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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文化能力”已被纳入新时期外语核心能力，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践行跨文化教学理念成为教学改革重
点。基于发现的问题和跨文化学习互动过程，本文设计了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并在英语专业一年级综
合英语课上实行行动研究，通过跨文化能力测试、学习报告、问卷访谈等定量和定性方法，发现学生在
知识、技能、意识维度的跨文化能力有显著提高，学生对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也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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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re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in the new era, the practice of intercultural teaching concept in English classroom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proposed an experiential intercultural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problems found and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carried out 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English course with a cohort of first-year English major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ests,
learning reports,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etc., it discovered that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文章引用: 潘叶英. 体验式跨文化教学行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1, 11(3): 62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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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skill and awareness and
most stu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experiential intercultural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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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等纲领性文件都将“跨
文化能力”纳入外语类专业核心能力。因此，在新一轮的外语教学改革中要高度重视“跨文化能力”的
培养[1]。但不少研究都发现我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较弱，不能满足社会需求[2] [3] [4]。尽管很多学者在
外语教学中进行了跨文化能力培养理论模型建构及实证探索[5] [6] [7] [8]，但以理论阐释居多，行动研究
和实证研究偏少，而一线教师迫切需要了解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践行跨文化教学理念，落实跨文化能力培
养[8]。本文基于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设计了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并在综合英语课上进行一学期行
动研究。教学行动研究要求教师担当研究者，对课堂进行考察以不断改进教学质量。Burns 根据行动研究
特点，提出行动研究的步骤：发现问题、制定计划、实施计划、观察及反思[9]。本文根据这几个行动研
究步骤展开研究。

2. 发现问题
从多年综合英语教学中我们发现两大问题：一是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较弱，对文化学习停留在了解文
化信息层面。二是综合英语教学中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教学，文化教学主要关注知识输入。为了验证上述
问题，笔者做了两项调查：1) 对笔者所教的一个班级学生发放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量表，量表基于中国
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维度量表设计[3]，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共 40 个描述项。从知识、技能、态度、
意识四个维度进行测试，其中知识包含外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流传播知识，技能包含
跨文化认知技能和跨文化交流技能。2) 给笔者所在学院综合英语老师发放问卷了解跨文化教学情况，主
要包括教师对跨文化教学的认识，如何进行跨文化教学以及遇到的问题等。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测
试后所得数据采用 SPSS23.0 进行统计(见表 1)。
Table 1. The resul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est before the action research
表 1. 行动研究前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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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能力维度

描述项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知识维度

10

2.86

0.34

技能维度

12

2.94

0.33

态度维度

8

4.22

0.38

意识维度

10

3.5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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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学生在知识维度所得均值最低且小于 3，说明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匮乏，特别是外国文化
知识和跨文化交流传播知识。学生在技能维度所得均值同样小于 3，表明学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与外国
人交流，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态度维度的所得分数最高，多数学生很愿意学习不同的文化及和来
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在意识维度，虽然均值超过了 3，但能力表现也一般。而对教师的问卷显示，95%
的教师认为跨文化教学很重要但课堂上没有足够时间进行跨文化教学或不知道如何有效进行跨文化教学。
74%的老师主要通过课堂上知识传输进行跨文化教学。

3. 制定计划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为更好地理解体验式跨文化教学，首先要厘
清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及维度。跨文化能力是个体在特定跨文化环境下有效、得体地完成交际活动的能力
[10] [11]。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的跨文化能力维度，本文采用 Byram 等提出的知识、技能、态
度、意识四维模式[10]。首先因为 Byram 的四维模式最具影响力，专家认可度最高[11] [12]。第二，根据
这四个维度本土化后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并得到较好实证检验[6] [13]。
具体而言，知识维度包括外国文化知识和本国文化知识，如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社交礼仪、宗教、生
活习俗等以及跨文化交流传播知识；态度维度包括尊重接受包容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信仰、行为等；技
能维度包括解释、观察、理解、分析、评价文化差异并有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以及通过交流学习新的知
识、态度和意识的能力；意识维度包括批判性文化意识、自我意识、社会语言学意识等[4] [10]。
为了从知识、技能、态度、意识这四个维度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本研究在语言体验观指导下，依
据 Liddicoat & Scarino 提出的跨文化学习互动过程设计了体验式跨文化教学循环模式[14]。语言体验观认
为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15]，而体验式学习也已成为普遍认可、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1]。具体教学
过程见图 1。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experiential intercultural teaching
图 1. 体验式跨文化教学过程

1) 感知文化异同。教师用提问引导学生课下通过学习相关的文化资料找出中西文化异同并在课上用
英语表述，从知识维度提高跨文化能力。
2) 比较文化内涵。教师课上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讨论阐释不同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加
深对他国和本族文化的理解及尊重，从态度和技能维度提高跨文化能力。
3) 参与文化实践。学生进入真实情境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检验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从技能维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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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跨文化能力。
4) 反思文化差异。结合对文化的感知、阐释和实践，反思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撰写英
文学习报告，从意识维度提高跨文化能力。

4. 实施计划
4.1. 研究问题
1) 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是否能从知识、技能、态度、意识维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2) 学生对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满意度如何？

4.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三本院校英语专业本科大一学生，班级规模 35 人。本次行动研究在综合英语课上
进行，历时一学期，从 2019 年 9 月开始至 2020 年 1 月结束。教材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
教程》(第二版)。选取的课文均与中西方文化有密切关联。行动研究前对教学模式进行解释。

4.3. 实施过程
本研究共涉及 5 个单元的教学，每 3 周为一个周期，每周 4 学时，五个单元以同一模式重复进行。
主题包括情人节、礼仪、性别偏见、教育、服饰等。这里以课文“My Forever Valentine”为例，描述实
施过程。
1) 感知文化异同：a) 教师布置问题：“How do you celebrate Valentine’s Day and how do the westerners
celebrate?”“How do Chinese people and westerners express love to others?”，“What are the origins of
western Valentine’s Day and Chinese Qixi?” b) 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提供有关中西方情人节文本、音视频
资源，要求学生阅读观看并在课堂能够用英文解答问题。
2) 比较文化内涵：a) 教师从美剧《摩登家庭》剪辑有关情人节的片段，组织学生讨论，从宗教信仰
和社会历史等角度阐释中西方情人节异同原因。b) 引导学生尊重理解西方情人节，并能真正欣赏喜欢中
国七夕。
3) 参与文化实践：a) 学生通过制作情人节卡片赠送父母、朋友感受西方情人节文化。b) 学生通过
采访外教获得更多有关情人节的文化认知和文化体验。
4) 反思文化差异：a) 学生在课上汇报跨文化体验过程及感触。b) 在感知、比较和实践基础上，进
一步反思中西方情人节的差异，并在课下撰写学习报告。

5. 观察与反思
5.1. 数据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采用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学生的学习报告、问卷调
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教学观察反思。
1) 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量表与行动研究前使用的量表相同，包含知识、技能、态度、意识四个维
度。在学期末对全班同学发放量表并用 SPSS23.0 对前测与后测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2)。
2) 学生的学习报告。行动研究后收集学生学习报告 150 篇，借用 Antconc4.0 对词频进行统计(见图
2)，然后通过 concordance 和 fileview 对高频词检索结合语境进行分析。
3) 问卷与访谈：在学期末对班级学生发放文化体验式教学模式满意度问卷，问卷包括 5 个结构化问
题，并随机抽取 5 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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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T-test result of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action research
表 2. 学生跨文化能力前测与后测 T 检验结
测试时间(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3.39 ± 0.47

−5.463

0.000

2.94 ± 0.33

3.41 ± 0.49

−4.699

0.000

态度维度

4.22 ± 0.38

4.35 ± 0.48

−1.273

0.208

意识维度

3.52 ± 0.21

4.01 ± 0.47

−5.685

0.000

变量
前测(n = 35)

后测(n = 35)

知识维度

2.86 ± 0.34

技能维度

Figure 2. The word frequency of students’ learning reports
图 2. 学生学习报告词频统计

5.2. 结果与讨论
5.2.1. 认知维度的变化与反思
在认知维度上，表 2 显示行动研究前后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呈显著变化，后测的平均值明显高于
前测。由此可推断，通过体验式跨文化教学，学生对文化知识的了解显著增加。从词频统计结果来看，
“manners, Valentine’s Day, dress, education, bias”等高频词体现了文化主题，学生对特定主题的中西文化
有了较全面深入的认知。如有学生这样写：“Although I wear jeans almost every day, I did not know the story
of jeans befor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eans and American culture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从认知维度
具体描述项的均值变化可以看出学生对外国文化知识，特别是对外国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交礼仪方面
的了解分值增加较明显。但从表 2 也可看出，后测的在知识维度的平均值是四个维度中最低的，仍处于
一般水平，亟待提高。一方面，一个学期的行动研究时间较短并且课堂上更关注文化的深入解读，教学
中涉及的文化主题较少，总体的知识输入量不多。另一方面，学生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了解相对较
少，得分较低。通过访谈，有学生表示本学期所学的文化知识比较具体分散，量表中的描述又比较概括，
并不觉得自己的知识增加了很多。
通过反思，我们认为在知识维度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改进。第一，跨文化教学只有贯穿整个课程体
系，才能使学生对中外文化知识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只有对中外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进行深
层次跨文化交流[1]。综合英语教学在选取课文或教材时要考虑跨文化教学的系统性，循序渐进地促进知
识维度跨文化能力的提升。第二，教师不仅要关注文化知识教学，还要将跨文化交流传播知识同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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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和隐性知识融入课堂。只有掌握了跨文化传播知识才能指导跨文化实践。第三，教师不能将外国文
化知识局限于英美两国。随着全球化发展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开展，跨文化教学还应涉及其他英
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2.2. 技能维度的变化与反思
在技能维度上，T 检验结果显示行动研究前后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显著提高。在行动研究前，90%
的学生从未有过真实的跨文化交流经验，对于如何与外国人交流，如何解决文化冲突没有什么概念，因
此处于较弱水平。行动研究后，所有学生都经历了真实的跨文化交流体验，能够预测并在一定程度解决
跨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变得更自信。学习报告高频词中“invite, dinner, asked, talked”等词说
明学生参与到真实的跨文化交流中，跨文化交流技能得到提升。如有学生这样写：“I never greet the foreign
teachers when I met them on campus before, but now I always say hello to them and try to find the opportunities
to talk with them”。在访谈中，学生们也都表示对参与真实的跨文化交流非常有兴趣，对文化理解和交
际能力提高很有帮助，但也有学生反映目标群体不太好找，有的外教并不乐意，有时很多学生重复采访
了同一个外教。虽然呈显著提升，后测技能维度的跨文化能力的均值也还处于一般水平。从具体描述项
得分来看，学生的跨文化认知技能相对更弱，出现语言障碍时用非语言方式交流的能力也较弱，有学生
说当语言能力不足时，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让外教听懂，很尴尬。
通过反思我们认为在技能维度上教学中应做如下改进：第一，加强运用身体语言及非语言方式交流
技能的指导。如第三环节，学生在课上汇报实践活动时，教师根据学生遇到的问题、困惑及时给与指导。
第二，模拟与真实跨文化交流活动相结合。模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能够增加学生跨文化体验机会，充分
利用媒体技术中的虚拟人物进行跨文化交流也是很好的体验。第三，为学生创造真实跨文化交流机会，
如教师与学院层面沟通，与外教进行合作教学，减轻学生自己寻找目标文化群体的困难。
5.2.3. 态度维度的变化与反思
在态度维度上，行动研究前后学生的跨文化技能并未出现显著变化。无论是前测还是后测，态度维
度都是四个维度中均值最高的，达到较强水平。这是因为学好外语并能与外国人顺利交流是英语专业学
生的学习目标，还有学生希望将来能出国留学，因此即使在前测中，也表现出较强的意愿和兴趣。在学
习报告中，多数学生都能对西方文化包容接受，并学会欣赏和参与。有学生这样写：“I didn’t celebrate the
Valentine’s day in the past because it is a western festival and I have no boyfriend; I will celebrate it in the future because it i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to express love to parents and friends”。从课堂观察中也可看出学生
也表现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尊重及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态度是评判跨文化能力的重要维度，是知识和技能维度跨文化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10] [16]。
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做到：第一，引导学生制定更具体的跨文化学习目标，进一步激发学生跨文化交流的
意愿。第二，对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表现及时鼓励赞扬，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交流愿望。
5.2.4. 意识维度的变化与反思
从表 2 可见，意识维度的跨文化能力也呈显著变化。在行动研究前，学生没有跨文化交流体验，对
与如何进行跨文化交流及不同的交流方式会产生的影响等并没有足够强的意识。学生也没有进行中西文
化的对比与反思，对自身文化及身份的意识也比较弱。行动研究后，学生对自身文化、外国文化及跨文
化交流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自身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中影响的意识提高较多，也增强了文化自信
及批判性文化自觉。如学习报告中学生写到：“…now I found that Qixi seemed more romantic than Valentine’s Day”；“There are a lot of gender bias in Chinese to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ome changes”。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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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学生表示虽然在做测试的时候认为自己有意识，但在实际交流中就忘了；有时候自认为可以客观评
价，实际上有的观念很难改变。
Fantini 认为意识是跨文化四个维度中的核心目标[17]。意识会随着知识、态度、技能的提高而增强，
而意识也能促进知识、态度和技能的提高[13]。经反思，我们认为在今后教学中应该：第一，引导学生
从全球多元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文化，既要有文化自信，又要有文化批判意识。第二，引导学生以文化
相对主义的视角去理解和接受外国文化，找到自己隐藏的偏见，承认自己不足，逐渐改变一些固有的
意识。
5.2.5. 学生的满意度及反思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90%的学生对跨文化教学感到满意，85.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跨文化能力有
一定的提高，43%的学生认为有较大的提高。在访谈中，4 名学生认为这种阅读讨论实践反思的循环模式
不仅使跨文化能力得到提高，也提高了听说读写技能。1 名基础较差的学生觉得这种模式的作业任务比
较重，也有难度，有点难适应。经过反思，我们认为在今后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由于学生基础
参差不齐，在运用一个新的教学模式时，教师也要对学生有足够的指导，成为意义建构的促进者[7]。

6. 结语
在外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能力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本文基于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根据跨文化学习
互动过程设计了体验式跨文化教学模式，并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行动研究。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
问卷、学习报告和深度访谈，从知识、技能、态度、意识四个维度对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并
进行深入反思。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行动研究时间较短，教学效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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