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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模式与大学生英语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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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篇模式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汉英语篇模式的差异进行对比，可以帮助学生了

解掌握英语语篇模式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英语论文写作能力和论文质量。从篇章结构、篇章主题和篇章策略

方面对比分析汉英语篇模式的差异，提出帮助学生增强语篇意识、提高英语论文写作能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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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于本科生的培养来说，论文写作是不可回避

而且具有重要地位的环节。是培养和锻炼毕业生初

步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无论是我们国内的

英语教师还是外籍教师。他们在对英语本科学生进

行毕业论文指导时，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些

学生的论文不知所云，令人费解，无法给予指导。可

以说，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其原因何在?许多人把它

归结为学生的英语功底不扎实，致使他们在写作过

程中出现大量的用词、语法、句法及标点符号错误，

且连贯性差。多年毕业论文指导的实践告诉我们：

虽然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语篇模式的影响更是

不容回避的问题。杨玉晨在其博士论文《语篇关系

与语篇模式》中对此进行过分析论证。Ⅲ实际上，了

解和掌握语篇模式的差异。自觉练习运用正确的英

语语篇模式进行英语论文写作。是锻炼英语论文写

作能力、提高论文写作质量的关键。

二、语篇模式对比分析

(一)语篇模式及其特点

Hartwell&Bentley认为语篇模式(text pat-

tern)是语篇的宏观结构(top—level structure)。[21246不

少学者指出。我们所读或听的信息通常是以一种或

几种既定的语篇模式构建的。pit-哪语篇模式具有
可辨认的属性，每种语篇模式，如：英语中常见的原

因结果型、主题例证型、比较对照型、定义型、指导

型、事件顺序型和空间地理型等，都以特定的逻辑

形式来解释或组织作者的话语材料。语篇模式是写

作这一语篇生产过程的策略方法和产品。从社会互

动模式的视角来看，写作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的交际

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对

象的需求，以符合特定文化背景条件的语篇结构去

构建语篇，传递交际意图。所以，语篇模式是语篇社

会规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语篇模式决定了作者如

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确保达到写

作目的的决定因素。

(--)英汉语篇模式对比

1．篇章结构——直线型与螺旋型

Robert．R．Kaplan作为文化思维模式与写作研究
的开拓者之一。在其1966年发表的《跨文化教育的

文化思维模式》一文中，概括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4

种类型的段落发展模式。即英语的直线式(1inear)、

闪语的平行并列式(parallel eoordination)、东方语言

的间接模式(indirect)、拉丁语及俄语的枝蔓式(di·

gressive)。[51汉语被纳入了东方语言的螺旋型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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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模式，而英语则属于直线型。由于受思维模式的

影响，中国学生习惯于螺旋型语篇结构模式。而英

语族人习惯于直线型语篇结构形式。陈建平采用概

括标准英语文章与段落结构的钥匙孔图示分析法。

对363篇英语作文进行了语篇结构分析。分析结果

显示，53．72％的学生在英语写作时偏向于采用归纳

式或包含归纳段落的发展结构，充分证实了这样的

假设：中国学生对归纳式语篇的喜好程度确实高于

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人士。[啦'Jeollon and Elbow等

学者认为，西方的语篇模式属于演绎型，写作者习

惯于把话题、观点、态度从一开始就引入文章，然后

用事实说明，即首先给出主题句，后接自然衔接的

例证句，而后结尾；而东方语言的语篇则属归纳型。

写作者先交代细节或举例说明，然后逐渐引出结

论，最后以总结归纳结尾。蔡基刚将演绎型与归纳

型的段落结构分别形象地称之为“开门见山”型与

“层层剥笋”型。阳嘲程静英通过对比分析9篇北外

英语系学生的作文与13篇分别由英国人和中国留

英学生对此9篇作文的修改稿。发现语篇组织能力

差是中国学生写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

意义接应关系模糊，施事关系不清等。181王墨希等以

Michael Hoey英语语篇的三种思维模式为参照．对

比中外学生作文的语篇组织方式之差异。其结果表

明：中国学生最不擅长“一般特殊模式”的语篇思维

方式，主要运用“问题解决模式”，带有明显隐伏特

点；中国学生阐述问题时很少从主题人手，而是通

过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给予暗示或明示。191若从直

观角度而论。可以说：英语语篇的结构是一个头朝

下的树状图，开头句为全文的根基、总括，其余的句

子为分枝；汉语语篇的结构是一个向上生长的树状

图，开头几句和文章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其余的句

子则以各种不同的关系与文章主题相关。在与母语

为英语的人士交际时。运用这种语篇模式，可能导

致某些交际障碍：即使所写的文章句法修辞上无懈

可击，还是往往让英美人士感到笨拙别扭，废话太

多；口语交际中则给人以绕弯子、回避问题等负面

印象；阅读中则会出现虽文中词句全明白，仍不能

抓住中心思想的问题。

2．篇章主题——直抒己见与委婉暗示

杨振宁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

的方向上奏。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和具体的方向

上走。”II唧国内外学者在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研究中

发现，中心思想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是他们英语写

作的又一主要问题。张在新等对包括英语专业和非

英语专业在内的200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进行作

文测试。结果发现，59％的作文没有主题思想。[hi复

旦大学1997年组织了一次以A B堙Decision in

My t／re为题目的全校性英语作文比赛．在入围的

前20篇文章中也只有3篇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句。

而且都在文章的结尾处。很多国内外学者发现，中

国学生在英语作文中似乎有意避免直接表达个人

观点和感受，倾向于采用设问、类比及轶事等委婉

暗示的手法表达思想。[121蔡基刚对英汉文章中的中

心思想句的明示与暗示按议论文、评论或杂文及记

叙文4种体裁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除英汉议论文

中心思想旬的处理上大体相似外(英文议论文明确

提出主题思想的比例为90％左右．汉语议论文这种

比例为60％左右)，中文的文章总的来说其主题思

想往往是含蓄的，需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很少或

几乎不用一个句子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1"q55-60外籍

教师对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主题思想处理的评价是：

主题不鲜明。观点模糊不清。

3．篇章策略——“朴实无华”与“华而不实”

篇章策略(text strategy)是Enkvist提出的术语，

指篇章生产者根据交际目的对组篇所作的总体决

策与选择。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对决策参项(decision

parameters)所作的权衡。在写作中．当篇章的构架及

主题确定后。就要通过适当的篇章策略来形成语

篇。篇章的策略表现为作者采用何种论据和手段来

实现交际目的；判断选项中哪一项以何种方式在什

么程度上最好地服务于篇章目的。中国学生在英语

作文的篇章策略使用上与英语族人相比有一定差

异，主要表现为多主观论断(assertion)而少事实论据

(proof)；多慷慨陈词而少逻辑思维；多成语典故而

少个人创新。这给以英语为母语人士的感觉正如一

位美国新闻记者在评论中国的旅游指南时所说的

那样：无论是写什么地区，中国的旅游指南几乎都

干篇一律，都充斥着大量的夸张，这是为什么?少一

点夸张实际上会更有说服力。f13】1啦

三、增强语篇意识。提高英语论文写作能力

对汉英语篇模式的对比分析表明，汉英语篇在

篇章结构、篇章主题和篇章策略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这些差异与以母语为英语的人士期待不一致，

甚至是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交际

效果大大减低。为此，在英语的教与学过程中，必须

加强语篇知识的学习，增强语篇意识，提高语篇能

力，从而提高英语论文写作能力。

(一)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渗透语篇层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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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满意传统EFL教学的种种弊端，Nunan曾

详细讨论过一种“有机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思路”

(an organic，discourse—driven perspective to language

teaching)。主张语言教学中不能把语言看作孤立的

句子来教学，而应该在语境中教学。【1晒McCarthv和

Carter更是在《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

启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基于语篇模式的EFL教

学途径”。并把这种教学途径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强调语言教学中除语音、词、语法等层

次的教学外，还要渗透语篇层次的教学；第二阶段

则要求语言课程从设计到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围绕

语篇来进行，始终以“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来指导

语言教学。【15】肛123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无论是在词、

语法、阅读和写作教学中，还是在基础英语课、阅读

课、文学课等课程的教学中．都应融人语篇教学思

想方法，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语篇策略增强文章表

现力的，并要求学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进行练习

与模仿。特别是通过一些经典的汉英语篇对比分

析，例如，对比Bacon的《谈读书》(of Studies)与苟

子的《劝学》来强化英语语篇意识，提高练习英语写

作的自觉性，并对常见错误进行有效预防。当然，汉

语和英语的语篇组织方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中国

学生的汉语语篇能力一般是相对成熟的。因此，教

学中可以把两种语言相通的部分明示给学生，促进

学习者母语语篇能力向EFL语篇能力的正迁移。+

(二)通过课外阅读培养构建篇章的能力

通过课外阅读，进行篇章理解，培养构建篇章

的能力。阅读和写作都是以语篇为基础的思想交

流，信息的传递并不是简单的“词PE+语法”。所谓建

构篇章的能力是指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意图．为文

章谋篇布局的能力，也就是作者安排文章整体框架

和段落层次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作文的成功与否至

关重要，因为即使词语再准确，内容再生动，没有一

定的篇章知识和构建篇章的能力，就会有文无篇。

而这些篇章知识、建构篇章的技能是可能在阅读教

学中获得和发展的。在英语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

采用自上而下的阅读方式，首先通过阅读，揣摩作

者的意图，把握文章的整体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文章的各个段落层次的分析．领悟文章句与

句、段与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及作者所采用的各种衔

接手段，领会文章的各种表现手法和谋篇布局上的

特点，并借以掌握英语写作的内在规律，采取自上

而下的思维方式，弄清组句成章的各种原则。进而

增强英语篇章意识，学会从宏观的角度构筑文章的

框架结构，为将来的英语写作准备必要的技能。

仨：)写作课上注重)c寸语篇模式的分析

改进写作教学，注莺对语篇模式的分析。在改

进写作教学的实践中，既要坚持传统教学中注重内

容扣题、格式正确、句子语法结构准确、拼写无误等

要求，更要结合语篇教学的需要加入语篇的组织安

排、连贯与照应、衔接手段的使用、语言风格的得体

性等更高的要求。使学生的写作和交际能力得到明

显的提高。特别要让学生了解掌握英汉语篇模式各

自的特点和规律．在英语写作上克服汉语语篇模式

和思维方式的干扰，按照英语语篇的特点和规律进

行论文写作实践．尤其要使学生充分掌握主题例证

型语篇模式的特点和规律。在详细阐释主题例证型

语篇模式时，Sotiriou指出：该语篇模式用于各种学

科的文献中，而且在组织上与多段落的论文结构相

似，是最常见的语篇模式之一。刚Messenger&Taylor

认为，在英语的多种语篇模式中。主题例证型语篇

模式是最常见的，也是说明事物的最强有力的篇章

结构。116147该语篇模式的段落结构是：段落的开头是

段落主题句，接着是例证句，其抽象图式是：

10l。l 989‘It05)

以主题例证型语篇模式展开的文章结构为：

The five-paragraph essay

Paragraph 1 Introduction

Paragraph 2 Body，Part I

Paragraph 3 Body，Part II

Paragraph 4 Body，Part III

Paragraph 5 Conclusion

(Messenger&Taylor 1989：94)

Hartwell&Bentley认为：五段式作文的第1段

为引言(Introduction)，引言的结尾部分为篇题句

(Thesis Sentence)，2至4段为文章的主体(Body)，

主体部分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段落主题句(Topic

Sentence)，最后是结论段(Conclusion)。陴”这种语篇

模式呈典型的线性结构特征。通过对这种语篇模式

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学生从特定角度认识段落和

整体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构，也可以从以这种语篇模

式展开的段落的层级研究中了解段落间的逻辑关

系和英语段落线性特征的多层含义，从而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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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层次上认识英语语篇结构，提高写作时语篇

展开的规范性。

四、结 语

英语论文写作是检验大学生是否具备初步科

研能力和过硬的英语应用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重要因素。英语论文写作能力的强弱、写作水

平的高低与大学生的语篇知识、语篇意识和他们所

掌握的语篇模式密切相关。通过进行汉英语篇模式

对比，找出各自在篇章结构发展、篇章主题表述、篇

章策略运用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在英语论文写作

中，注意克服汉语语篇模式的干扰，按照英语语篇

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论文写作实践，就可以有效提高

英语论文写作能力。而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渗透语

篇层次的教学、在课外阅读中培养构建篇章的能

力、在写作课上注重对语篇模式的分析等措施是增

强学生语篇意识、提高英语论文写作能力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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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Pattern and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Paper Writing
Huang Xianj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ext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quality of papers．The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 patterns call help students to be aware of and grasp the features and

rules of English text pattern and improve English paper writing ability and paper quality．This article has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structure，text thesis and text strategy．Also it has put forward the ways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ext

awareness and improve English paper writing ability．

Key words：text pattem；difference；text awareness；English paper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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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孙蓉 英汉语篇模式的差异与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8(12)
    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不同于母语阅读,除了语言障碍和背景知识的差异和欠缺外,英、汉两种语篇模式的差异也是影响中国学生全面、正确理解英语

语篇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英语语篇模式特定的文化属性,中国学生难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自觉掌握它.因此本文提出将对英语语篇模式的认知纳入英语

教学,使学生有意识地掌握它.

2.学位论文 苏宁 中美大学生英语公共演讲语篇的语篇模式对比研究 2009
    语篇模式的对比研究是对比语言学在语篇宏观层面上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语言的语篇模式，探究造成语言差异的原因

。目前国内的语篇模式对比研究大都还停留在对静态的、书面文本的分析探讨上，对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口语体的对比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引起

研究者的重视。公共演讲辞作为一种典型的口语体，不仅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也越来越受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青睐。因此，本研究探索性的选

用大学生英语公共演讲辞这一特定的语体，以语篇模式理论为理论框架，对中美两组语料(共四十篇，各二十篇)的语篇模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定量描述

性对比分析，试图发现这两组语料在语篇模式方面的差异并讨论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而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大学英语的写作教学中。

    文章首先介绍了英语语篇中最常用的三种语篇模式，并根据这三种模式对两组语料进行分类，通过对这三种模式在语料中使用数量的对比研究追踪

两组语言使用者在英语公共演讲辞语篇模式选择上的偏好。其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两组语料在其各自语篇模式的实现，即修辞策略方面的差异。研究

发现，问题解决模式在两组语料中的使用率都高达50％以上，是使用率最高的模式，而在实现该模式时，两组语言使用者在修辞策略使用偏好上表现出

的差异由显到隐分别是：论证部分的推理方式，开头部分的问题提出方式和结尾部分的得出结论方式。最后，基于上述对比分析，研究指出，在语篇模

式的使用方面，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使用者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学生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英汉语篇模式差异及英汉文化差异，他们将能创作

出更容易被本族语使用者接受的作品，而中式英语的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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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索性地对中美大学生英语公共演讲辞语篇中的语篇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拓展了语篇模式对比分析对演讲体裁分析的空间，是语篇模式对比

分析研究领域一次尝试性的突破和补充研究。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引言，引出该论文的题目，指出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提出研究问题，介绍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回

顾了国内外关于语篇模式和公共演讲的研究。第三章是理论框架，阐述了语篇模式的相关理论并详细介绍了三种主要的语篇模式。第四章是语料分析

，对比分析了两组语料的语篇模式和实现语篇模式的修辞手段，并讨论了在对比研究中所发现的差异的原因。第五章是该研究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

示及建议，指出增强学生语言文化差异意识和思维模式差异意识的必要性，并探讨从语篇模式角度教授英语写作的新的教学方法。第六章是结论，总结

全文，明确解答第一章提出的问题，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并给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3.期刊论文 李凤兰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汉英语篇模式的影响 -时代文学2009(10)
    由于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影响,中西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对汉荚语篇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汉英语篇的不同

特点.了解这些不同有利于英语学习者从根本上提高阅读、写作水平.

4.期刊论文 陈剑晖.CHEN Jian-hui 语篇模式差异:中美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威胁" -黄山学院学报2007,9(1)
    在中美国际商务谈判中,双方代表的语篇模式由于受到了各自文化的影响而有所差别,对谈判能否有效地开展下去产生了威胁.谈判双方应清楚地认识

到商务活动的背后是文化的交流,从而克服民族中心主义,保证中美商务谈判顺利、成功地进行.

5.学位论文 孙蓉 英语语篇模式与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 2004
    过去我们一直把阅读单纯看成是一个视觉信息的解码过程,阅读课一直以讲授语言知识为主,教师指望随着语言知识的增加,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自然

而然就能提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各层次英语学习者都普遍存在着无法深层理解文章意义以及只重细节抓不住全篇的"见树不见林"的现象.为此

,该文探讨了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更深层的原因.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是一个跨文化交际过程.该文把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置于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之中

,分析了造成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理解障碍的文化冲突.该文首先界定了语篇模式的概念,阐述了语篇模式与人们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的紧密关系.该选题的

重点在于介绍汉、英两个民族的语篇模式的差异及其引起这种差异的根源——两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并详细介绍了三种典型的英语语篇模式

的结构和特点,即一般-特殊型,问题-解决型,匹配比较型.该选题的难点在于分析语篇模式理论对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启示,即掌握英语语篇模式的必要性

、意义以及途径.因为国内外学者对此所做的研究和探讨还较少.由于英语语篇模式特定的文化属性,中国学生难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自觉掌握它,并且

掌握英语语篇模式对于中国学生实现高层次、高效率的英语阅读具有重大的意义,能解决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根本障碍.因此将英语语篇模式的认知纳入

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我们应不仅讲授语言知识,同时应向学生揭示语言底下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所反映的英语族人的思维方

式,提高学生对英语语篇模式的敏感性,并通过英语语篇模式的理论讲授和相应的阅读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学生对英语语篇模式的掌握.

6.期刊论文 刘瑞琴 英汉思维、语篇模式差异与英语写作教学 -考试周刊2009(6)
    思维与语言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对其语篇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英汉思维模式差异对英语写作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分析了

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然后比较了由此所产生的语篇模式的不同,最后就英语写作教学提出了看法.

7.学位论文 王晓 高中英语语篇模式写作教学初探 2008
    语篇模式是构成语篇的关系的组合。语篇能力是书面英语交际能力的反映。现阶段我国的中学英语写作教学还存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目前的

高中英语写作教学还局限在字词句和语法层次上，致使中学生虽然具有了比较强的词汇语法能力，但是在实际的英语写作中很难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实现语篇交际目的。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以语篇模式理论为基础，借鉴了学术界一些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写作教学试验，旨在探讨语篇模式理论对高

中英语写作教学的影响，探求基于语篇模式理论的全新的语篇模式写作教学，以切实提高中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本论文首先介绍了一些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密切相关的语篇模式理论。如对于语篇和语篇分析以及语篇模式概念进行了阐述，但笔者着重探讨了语

篇模式理论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英语中五种主要的语篇模式包括问题-懈答模式、一般-特殊模式、提问-回答模式、主张-反应模式和机会-获取模

式。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把语篇模式理论应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因此笔者主要从宏观的语篇组织模式以及微观的语篇的语法衔接、词汇衔接以及

逻辑连接模式两个方面对中学英语写作教学进行了理论上的指导。在运用以上理论实施教学实验的过程中笔者对高三的一些英语课文以及学生习作进行

了认真分析。

    在对语篇模式理论作了概括的介绍之后，笔者分析了当前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现状。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除了一些词汇语法的错误之外，学生习作中

广泛的存在着逻辑衔接语缺乏、语句不连贯以及语篇模式模糊等问题，这是由于教师对英语写作教学重视不够、方法不当以及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造

成的。依据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对高中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提出的明确要求，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用语篇模式理论来指导高中英语写作

教学是提高中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这一假设。

    为了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高中阶段写作的特点，笔者从三个层次提供了语篇模式写作教学的实例。首先是句子间的衔接与连贯教学实例，然后是段

落的展开模式的教学实例，最后又从语篇的整体组织模式方面提供了教学实例。在这些实例的叙述中笔者提出了一种语篇模式写作教学的新途径：以语

篇模式理论为指导，以阅读来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为了验证语篇模式教学能有效提高中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笔者对河南省社旗一高高三年级的两个平行班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学试验。在每周一课

时的写作教学中，在对照班实施传统的语法教学法进行教学。在实验班以语篇模式理论为指导，传授英语写作中的衔接与连贯知识及并进行语篇整体组

织模式的指导。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语篇模式写作教学能大幅度地提高中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因此，笔者提出两条教学建议：加强英汉语篇

模式差异的教学并且把语篇模式理论应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通过基于语篇模式分析的阅读教学来提高中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8.期刊论文 郑一立.ZHENG Yi-li 基于SPRE语篇模式的大学英语阅读测试文本比较研究 -宜宾学院学报2009,9(4)
    SPRE语篇模式是建立在"问题一解答"结构模式基础上,由各个语义功能主要成分及其依据共同构成的,是人类语言在交际中互相遵守和期待的语言规

律之一.通过对SPRE语篇模式构成特征的描述,并结合词汇特征识别法,以及各功能成分表层语用组合与深层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性差异,对大学英语不同

等级阅读测试文本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证明,大学英语不同等级阅读测试文本在SPRE语篇难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大学英语阅

读测试对不同能力要求的本质内涵.

9.学位论文 杨玉晨 语篇关系和语篇模式：英文写作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2005
    本文以语篇关系理论，即：Mann&Thompson的修辞结构理论(1978)，Winter的小句关系理论(1971)，Hoey词汇关系理论(1991)，以及Hoey(1983)的最

小语篇基本结构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英语语篇，汉语语篇和中介语语篇(即：中国学生英文习作)的各种语篇关系的对比分析，探究了英汉语篇修辞表现

形式和深层结构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以及对二语写作的影响等。本文选择的分析材料以学术语篇为主，因为学术语篇是二语学习者最常用的语篇类型

一本文的第一章是引文，旨在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要点、问题和假设。本章通过三项微型研究或调查(即：英语本族语言人与非本族语语言人对中国

学生所写的英语语篇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和适当性调查问卷，高级英语语篇排序练习，和英汉语篇结构对比分析)，为本研究找到了支撑点和所要解决

的问题，从而提出了以下四个假设：

    1)英语语篇与汉语语篇的表层结构，特别是在宏观修辞结构或信息组织方面，有很大差异，英语语篇为演绎法，汉语语篇为归纳法。然而，英汉语

篇均依赖并列连词，从属连词和词汇重复来实现小句和句群之间的语义联系。2)尽管英汉语篇中都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最小语篇模式，但是英语语篇

更习惯于使用转折式，而汉语语篇更习惯于使用因果式。

    3)中国学生所写的中介语语篇在语篇关系的构建上，反映了英汉两种语言的语篇特征。中介语语篇在宏观修辞结构上更接近于母语语篇，而在语篇

实现的微观层面上，如；并列连词，从属连词，和词汇重复的使用，更接近于目的语语篇。

    4)中国学生所写的中介语语篇，直接和间接地受汉语修辞习惯的影响，特别是汉语语篇中的最小语篇模式(即：因果关系)，是中国学生英语语篇建

构的基本骨架。

    总之，本文的研究目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进一步明确英汉语篇之间的关系，说明英汉语篇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语言类型，还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两

个不同个体；二，弄清母语修辞习惯对二语写作的影响；三，认识语言作为语篇的内涵，以及语篇教学对二语写作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功能语法，对比修辞和语篇分析中的语篇关系和最小语篇模式等。在这些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论文主要进行了两类研究

和分析。一是在第三章中，通过对英汉语篇和中介语(英语)语篇(即属于同一体裁类型的书序)，对比分析了语篇修辞关系在宏观和微观语篇层次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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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方式。另一是在第四章中，通过对假定的最小基本语篇结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模式的分析，探究了隐含在英汉语篇底层的核心和共同特点。在

此基础上，第五章对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在二语写作和语篇生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同时对语言作为语篇的诸方面，如语篇的动态本质，书面语篇和

口语语篇界限的模糊性，语言的会话性，语法和词汇的不可分性，和语篇体裁深层结构模式共性，以及语篇的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等进行了探讨，最后提

出了语篇教学，特别是二语写作教学应该采用模式语言教学和体裁过程教学方法。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回答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和假设，指出该

研究在语篇研究领域和英语语言教学方面的贡献，以及本文的局限性和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可能性等。

    1966年，Kaplan提出了不同语言其修辞结构存在不同的论点，特别是他著名的修辞结构对比图，在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其焦点大致集中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西语篇线性与非线性结构差异的问题。Alptekin(1988)认为，汉语非线性的修辞模式是由中国古代的世界

观决定的。中国人认为人类世界是循环往复的，因而语篇模式就是螺旋式的，且缺乏固定的着眼点。蔡(1999)认为现代汉语议论文的结构是由中国古代

八股文演变而来的。而Mohan和Lo(1985)则认为英汉语篇修辞习惯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英语和汉语语篇都提倡清晰简洁和直截了当的表达风格和写作原

则。然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英语本民族语人抱怨，中国学生英文写作的不合逻辑性和不连贯状态。同时，我们也都有过对中国学生所

写的英语作文感到不知所云的经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学生在知道英语和汉语写作应该直入主题的情况下，还要坚持以绕圈子的方式来进行文章

写作。通过一个以篇章理解为主题的调查问卷和对英文篇章句子重新排序的测试，我们发现，虽然较高英语水平的中国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好理解英语语

篇的能力，但他们仍缺乏建构较好英语语篇的能力，特别是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去使用那些连接词语，词汇衔接手段等来连接语篇小句、篇章部分、及段

落，以实现语篇意义的连贯。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四点假设，本文以语篇关系理论，主要是Mann&Thompson的修辞结构理论，Winter的小句关系理论，Hoey的词汇关系理论

为依据，对比分析了英语本族语言人所撰写的英语语篇，汉语为母语人所撰写的汉语语篇和中国学生所写的中介语(英语)语篇。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

，例文图示展示，我们证明了第一个假设：英汉语篇表层结构存在很大差异，英语语篇趋于将主题句放在篇章的开头，呈演绎型；汉语语篇(包括中国学

生写的中介语语篇)，无论是在语篇整体的信息结构上，还是在小句间的结合上，都呈归纳型，即：主题句出现在篇章或语篇的末尾。小句关系分析，还

证明了英汉语篇都是利用大量的并列连词，从属连词来实现语句间的连贯。最小语篇结构模式分析证明了第二个假设，英语语篇的最小结构模式为：情

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评价，汉语语篇最小结构模式为：原因/环境—结果，但是这两种模式却是同一语篇模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两种变体。这

一点可能说明，英汉语篇表层结构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两种语言的共核是相同的，即：它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最小语篇结构模式：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至于假设三中提出的母语和目的语对中介语语篇的影响的问题，研究发现中介语(英语

)语篇中的主题后移的写作方式，无疑是受了汉语修辞结构的影响和干扰。然而，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语篇中的词汇衔接模式，既不是英语篇章修辞习惯

的实现，也不是汉语的修辞习惯的翻版。这些发现部分地证实了假设三，同时也部分地否定了假设三的论点。实际上，利用Hoey的理论模式无法在中国

学生所写的英语语篇中建立任何词汇联系，这一点，可能说明跨语言修辞结构中的词汇衔接不存在着迁移性，也可能是学生二语写作所必需的知识还比

较缺乏。词汇链数据分析还引发了其它有趣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英汉篇章总体结构演绎和归纳二分法的倾向问题。英汉语篇词汇链的分析可得

出两种不同树状图：英语语篇的结构是一个头朝下的树状图，开头句为全文的根基、总括，其余的句子为分枝；汉语语篇的结构是一个是向上生长的树

状图，开头几句和文章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其余的句子则以各种不同的关系与文章主题相关。假设四关于中介语语篇的最小结构模式受母语影响的论点

得到了证实。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所写的英文语篇反映了汉语语篇的修辞特点，学生习惯将许多与主题不相关的社会背景作为引起篇章主题的原因放在

文章开头，主题往往出现在篇章的末尾。整个语篇呈因果式。

    为了发现影响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因素，检验语言，文化，认知等方面对语篇生成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英汉语言修辞习惯，现代中国的中学

教育，以及从功能语言学角度认识语篇理解难度等。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传统表明母语的特点势必会对二语写作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然而，汉语传

统的起—承—转—合修辞习惯，并不是造成英汉语篇演绎法和归纳法不同写作方式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教育的考试系统，特别是高考所提倡的散文式

议论文对学生追求立意间接，主题含而不露，以及语篇信息螺旋式结构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认知传统，修辞和教育背景以及母语迁移的共

同作用，才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会出现结构错误的主要原因。同时，本文还指出，二语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写作者需要在两种

语言系统间，知识间进行选择来建构语篇。功能语法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语篇难以理解的问题：因为中国学生将英语语篇中被视为

必要成分的部分看作时是可选成分；以及中国学生习惯于用隐含的手段来表现信息的方法等。然而，二语学习者的写作方式并不一定可以反映他们的思

维方式或理解方式，更不代表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语言能力。

10.期刊论文 黄威.Huang Wei 英语语篇模式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

2010,26(8)
    本文着重介绍了三种常见的英语语篇模式,通过分析中国大学生英语语篇模式的特点,对比找出了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同时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提出

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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