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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言研究从古代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形成三种范式:

１．语言的文化阐释———人文主义研究范式

２．语言的结构阐释———形式主义研究范式

３．语言的意义阐释———功能主义研究范式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从普拉塔哥拉和柏拉图的语言人文性开始,

经历了维柯新科学和洪堡特主义,直到二十世纪的萨丕尔—沃尔夫

假说,虽中间有些断续,但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线.形式主义研究范式

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逻辑思辨开始,经过以笛卡儿哲学思想为

基础的«普遍唯理语法»,一直到二十世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龙菲

尔德的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形成传统.人文主义

研究范式重意义轻形式,重点研究语言表达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形式

主义研究范式重形式轻意义,重点研究语言表达中的结构形式;功能

主义研究范式下,意义和形式并重,语言被解释为意义系统,伴之以

意义得以体现的形式.

功能主义语言学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于１９５７年

发表了PapersinLinguistics,强调语义、语境和语篇.什么是语义?

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就会产生一定的意义,实现一项功能.语

义由功能体现,功能由语义决定,“意义”与“功能”同义.弗斯的学生

韩礼德(M．A．K．Halliday)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功

能语言学,既研究意义(功能),也研究形式(结构).研究意义(功能)

是目的,研究形式(结构)是手段.研究形式(结构)的目的是厘清意

义(功能)如何由形式(结构)体现.用韩礼德的话说,我们要问的不

1



是“这些形式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这些意义如何表达”.(Halliday,

１９８５:XIV)使用语言会产生意义,但并不是一使用语言就会有意义,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条件———一定的语境,即语言使

用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一定的意义,实现一项功能.一定的

条件就是语境.正是这个语境理论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了人

文性.

形式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由小单位依次组成的大单位,是个

单层次的组合.而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由五个层次构成.语言的

内三层为:语义层、词汇 语法层、音系 字系层;语言的外二层为:情

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语言内外层的接面是语言内的语义层和语言外

的情景语境.情景语境是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可具体化为三个变

量:语场、语旨、语式.三个变量一起发挥作用构成语域.不同的语

域产生不同的功能变体,简称语体(variety).文化语境在情景语境

之上,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

的语言活动反映一定的社会行为的目的和模式,具有不同目的和模

式的语言活动称为语类.“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多少种已经被承认的

社会行为就有多少种语类.”(Eggins,１９９４)语类中的图式结构反映

的是社会活动的目的和模式,它们的具体体现者是语篇.任何语篇

都有自己的语域,任何语域必然属于某一语类.语域是情景语境的

产物,语类是文化语境的产物.文化语境决定情景语境,情景语境体

现文化 语 境.“如 果 从 源 头 上 来 说,情 景 语 境 语 域 理 论 来 源 于

Malinowski和Firth,文化语境语类理论则来源于Sapir Whorf假

说.”(胡壮鳞,２００８)

人类认识利用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在用语言负载、

表达和交流时,几乎找不到只由句子来承担的例子,只有语篇才能胜

任.就是说人类不是用句子,而是用语篇实现交际、传承文化的.所

以,语言研究从句子走向语篇、从形式走向功能不仅是一种需要,更

是一种必然.竖起“语篇”大旗的历史重任便落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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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上.韩礼德认为“语言学的部分任务就是描写语篇”(Itspartof

thetaskoflinguisticstodescribetexts．)(１９６４,２００２b:５).“系统功

能语法的根本目的是超越句子,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分析框

架.”(１９８５:XV)什么是语篇? «功能语法导论»第一句话开宗明义:

“Whenpeoplespeakorwrite,theyproducetext．Theterm ‘text’

referstoanyinstanceoflanguage,inany medium,thatmakes

sensetosomeonewhoknowsthelanguage．”(当人们开口说话或者

动笔写作时,他们就在创作语篇.“语篇”作为一个术语,指以任何媒

介进行的对懂得该语言的人具有意义的任何一个语言实例.)韩礼德

在他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阐释了语篇理论和语

篇分析方法论.他认为语篇是在社会语境中语义选择的实例,是由

语篇成分规定的语义单位,是意义交换的最佳表达形式,是在交流中

分享意义的创造.语篇由社会创造,同时创造社会.关于语篇分析

的方法论,他提到了语篇的衔接、语篇构成三成分、语篇意义的两种

阐释、语篇分析的三个维度、语言文体学———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学

分析等.

功能语言学及其语篇理论和语篇分析方法论在我国外语教学界

具有广泛的影响,几乎一谈到语篇分析就会涉及韩礼德.其实,关于

语篇和语篇分析的理论,语言学只是其中一家,其他许多学科,由于

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对语篇的性质、语篇分析的方法都有不同于

语言学之处,有的甚至相差甚远.学习和了解它们的理论和方法论,

对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语篇并在教学中运用是十分有益的.

比如,修辞学侧重研究语篇的社会功能及其语言表达法;写作学

侧重研究语篇形成过程中的四体作用和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文体结

构;文章学侧重研究“物—序—文”的形成过程和文章的构成要素;文

体学研究语言的功能变体和语言各层次常规和变异的文体功能;文

化学侧重研究文学文本中两套意义系统作用下形成的艺术张力及其

特征;哲学社会科学侧重研究语篇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权力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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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批评性语篇分析侧重研究语篇与社会不公的关系并要自创语篇

完成改变社会不公的政治使命等.

本书的前十一章为周志培教授所著,第十二章作者为赵蔚博士.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和材料,没有一一列举,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得以问世要特别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赵宏副院长

的支持和审阅.

作 者

２０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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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１．１　text,discourse———篇章、话语、语篇

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textlinguistics”“discourse
analysis”这两个术语引进我国时,由于对这两个学术范畴的内涵和

外延了解不够,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困惑.这从当时的两本语

言学辞典的释义中就可以看出,如«英汉应用语言学辞典»(王宗炎,

１９８８)的两个词条:text为篇章、语篇,discourse为语段、语篇、话语.
从这两种译文中可以看出一个区别:text是书面的,因为在汉语

中“篇章”指书面语,discourse是口语的,因为汉语中“话语”是指口头

语言.但是它们又都可称为语篇,这一点上又没有什么区别了.再

看«英汉语言学词典»(劳允栋,２００４),其中,text译为语段,释义为

“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一个片段,最小的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

有不同长度的词语序列,两三句话,一篇演讲,一个故事或小说.”

discourse译为“语篇”,释义为“指大于句子的,组成任何一种可识别

的言语活动的话语群可指口头的或书面的.”从这两个释义中我

们可得知,discourse和text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是书面的或口头

的,都 可 指 大 于 句 子 的 话 语 群 或 片 段.但 它 们 的 最 大 区 别 是

discourse必须大于句子,而text不必,甚至可以是一个词.
汉语的原有词汇中有“话语”和“篇章”两个词可以相互对应,“话

语”指“言语,说的话”,可用来翻译discourse,但在汉语中只指口语.
而discourse的一个英语释义是“alongandformaltreatmentofa
subjectinspeechorwriting(对某一论题进行的较长的正式演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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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论文),可以是口语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所以discourse和“话
语”不完全对等.text的一个英语释义是“theactualstructureof
wordsinapieceofwritingorprinting”,所以仅指书面语.汉语中

“篇章”指“篇和章”,可泛指“文章”.而文章指有头有尾但篇幅不太

长的单篇作品,这大致上和text对应.
汉语中原来无“语篇”一词,有人用话语的“语”和篇章的“篇”合

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语篇”,这样既可指口语也可指书面语.用“语
篇”一词来翻译text和discourse,兼收并蓄,可以说较为合理,因此,
它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现在这个词已经进入汉语词汇,被不少

汉语词典收录.
胡壮麟先生曾提到:“若干年前,我们曾经干过一件傻事,就text

和discourse究竟译为‘篇章’‘话语’,还是‘语篇’的问题在饭桌上进

行了表决.后来发现这些术语宜在不同语境中酌情使用.”(黄国文、
辛志英,２０１２:１１１)由于“discourseanalysis”“textlinguistics”最早是

由师从韩礼德的留学生带回来的,所以这几个术语的译法最初由胡

先生和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讨论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就韩

礼德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在他的理论中是没有区

别的,discourse就是text,discourseanalysis就是textlinguistics,只
是换个说法而已.关于这点,可用韩礼德自己的话作为证明:

(１)InthispaperIhaveadoptedagrammaticalperspectiveon
discourse,interpretingthetextsimutaneouslyasobjectandasinstance．

(２)．．．ourowndiscoursehasmadeitstrange,toshowitdeＧ
automatizedinthetextunderview．

(３)Thecurrentpreoccupationiswithdiscourseanalysis,or
“textlinguistics”,anditissometimesassumedthatthiscanbe
carriedon withoutgrammar—oreventhatitissomehow an
alternativetogrammar．Butthisisanillusion．(当前的一些错觉是

与discourseanalysis或称“textlinguistics”有关的)(Halliday,

１９９４:XVI)
在(１)和 (２)中,discourse与text 同义.在 (３)中,discourse

analysis与textlinguistics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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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要在text和discourse之间找到什么区别的话,只有一点

可以说一说,那就是使用的地区不同: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学者喜

欢用text,而英美学者喜欢用discourse.

１．２　语篇理论

上文提到胡壮麟先生的话:“‘篇章’‘话语’,还是‘语篇’,宜在不

同语境中酌情使用.”然而要清楚如何在不同语境中酌情使用,这就

不是弄清几个术语的含义那么简单了,因为这涉及语篇的概念、形成

过程,以及它在不同学术领域中使用的意义.
语篇看起来好像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其实不然,它在多种学科

中从不同角度受到关注.除语言学外,修辞学、写作学、文体学、文章

学、文化学,甚而哲学、社会科学、批评性语篇分析都各自对语篇有侧

重点不同的论述.
语言学研究语篇自功能语法开始,在此之前的形式主义语言研

究和人文主义语言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关于句子内的语法,不
涉及语篇.但是,最早提出discourse概念的学者倒是美国的结构主

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Harris).不过他的语篇概念比较简单,只
是指比句子大的单位,其分析方法仍是结构主义的.为语篇赋予科

学的定义,确定语篇的构成成分,进行具体的语篇分析,是从以韩礼

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开始的.
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并不是横空出世,它根植于形式主义语言

学和人文主义语言学.一方面,“其学术背景源自欧洲语言学传统,
在索绪尔基础上于二十世纪发展而来”(彭宣维编«语篇与话语的语

言学研究»２０１５,扉页).另一方面,“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

从历史 渊 源 上 讲,主 要 来 自 普 拉 塔 哥 拉 (Protagoras)和 柏 拉 图

(Plato)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语言学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渊源

关系”(张德禄等,２００５:１).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两个来源,
即形式主义语言学和人文主义语言学,它是两种主义的融合.

什么是语篇? 韩礼德说“语篇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化”“语篇之于

语言如同天气之于气候”.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理论和语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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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可以通过三部著作加以了解:CohesioninEnglish(«英语的

衔接»)、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功 能 语 法 导

论»)、LinguisticStudiesofTextandDiscourse(«语篇与话语的语言

学研究论文集»).
修辞学可划入语言学范畴,成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人们在社

会交际的过程中,要表达的思想情感非常丰富,可是能用来表达的语

言手段是有限的,即无限的思想,有限的手段.修辞学的任务就是要

研究如何使用有限的语言手段表达无限的思想,而且要尽量表达得

精准、生动和有效.这便会涉及如何调音、遣词、炼句、设格、谋篇.
其中,调音、遣词、炼句、设格是修辞手段,谋篇是最终目的.

语篇在语言交际中虽然要表达的意义无穷无尽,但就其社会功

能而言,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
(１)认知功能类:此类语篇可记录、积累、储存人类认知客观现

实的成果;
(２)劝说论辩功能类:此类语篇探索论证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

方法和规律;
(３)抒情审美功能类:此类语篇是艺术作品,服务于人类的精神

生活;
(４)实用功能类:此类语篇可指导、规定、保证人类社会生活的

有序进行.
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语篇在调音、遣词、炼句、设格、谋篇时形成

各具特色的语言表达法,可归纳为五种:叙述法、描写法、说明法、论
辩法、抒情法.

认知功能语篇主要使用叙述法、说明法;论辩功能语篇主要使用

论辩法;审美功能语篇主要使用抒情法和描写法;实用功能语篇主要

使用叙述法和说明法.
在英语中,有两个词 writing和composition指“写作”,但写作

学一般用 writing,因为composition所指比较单一,主要是指专业化

的作文训练.写作学的语篇理论主要讲两点:一是语篇形成过程中

的四体作用,二是语篇形成后的五种文体.所谓写作四体指写作主

体、写作客体、写作载体(语篇)、写作受体(读者).四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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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共感互动关系.写作过程是四体相互选择、适应、
渗透,最后合为一体的过程.是“由感知层次上的聚合,到思维层次

上的缀合,到最后实现表述层次上的融合这样一个化合为写作成品

的过程”(林可夫,１９９１:８).所以,一个语篇的形成包含了“从客体的

无限到选材的有限,从思绪的无向到主题的有向,从材料的无序到词

语的有序,从思想的无形到文体的有形”(任遂虎,２０１１:６８)这样一个

复杂的过程.或者说,写作成篇的过程就是主体从客体中析出题材

主题、设计语篇结构、精选语言表达的过程.这里牵涉到语篇功能、
材料、体裁、主题、语言表达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使得

语篇形成了五种文体:说明文、记叙文、论辩文、抒情文和实用文.
文章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学问,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学科,

但是它研究的文章相当于text,其中许多论述也能用来解释语篇,可
从另一个角度丰富语篇理论.

文章的形成有一个内化—意化—外化的过程.内化是感知,是
作者在认知外部世界时形成的思想和情感.意化是构思,指作者在

思想和情感的基础上选择材料、确立主题和构建框架.外化是成文,
指作者把由内化到意化形成的思维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形成文章.
内化和意化的成果是文章的内容,外化的成果是文章的形式.内容

可谓是“言有物”,是信息、内涵、审美诸要素的总和.形式可谓“言有

序”,是体式、结构、表达诸要素的总和.物和序犹如灵和肉,一里一

表相互依存.物存在的依托是序,序存在的理由是物.通过“三化”,
物和序便完美结合并形成文,使得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中取得的成果得以储存,用于交流并传给后世.
文章的“序”即形式,实际上与“物”即内容不可分割.文章的体

式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同样是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内部规律及其

相互关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在物—序—文的形成过程中,材料

决定主题,主题决定文体,文体决定结构.材料、主题、结构一起决定

语言表达方式和风格.在形式三要素———体式、结构、语言中,结构

即谋篇布局是关键,不同的文体虽各有不同的结构要求,但有一条包

含四个方面的总规律必须遵循:
(１)布局严谨,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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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围绕主题,层次分明;
(３)疏密相间,详略适当;
(４)自然完整,首尾圆合.
文体学(stylistics)研究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语类(genre)、语体

(varieties)和风格(style).
语类是语篇功能变体.在社会交际中,使用语言表示一个完整

意义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句子,而是与社会情景相关的语篇.语篇因

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语类,或称文体.实现

说明功能的语篇称为说明文体;实现记叙描写功能的称为描叙文体;
实现劝说论证功能的称为论说文体;实现抒情审美功能的称为文学

文体;实现应用功能的称为应用文体等.
语体是语言功能变体,是不同文体中使用语言时,因功能不同而

产生的变化.语言的各层次,包括语音、词汇、句子、语篇,都有常规

和变异的区别.无论常规还是变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体色彩.文

体学语篇理论就是研究这些常规和变异在不同语篇中的文体功能.
文化学研究的语篇通常称为文本(text).文化是一个有组织的

领域,其基本单位就是作为功能和意义载体的文本.它包括三个类

别:自然语言表达的文本、艺术语言表达的文本和不用语言表达的文

本.自然语言表达的文本称为基本模式或第一模式系统.在自然语

言的基础上构成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具有艺术附加值,称为第二模式

系统.自然语言是推理形式的符号,能指和所指相对确定,是直接关

系;艺术语言是象征形式的符号,能指和所指相对不确定,是间接的

隐喻关系.不用语言表达的文本,是实体的物质(如一座建筑、一件

艺术品),本书中着重研究的是文学文本.
文学文本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文化符号,是基于自然语

言的“艺术性语言”.自然语言与艺术性语言的介质相同,即相同的

语音文字,然而文学文本的意义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固有的意

义系统,另一个是艺术性的、超自然语言的意义系统.在一个文学文

本中,两套意义系统重叠、相互冲撞、相互投射形成一种艺术张力.
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其中一个被理解为“对一种法则的合理偏离”,而
这种偏离正是文学文本形成艺术魅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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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意义区别于其他文本,有四个特征:主体性、动态性、
超时空性、解读创造性.

哲学一直关注语言,这从古希腊哲人和中国先秦诸子的学说中

就已开始.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后现

代社会,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语言不仅是载体,更是实体.它通过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影响人们

的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社会科学发

生语言转向,形成各种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
后结构主义等,它们对语言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词和句子,而是语篇、
话语.这些思潮对语篇(话语)的认识和研究各有侧重,但大致可以

归纳为如下几个共同点:
(１)语篇的意义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构建;
(２)语言以一定的结构组成语篇,是社会组织的反映,它可以帮

助我们认知社会,同时也构建社会;
(３)语篇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载体,不仅可以用作揭露社会不

公和批判社会的工具,本身也是社会批判的内容、权力斗争的对象;
(４)话语具有政治特征等.
这些对话语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对语言研究的社会转向和政

治转向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可以说

是在上述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哲学语言转向形成各种思潮的几乎同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

中也产生了一股语言转向的潮流,其中以福柯(M．Foucault)、拉克

劳和墨菲(E．Laclau&C．Mouffee)的话语理论最为著名.
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简称 CDA)是在

两股潮流的影响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一股潮流是语

言学语篇分析的社会转向,即由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理论衍生的评

价理论和多模态理论;另一股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一个是

社会转向,另一个是语言转向,两个转向形成合力,催生出了批评性

语篇分析.它的最大特点是赋予语篇以政治属性,认为语言的批评

研究是一项“政治工程”(Kressetal,２００１).“批评性语篇分析主要

注重的是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而不是当前热门的理论问题.”(Van

7

第一章　导论



Dijk,１９９７)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核心是批评,而批评具有两层意义:第
一是要揭示,即通过语篇分析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揭示话语中蕴

含的意识形态;第二是要自创语篇,即把自己揭示社会问题的研究成

果以及自己的观点、立场写出来,并在多媒体上发表以形成舆论,从
而推动社会变革.

从语言学语篇理论到批评性语篇分析,它们对语篇性质的界定

以及研究重点和研究目的参见表１ １:
表１ １　不同学科的语篇理论及目的、重点

学科 语篇理论 研究目的和重点

结构主义语言学 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

用结构转换法说明以“联
系着的话语”出现的语言

结构单位

法位学
语篇 是 语 言 结 构 的 最 高

层次

用层级分析法研究语言各

层级的组成关系

系统功能语言学

语篇 是 语 言 系 统 的 实 例

化;语篇是意义 交 换 的 最

佳表达形式

语篇三个元功能的构成及

其推进(语法分析、语域分

析、语类分析)

评价理论

所有语篇都反映了一个特

定社会现实而具有意识形

态立场,反映一 个 特 定 社

会的思维行为 方 式、信 念

和价值观

语类中的评价资源

多模态话语分析

(multimodality
discourseanalysis)

多模态语篇指语篇中除语

言模式外还有多种社会符

号模式,如 图 表、画 面、音

像等,其意义与 社 会 机 构

和意识形态相关

不同模态的意义潜势

修辞学
修辞是使语篇适合其目的

的艺术手法

如何 用 有 效 的 语 言 手 段

(调音、遣 词、炼 句、设 格、

谋篇 等)充 分 表 达 语 言

内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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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 语篇理论 研究目的和重点

写作学

语篇是最佳表 达 载 体,是

主体从客体中 析 出 题 材、

主题,设计结构,精选语言

表达的成果

写作(主体、客体、载体、受
体)及其相互关系

文章学
文章相当于text,是独立成

篇的有组织的文字

文章的物(内容)与序(结
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物
主导序的形成,序 实 现 物

的表述

文体学
语篇是社会交际中语言使

用的基本单位

因社会功能不同而形成的

语篇变体(genre);因社会

功能不同而形成的语言变

体(variety);语 言 表 达 的

风格 (style);语 言 不 同 层

次 (常 规 与 变 异)的 文 体

功能

文化学

文本 是 功 能 和 意 义 的 载

体,是组成文化 的 基 本 单

位.文学文本是建立在自

然语言基本模式系统之上

的 艺 术 性 语 言,是 文 化

符号

研究自然语言与艺术语言

两套意义系统重 叠、相 互

投射而形成的艺术张力

哲学社会科学话

语理论

不同社会成员构成不同社

会时 就 会 形 成 不 同 的 话

语.话语 具 有 政 治 属 性,

是权 力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载

体,也是社会实 践 的 一 种

形式

语篇 与 社 会 问 题 之 间 的

关系

批评性语篇分析
批评性语篇分析是一个政

治工程

揭示语篇中的意 识 形 态,

自创 语 篇 以 求 改 变 社 会

不公

9

第一章　导论



从上面我们列举的十多种学术领域涉及的语篇理论中可以看到

三条发展脉络:
(１)从语篇只是比句子大的单位到语篇是社会的缩影,可以从

语篇内容看到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２)语篇分析的内容从语法结构分析到语篇组成分析,到语篇

的文体和语体分析,再到语篇与社会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分析;
(３)语篇分析的目的从揭示语篇的构成成分和构成规律,到揭

示语篇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再到把语篇分析当作一项改变社会

不公的政治工程.
本书将在第四章到第十一章逐一介绍上表中提到的各学科的语

篇理论.
本书关于语篇理论的教学运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各章

语篇理论的论述中用的例子,尽量选自«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一到四册中３２篇TextA的语言材料.对这些例子的分析将有助于

使用该教材的教师在教学中从多种视角审视text,避免使用进行单

一语法分析和意义阐释的教学法.另一个是在第十二章中介绍我们

在运用语篇理论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时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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