理对话与师生伦理对话以及课程教学相关对话(以一次教师

之间对话为例)的分析ꎬ论证对话教育观在综合英语教学中的教育教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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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综合英语在大学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开设ꎬ共四个学期ꎬ与其他专业核心课程相比ꎬ所占学时更长ꎬ
对学生的影响也更大ꎮ 传统上它主要以精读文本的形式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综合技

能ꎬ并辅之以人文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ꎬ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ꎬ技能训练一直占有主导地位ꎮ
“语言课程是人文英语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ꎬ而不是为它做准备的培训课程ꎮ” [１] 近年来ꎬ情况虽然有了

不少变化ꎬ但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教育部颁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的
要求还有很大差距ꎮ «国标»明确指出“外语类专业是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国标»对外语类学生在素质、知识与能力三方面的要求分别做了如下规定:“应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ꎬ良好的道德品质ꎬ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ꎬ社会责任感ꎬ人文与科学素养ꎬ合作精神ꎬ
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ꎻ“应掌握外国语言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国别与区域知识ꎬ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ꎬ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ꎬ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ꎬ体现专业

特色”ꎻ“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ꎬ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综合英语教师群体一般具有不同的学科专业方向背景ꎬ其教学都受到各自的学科研究方向的影响ꎬ
在教师专业方面所受的教育也存在差异ꎬ因而综合英语教学的新综合性要求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ꎮ
笔者认为ꎬ无论教师的学术背景与教师教育背景有怎样的不同ꎬ无论教师选择怎样的教学方法ꎬ对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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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都可以成为教师进行综合英语教学时所持有的基本教育教学观ꎬ为
培养以«国标»为基准的学生素质、知识与能力做出重要贡献ꎮ

本文将 ２０ 世纪苏联伟大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的对话理论与我国著名外语教

育专家孙有中教授提出的人文英语教育论[１](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相结合ꎬ提出综合英语教学中的

对话教育观ꎬ即以对话理念为核心ꎬ将对话理念融于综合英语教师、教材、学生之间的各类关系之中ꎬ同
步展现语言、社会、文化、伦理内涵的对话关系ꎬ用对话思维构建师生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ꎬ培养学生的

人文素养、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ꎮ 本文从教师对话与综合英语课程建设的关系、教师伦理

对话与师生伦理对话以及课程教学相关对话(以对一次教师之间对话分析阐释为例)等三方面ꎬ论证对

话教育观在综合英语教学中的教育教学意义ꎮ

二、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现状

近年来外语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们不断呼吁并对外语类课程应该进行人文性、跨文化性、跨学科

性、思辨性、创新性特征等方面的教学改革ꎻ外语学界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ꎬ如
孙有中教授的“人文英语教育论”、文秋芳教授的“产出导向法” [２]、韩宝成教授的“整体外语教育”理
念ꎬ[３]以及围绕实施«国标»要求进行的各类英语教育教学的教师研修培训ꎮ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ꎬ综
合英语教学一线教师对课程所蕴含的人文性、跨文化性与思辨性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深化与扩展ꎬ对语言

基本技能与这些特点的内在关联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ꎮ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在教学设计与方法上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将语言技能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从而形成人文化的教学改

革[４]ꎻ在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教学设计并付诸实施[５]ꎻ重视师生与生生之间的“信息差”ꎬ从而展现课堂交

互模式的行动研究[６]ꎻ将师范能力培养与教学相结合[７]ꎻ在教学中注重思辨能力发展[８]ꎻ对教材学习任

务设计要素展开探讨[９]等ꎮ 从这些研究来看ꎬ部分一线教师已经开始从注重综合技能培养的教学理念

逐步转变为注重语言技能与人文、创新、跨文化以及思辨能力相结合的教学理念ꎬ并在新教学理念下进

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ꎮ
不过ꎬ上述各项研究主要强调某种具体教学方法对某一方面能力培养的有效性ꎬ同时ꎬ对多数综合

英语教师来说ꎬ其教学理念及其实践与新课程教学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ꎮ 许多教学实践仍然未能

真正重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的紧密结合ꎬ在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培养方面也存在思路不够清晰的情

况ꎮ 笔者认为ꎬ要改变这种状况ꎬ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素养ꎬ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践ꎬ才能达到«国
标»所确立的教育教学要求ꎮ

三、对话教育观及其理论基础

本文提出的对话教育观是针对英语教育教学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ꎮ 对话教育观将巴赫金对话理

论与孙有中教授提出的人文英语教育论相结合ꎬ用对话理念统摄英语教育教学相关的实践ꎮ 笔者认为

对话教育观能够促进综合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素质、知识与能力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ꎮ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最重要的核心理论ꎮ 通过对 １９ 世纪著名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

分析阐释ꎬ巴赫金认为陀氏创立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即“复调小说”ꎬ其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都处于

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对话关系中ꎮ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内外的一切都具有对话关系ꎮ “复调世界就是

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ꎮ” [１０]７６ “对话理论重视人的自我意识和他者的存在ꎬ蕴含着深厚的民主精

神ꎮ” [１０]８０“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ꎮ 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ꎬ都存在着对话关系ꎬ也就是说如同

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ꎮ 要知道ꎬ对话关系这一现象ꎬ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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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含义要广得多ꎻ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ꎬ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ꎬ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

一切表现形式ꎬ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ꎮ” [１１]５５－５６在巴赫金看来ꎬ“用话语来表现人类真正

的生活ꎬ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ꎮ 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ꎮ” [１１]３８７“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

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ꎮ 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ꎮ” [１１]２４２巴赫金认为ꎬ“言谈的主题和

意义完全是对话性的ꎮ 没有对话ꎬ就没有意义ꎮ 主题和意义产生于人类主体之间生动活泼、变化万千的

对话与交流ꎬ产生于理解的过程ꎮ 理解是人类交往中的目标ꎬ也是打开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ꎮ” [１２]１１４像

言谈一样ꎬ意识的本质也是对话的ꎬ而思想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ꎮ[１１]１１４－１１５巴赫金将对话视为人的

存在的本质ꎮ 人与他人的对话才能使人成其为人ꎮ “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内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

的交际ꎮ 存在就意味着交际ꎬ 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ꎬ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ꎮ” [１１]３７８“‘巴赫金思

想的灵魂是把存在看作永不休止的行动ꎬ看作巨大的活力ꎬ在自身所驱使的各种力量之下ꎬ永远处于创

造之中ꎮ’对于存在而言ꎬ对话是没有终结的ꎬ永远处于未完成之中———‘对话结束之时ꎬ也是一切终结

之日ꎮ’” [１３]因此ꎬ对话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本质ꎬ并“建立在平等之上ꎬ同时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未完

结性” [１０]７７ꎮ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高校外语教育教学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ꎮ 有论者曾将巴赫金对话理论运用于

英语专业教学ꎬ提出了英语专业教学理念与实践上的改革ꎬ如吕文丽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影响下的大学

英语专业教学” [１４]、李巧慧的“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外语教学” [１５]、谢帆的“巴赫金对话理论与高校英语专

业的研究型教学” [１６]等ꎮ 这些研究主要是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相关的理念、内容、方法

与手段的改革ꎬ为英语专业教学打开了视野ꎮ 不过ꎬ笔者认为ꎬ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外语教育教学上具

有更高层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作用ꎬ即可以成为英语对话教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ꎬ促进英语教育教学相

关各方进行自由平等开放的对话ꎬ在各种相互作用的对话关系中为达成«国标»要求的外语人才培养目

标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ꎮ
孙有中教授提出的人文英语教育论作为“一种新的英语教学范式”ꎬ“其基本内涵是:在高校英语专

业技能课程教学中ꎬ通过语言与知识的融合式学习ꎬ构建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ꎬ同步提高语言能力、思辨

能力、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素养ꎮ” [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自身就具有鲜明的人文性ꎬ其关注作为主体的人

与他人(包括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构建ꎬ强调不同主体的多元共生以及主体间自由平等而未完

成性的对话关系ꎬ并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建构于人的对话交际ꎮ 因此ꎬ基于巴赫金充满人文精神的对话理

论的对话教育观能够体现英语教育的人文性ꎬ同时ꎬ对话教育观将对话的存在本质以及其开放性、不确

定性与未完成性的对话理念运用于英语教育教学ꎬ有利于构建师生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ꎬ促进对学生语

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综合培养ꎮ

四、综合英语教学中的对话教育观

综合英语教学是人文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称为精读课ꎮ 孙有中教授的人文英语教育论认

为“精读教学的目标不能停留在扩大词汇量、掌握句型和修辞技巧、提高阅读速度和理解课文表层信息

的层面ꎬ而应进一步包括 Ｋａｓ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２２)强调的‘学会讨论、提问和评价不同的观点与论述ꎻ学
会跨学科或跨文本地思考问题ꎻ学会综合不同来源信息ꎬ权衡不同证据的重要性和相关性ꎻ学会批驳文

中的观点ꎻ学会提出和辩护新观点’” [１]ꎮ 可以看出ꎬ这种针对综合英语教学而提出的教学理念与方法

符合对话教育观所强调的对话性ꎮ 孙有中教授指出:“人文英语教育论不排斥任何具体的教学方法ꎬ主
张教师应自主选择和创新教学方法ꎮ” [１] 对话教育观是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具有的教育哲学思想与

方法论与孙有中教授的人文英语教育论的教学范式相结合ꎬ将其运用于英语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ꎬ具有

理论与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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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综合英语教师首先自身需要建构起对话教育观ꎬ建构起以存在性、平等性、自由性、不确定

性以及未完成性为特征的对话观ꎬ形成对话思维以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对话意识ꎮ 这不仅包括教师与

教师、教师与教材、教师与学生、教师与自我、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我的对话ꎬ还包括跨语言、跨学科、跨
文化对话、伦理对话、主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ꎮ 所有这些对话的前提是对话的存在性ꎬ人的存在在于

对话ꎬ人的存在的意义得之于对话ꎮ 对话的存在性意味着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课程教学实质上

是一种对话性存在ꎬ其表现即作为综合英语教师的存在本身ꎮ 有综合英语教师就必然会有其与综合英

语所有相关方的对话关系存在ꎮ 这种教师的存在本质就是对话ꎮ 对这种对话存在本质的认识极其重

要ꎬ它是促进教师建构起对话教育观的根本性认知基础ꎮ 对话教育观在综合英语教学中的重要理论与

实践指导作用与教育教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关系中ꎮ
(一)教师之间的对话与综合英语课程建设

对话教育观本质上要求课程教学相关各方进行积极对话ꎬ因此ꎬ针对课程的目标设定以及计划与实

施ꎬ综合英语教师之间应当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ꎮ 依据«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ꎬ在更加

符合人文、时代与社会要求的背景下ꎬ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英语专业的特色ꎬ综合英语教师在开放

的教研室研讨活动中就课程相关主题进行对话ꎮ 一般情况下ꎬ普通英语院系的综合英语教师的来源有

很大的不同ꎬ他 /她们具有不同专业方向、不同职称、不同学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务、不同政治

面貌ꎬ却教授着同样的课程ꎬ涉及英语专业两个年级的所有学生ꎮ 教研室研讨会中ꎬ教师可以在«国标»
指导下ꎬ就课程教材的构成、对教材内容的评价与判断、形成性评价内容的改革、期末考试题型与内容的

改革、教学新方法与新手段的运用等主题进行研讨ꎮ 研讨活动可以突显教师之间对话的建设性作用ꎬ形
成良性交流与平等对话机制ꎬ有助于各类专业方向不同的综合英语教师从各自的视角阐发己见ꎬ综合其

所长ꎬ促进其扩大教学理论与实践视野ꎬ进行跨专业方向的整合ꎬ有利于共同建构综合英语课程的教育

教学体系ꎬ同时ꎬ也能体现教师课程教学实践的动态性与参与课程管理的民主性ꎮ 在这样的对话中ꎬ需
要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师个体对课程特征的认识ꎬ尊重教师个体差异ꎬ理解并接受集体智慧所产生的共

识ꎬ促进综合英语课程更为科学、人文与系统的课程体系建构ꎮ
(二)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伦理对话

综合英语教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伦理对话在素质教育方面对培养学生的良好人格品质有着重要意

义ꎮ 尽管不少外语院系的综合英语课程从以前的每周六学时减少到目前的五学时甚至四学时ꎬ但在总

课时量上仍然位于前列ꎮ 同时ꎬ精读文本的教学形式使师生之间的知识、情感、精神交流的密度与力度

都是其他基础课程所不及的ꎮ 因此ꎬ教师个人的品格修为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ꎮ
对话教育观内涵着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伦理对话关系ꎬ对话意味着人格平等与相互尊重ꎬ教师

之间出现的良性竞争可以对教学起到促进作用ꎮ “教学本身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活动ꎮ” [１７]１０ “教师行

为方式是否合乎伦理成为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ꎮ” [１８]对话教育观要求教师之间建立良性伦理对话关系ꎬ
促使教师成为伦理型教师ꎮ “一个伦理型教师需要具有道德问题意识、辨别是非的能力、良好的判断

力、正值和勇气ꎮ” [１８]２８ 伦理型教师道德实践的核心道德和伦理原则是“正义、友好、诚实和尊重别

人” [１７]１６５ꎮ 在承认个体差异、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ꎬ进行合乎伦理规范的对话ꎮ “伦理观念是社

会的产物ꎬ也是社会的资源ꎬ其活力和严谨性都要通过对话来维持ꎮ” [１７]１３４良好的伦理对话的主要特征

是“公开且不受操纵的对话” [１７]１３６ꎮ
对话教育观要求综合英语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动态的伦理对话关系ꎮ 综合英语教师自身的伦理认

知与道德行为以及对待每一位学生的态度都是在与学生进行一种伦理对话ꎮ 教师在与学生的伦理对话

中ꎬ“尊重学生的尊严和价值ꎬ帮助他们成长为自由、理性且富有情感的道德主体”ꎬ这是教师的首要职

责[１７]１４２ꎮ 由于综合英语教师与学生相处时间较长ꎬ因此教师能有较多时间ꎬ在尊重学生生理、心理特征

与人格独立的基础上ꎬ通过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平等的师生伦理对话ꎬ引导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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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伦理教育意识或者伦理型教师理念ꎮ 对话教育观重视伦理对话ꎬ教师以平等开放的对话形式促使

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ꎮ 反思是伦理对话实践之后的必然结果ꎮ 反思是人与自我的对话ꎬ它能促

进人的道德完善ꎮ
(三)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相关对话

对话教育观强调在综合英语课程教学中以对话为主导方法ꎬ对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人文素质、思
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进行同步培养ꎮ 下面以综合英语教材«现代大学英语»(１)第二版的一道练习题作

为文本来源ꎬ简要分析发生在教师之间的一次对话及其相关层级与类型的对话的教育教学意义ꎮ 虽然

这个对话只是教师之间的对话ꎬ但它可以扩展至课堂师生对话与生生对话ꎬ因此它能够体现出对话教育

观在综合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教育教学意义ꎮ
如:«现代大学英语» (１)第 ５ 单元后的一道练习题[１９]１１２ꎮ 题的要求是: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ｂｏｌｄ.
Ａ. 　 Ｈｅ ｌｏｖｅｄ ｈｉｓ ｏｌｄ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ｈｏｍｅ ｓｏ ｍｕｃｈ (以至于他决定毕业后就回去终身当乡村教师).
Ｂ.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ｏ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ａｎｄ 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　 (以至于他很快就失去了权力).
Ｃ.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以至于人们一般都同意没有中国的参加ꎬ世界上没有一个大

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笔者所在外语学院综合英语教师针对这道题的适切性进行了激烈的对话(笔者在此对参与对话的

同事们致谢!)ꎮ 有教师认为三道小题都存在问题ꎮ 第 １ 句应该去掉“终身”二字ꎬ因为这不符合美国人

的生活方式ꎬ这道题显示出太明显的中国文化背景ꎮ 第 ２ 句不符合历史常识ꎬ一个国王不会因为腐败

(ｃｏｒｒｕｐｔ)和不受欢迎(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就很快失去权力ꎬ建议把 ｋｉｎｇ 改为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ꎮ 第 ３ 句绝对化了ꎬ有大国

沙文主义之嫌ꎬ中文部分应改成“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与责任”ꎮ 有的教师认同前者的看法ꎬ并选择

不做这道题以及类似的题ꎻ有的以前没有意识到这道题会引起争议ꎻ有的把第 ３ 题当成语言绝对化的例

子提醒学生加以避免ꎻ有的认为这道题的问题没那么大ꎬ因为题的内容对学生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ꎬ而
且ꎬ第 ３ 句由于使用了“人们一般都同意”和“大问题”的非绝对性判断ꎬ全句并没有真正形成绝对化ꎬ更
谈不上大国沙文主义ꎬ虽然句意里含有骄傲的情绪ꎬ但没有什么大不妥ꎮ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句可以先进行中美跨文化对比ꎮ 美国文化的守土意识并不十分强烈ꎬ其职业文

化强调变动ꎬ因而“终身”一词就显得非常独特ꎮ 当然ꎬ“决定”一词也显示出“他”的一种意愿ꎬ有这种意

愿并不一定就能真正做到ꎬ问题是用“ｓｏｔｈａｔ”句型来表达这种意愿是否合适ꎮ 中国文化里的守土意识

很强ꎬ在这一点上原句确实容易引起共鸣ꎮ 但从中国强大的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来说ꎬ在职业规划上人们

大多遵循“学而优则仕”或者“人往高处走”的人生训导与进取意识ꎬ因此这也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意

愿ꎬ“终身”一词作为文化现象来解释也不妥ꎮ 因此ꎬ可以将原句当作个例来对待ꎬ也可以删除“终身”ꎮ
同时ꎬ需要提醒的是ꎬ就当代社会来说ꎬ对于乡村教师这个职业ꎬ原句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一———平等观ꎬ以及美国文化人文思想中的平等意识ꎮ 对于第二句来说ꎬ虽然历史事实不太支持“很
快”这种说法(“很快”一词具有模糊性)ꎬ但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想象的故事ꎬ同时指出这个句子有它的内

在逻辑ꎬ即在某个王国ꎬ国王的腐化堕落(ｃｏｒｒｕｐｔ)一定导致了吏治的腐败ꎬ从而引发了极大的民怨ꎬ不得

民心(ｕｎｐｏｌｐｕｌａｒ)ꎬ国王很快被迫退位或者被推翻ꎬ自然失去了权力ꎮ 因此ꎬ这个句子可以视为对统治阶

级腐败必然给自身带来毁灭性后果的警示ꎮ 第 ３ 句从逻辑上来看ꎬ如果改成“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

义务”ꎬ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ꎬ因为这也是中国正在努力为之的事ꎬ但这与原文的含义相去甚远ꎮ 因此ꎬ
以事实为依据ꎬ可以改为“人们一般同意没有中国的参与ꎬ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可以得

到妥善解决ꎮ”(重大问题包括气候环境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贫困问题、核威胁问题等)ꎮ
有关这道题的对话仍然没有结束ꎬ它彰显出对话的多元性和未完成性ꎮ 对话教育观能够促进教师

形成对话思维并以这种思维来看待这些对话ꎬ即在平等的基础上ꎬ承认和尊重他人意识的存在与表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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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人格化对话的物质对象ꎬ因为思维的本质是对话性的ꎮ 对话教育观也可以促进教师对对话进行分

析阐释ꎮ 以下是对上述多元对话的教育教学意义的阐释ꎮ
１. 教师之间的对话ꎮ 教师们在对话中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ꎬ有助于教师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

互学习ꎬ促进对综合英语课程文本特征的深入理解与灵活运用ꎮ
２. 教师对待这道题的态度体现了教师主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ꎮ 教师个人表达的观点实则是教师

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反映ꎮ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层面的系统观念ꎬ从表现形式上看通常被称为国家意识

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ꎬ又往往被理解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ꎬ或‘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ꎮ”
“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围绕某种信仰或核心价值按结构和秩序展开ꎮ” [２０] 个体在系统地吸收、消化、理解、
加工、贮存那些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输入大脑的各类情感、观念的信息时ꎬ在大脑中会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及道德伦理观等ꎬ这些观念形成后会组成一个更稳定的结构ꎬ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观念系

统与评价系统ꎮ 不过ꎬ“个体所形成的自身观念、思想和意识是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分配给他的知识质

料和知识类型的基础上的ꎬ这是意识形态在不断地产生影响的过程ꎮ” [２０] 因此ꎬ在主流意识形态相同的

情况下ꎬ个人主体意识形态会表现出很大的不同ꎮ 对话教育观对教师话语所体现的主体意识形态持开

放的态度ꎮ 从上述的对话中ꎬ可以看到教师们热爱祖国ꎬ热爱教育事业ꎬ热爱学生ꎬ为祖国的强大而自

豪ꎬ期盼中国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ꎬ重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ꎬ尊重历史ꎬ警醒当代ꎮ 不过ꎬ教师们仍

然存在着诸多个体差异ꎬ即在语言、政治、外交、文化、社会、历史等的不同层次与类型上存在着认知差

异ꎬ这是主流意识形态下具有个体差异的主体意识形态对话的体现ꎮ
３. 教师让学生通过翻译练习句子结构“ｓｏｔｈａｔ”ꎬ既是一种师生对话ꎬ也是英汉跨语言对话ꎬ还是语

言形式结构的逻辑关系与话语内涵的逻辑关系之间的对话ꎮ
４. 教师对题内所包含的信息进行的评论属于教师与教材的对话ꎬ实质上既是与编者之间也是与呈

现为意识的教材本身的对话ꎮ 我们知道ꎬ文本一旦离开编者而独立存在ꎬ文本敞开自身ꎬ就一定会带着

语言不确定性而参与对话ꎬ因而阐释必定是多元的ꎮ 对话教育观要求教师与教材进行对话ꎬ这种对话表

现在教师对教材中所有的文本内容的理解、阐释与评论上ꎮ
５. 由于这道题所包含的跨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社会、外交、政治知识ꎬ因此也是一种跨文化跨学

科的对话ꎮ 教师充分利用教材文本内容的跨文化差异进行对比教学以及进行跨学科关联教学ꎬ这是对

话教育观自身所要求的ꎮ “外语教育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育ꎮ” [２１]

６. 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提问方式促使学生对这道题进行论辩式的讨论ꎬ既是师生对话ꎬ也是生生对

话ꎮ 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是对话教育观的核心ꎬ是建构师生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的关键ꎬ也是对话思维

的体现ꎮ 教师之间平等对话的未完成性与多元性同样会出现在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ꎬ因此ꎬ针对这道

题ꎬ一定会有更多新的不同观点出现ꎮ 之后ꎬ学生会反思自己的看法ꎬ并进一步思考产生这些多元理解

与阐释的原因ꎬ然后付诸文字ꎬ这样学生就是在与自己也是与社会对话了ꎮ 在多元对话中ꎬ学生的语言

能力、人文意识、跨文化意识ꎬ思辨能力都会得到提升ꎮ 类似的对话自然也适用于由英语作者写作的综

合英语课文文本的教学(尤其涉及经编者删改过的文本与原文的对照ꎬ以及教材的内容与构成范围)ꎬ
通过多元多层次对话ꎬ形成合作探究式学习共同体ꎬ师生、生生相互学习ꎬ共同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ꎮ

五、结语

“教学是教人做事ꎬ而教育是教人如何做人ꎮ” [２２]对话教育观是一种有助于综合英语教学的教育教

学理念ꎬ具有教育与教学两方面的内涵ꎮ 尤其重要的是对话教育观实践的结果是教师与学生的伦理道

德、语言能力、人文素养、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都能够得到提升ꎮ 我们已经看到ꎬ针对作为文本的一道

练习题就生发出这些多元多层次的对话与阐释ꎬ那就更不用说对课文文本的阅读了ꎮ 综合英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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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应该包括所有与之相关的对话ꎮ 从本文的论证来看ꎬ对话教育观可以成为综合英语教育教学的

指导理念ꎬ同理ꎬ它也可以成为其他英语课程教学的指导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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