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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呈

衰退趋势，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留学生这个教

育产业，对“学术英语”的研究与日俱增。“学术

英语”的理论与课程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

的英美国家，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外国留学者的需求

（Pennycook, 1997; Hyland & Hamp-Lyon 2002）。

它被定义为“以帮助学习者用英语进行学习与研究

为目的的英语教学”（Jordan, 1997: 1; Flowerdew 
& Peacock, 2001: 8）。近年来对“学术英语”的研

究日益增多，主要有对其课程内容的研究（Turner, 
2004）、对其教学方法的探索（Todd, 2003）、单

一学术技能的培养（James, 2010a, 2010b; Coxhead, 
2012），以及学生需求分析的问卷调查（Deutch, 
2003）。

国内困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状况，也开始尝试

将西方国家的“学术英语”教育体系用于大学英

语的改革。《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
对毕业生的英语学术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而大

多毕业生尚未达到。《要求》还规定，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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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应依据地区及高校差异贯彻分类指导的原则。

基于此，上海市首先实行了《上海市大学英语教

学参考框架（试行）》（2013），明确将“学术

英语”课程列为核心课程。北京也有几家重点高

校将“学术英语”引入大学英语课程。目前国内

对“学术英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定位论证”

（蔡基刚，2012a；孙有中、李莉文，2011）、“课

程模式设计”（张为民等，2011；叶云屏、闫鹏

飞，2011）、学生需求分析（蔡基刚，2012b；罗

娜、陈春梅，2012）、单项技能培养方案（熊丽

君、殷猛，2009；韩萍、侯丽娟，2012）、其他

国家或地区实践借鉴（张沉香，2006；蔡基刚，

2010）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了解大学英语

目前所面临的困境、“通用英语”向“学术英语”

演变的趋势与实施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

于“学术英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我国大

陆刚刚起步，尚未关注到“学术英语”教材的编

写论证以及中国大学生英语“创新能力”发展的

具体操作。

鉴于此，本文从微观角度，将英语“创新能力”

培养置于“学术英语”的教学研究框架下，探讨旨

在提高我国大学生英语思维创新的《学术英语读写

教程》的编写思路。

2.《学术英语读写教程》编写

现有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大多把“创新能力”

培养放在写作课语境中进行探讨，国外如 Taylor
（1985），Gordon & Braun（1986），Kellogg（1988），

Zimmerman（1997）, Woodall（2002）等。目前国

内英语界只有少数学者对“创新能力”培养进行了

尝试，如写作课“思辨能力”的实证研究（刘东虹，

2005；王俊菊，2006；文秋芳和刘润清，2006；文

秋芳等， 2009）以及“思辨能力”缺失的对策研究（李

莉文，2011；罗明礼，2011；阮全友，2012）。其

他技能中的创新能力培养尚无人尝试。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拓展“学术英语”

的培养目标，首次将“创新能力”培养和“学术

英语”课程进行结合，设计出一套基于认知语言

学的教学方法（梁晓晖，2013；2015）、从大学

生的日常基本认知技能出发、融合了具体而生动

的训练方法的《学术英语读写教程》（上、下册），

以实现“引领大学生养成以创新能力为主导的逻

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为了达到培养以英语

进行学术交流与学术论文阅读与撰写的目的，此

教程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轴串联起各个环节

的英语技能培养。在结构上，首先把“创新能力”

培养界定为宏观、次宏观、微观三个层次，并将

其作为教程的纵向脉络；同时提出，阅读与撰写

文章或论文，首先要学会讲述一个事件、现象、

实验过程；然后条清理晰地说明其中的问题；最

后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论证，所以阅读与写作包含

记叙、说明、议论三个技巧，这也构成了本课程

的横向脉络。

该书得到了国内外著名教授的一致称赞，

其中认知诗学专家、英国诺丁汉大学英语学院

Peter Stockwell 教授在推荐语中写到：“This is a 
beautiful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enhanc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t is clear, authoritative, and engaging”。文

体学专家、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申丹教

授写到：“将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引入阅读和写作教

学是一种可贵的尝试。这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富有

创新性、启发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而本文将选取与学生平时的论文写作最息息相

关、且难度最大的议论文的章节作为例子，通过解

决学生最苦恼的“如何找到议论文入手点”的问题，

具体阐述此教程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理论应

用和操作路径。

3.   认知理论应用解晰——反义词构建与议论

文入手点

3.1 反义词构建

大多数英语单词有不只一个含义，这在语言学

中称为“一词多义现象”。具体选取哪一个含义

要视上下文而定。也有一些特例会出现词义模棱

两可的情况，例如在“‘interests’should be your 
primary concern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中，

“interests”既可以表示你的“兴趣”，也可以

表示你的“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对该词的理

解将取决于上下文。此外，即便词义已经确定，

人们仍然可能对一个词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

“kindergarten”通常被视作对儿童进行看管照顾的

场所。然而，在这些儿童眼中，“kindergarten”却

是他们进行交往、互动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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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含义的选择取决于人的理解，同样，词与

词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人的理解。例如，反义词是

语言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根据语言学家的定

义，反义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固有相反含

义的一组词”，如“dress/undress”“tie/untie”；

另一种则是“非语言固有，但被人类理解为反义的

一组词”（Croft & Cruse, 2004）。比如说，当人

们坐飞机时，米饭和面条会作为两种可选择的食物

出现，如图 1 所示。在面临二选一的抉择时，“米

饭”和“面条”这两个原本具有相邻含义的词汇，

相对于选择者来说就变成了一组反义词。这也意味

着，人们可以从原本并非对立关系的词汇中创造出

反义词。词语含义或关系是依据人类身体经验而构

建的，这正是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

图 1  米饭 or 面条

学习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会逆向

思维，而逆向思维的关键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

为一个词、一个观念、或是一个人们公认的观点

找到它的对立面。因此，本教程引导学生进行如

下训练：尽可能想出一辆普通自行车（如图 2 所

示）的“反义词”。 首先，学生会想到“双人”

自行车，如图 3 所示。这种双人自行车的创意，

就是来源于发明者所构建的“一人”和“双人”

对立关系。

图 2  普通自行车

图 3  双人自行车

如果学生被要求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

维，他们会得到更多超于常规的有趣思路。通常，

男孩在双人自行车前座带着后座的女孩骑行，被视

为一件极其浪漫的事；那么只要颠倒男孩和女孩的

位置，让女孩坐在前座，男孩坐在后座，这就形成

了一个全新的组合方式，如图 4 所示。

图 4  女孩在前，男孩在后

以上答案如果再深入一步，还能得出这样的设

计（如图 5 所示）：将两个车座背对放置，骑车时

一人正向骑行，一人反向骑行，从而达到使车体向

一个方向行进的目的。这样的逆向思维不但创造出

了全新的产品，还能让人们体验到反向骑行的乐趣。

无论是单人自行车还是双人自行车、无论是顺骑自

行车还是逆骑自行车，都需要在本来车体中找到不

被人关注的对立关系。

图 5  反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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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中国传统美德故事“司马光砸缸”也

是对逆向思维的运用。如图 6 所示，当其他小朋友

都在苦苦思索怎么从水缸口把小伙伴拉出来时，只

有司马光意识到可以从水缸下部砸出一个缺口，让

水流出来，从而顺利救出小伙伴。一个缸的上下都

是一体的，但将上下分离而找到新的思维，是这个

解决方案的关键。

图 6  司马光砸缸

将原本是“同义词”的两个词变成“反义词”，

通过构建新的“反义”关系来获得全新的灵感，这

种创新能力正是帮助人们在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不

断获得新想法、新创意的动力。

3.2 议论文入手点

人类头脑中对于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着固定

的认识。比如，人们认为“幸福”和“快乐”是相

似的情绪，而“黑”和“白”则位于色谱的两端。

然而，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极有可能会面临辩论或

辩护的场合、应用急智解决问题的情形，此时若想

从原始的观念中获得新意，就应尝试运用逆向思维

使用某种合理的方式将同义词变成反义词、或将反

义词变成同义词，这就意味着找出一对相近的概念

在哪些方面有差异，抑或是发现一对原本对立的概

念实际上也可以是相似的，从而形成创新观念，提

高创新能力。很多时候，人们可以依赖逆向思维才

能在一些公认的观念中找到漏洞。学生所要学习的

不是毫无逻辑地给旧有观念或事物找茬，而是掌握

一种系统的、有逻辑的思维方式——创造性逆向思

维。比如，人们都认为生活和艺术是不同的领域，

但是下图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生活和艺术的

界限，让二者充分地融合。

如图 7 所示，一个大相框被放置在一个站在海

边的女孩面前，精致的相框、女孩的剪影和远处的

大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在日常生活中，相框

通常被用来放置照片——艺术创作，但此时女孩本

人和相框的组合却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艺术品”。

这让观者不禁感叹：最美的艺术品则是生活本身。

在撰写议论文时，无论是要论证还是反驳某种观点，

都需要非凡的创造性作支撑。从长远来看，中国的

学生想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击败国际化的竞

争对手，就需要掌握具备逆向思维的创新思维方法，

培养创新能力。科学如此，商业亦如此。以下是此

单元的两篇主课文，应用反义词构建可以很好地说

明有效阅读此类议论文的方法。

图 7  艺术 or 生活

3.3 课文分析

第一篇课文来自美国公共演说家 Dennis Prager
的一篇名为“The Secret of True Happiness”的演讲，

在这个演讲中他探讨了“幸福”（happiness）和“快

乐”（fun）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首先，文章列

出人们惯常持有的观点，即“幸福就是快乐”，而

作者却通过反向判断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即“幸福

和快乐并无关系”。也就是说，世俗的想法认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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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快乐”是两个相近的概念（近义词），但

作者却将它们视作对立的概念（反义词）。为了进

一步论述，作者提出了一个分论点，即“快乐是我

们在事件过程中的感受；幸福是我们做完一件事之

后的感受”，他用了两个论据来论述这一观点，第

一：有趣的事情如去公园、看电影，无法带给人幸

福感，因为事情一结束，其积极作用也就相应停止

了；第二：好莱坞明星看似有趣、光鲜的生活背后，

竟是各种各样生活的不幸，如抑郁、酗酒、婚姻破

裂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思维创新过程：通

过构建反义词“幸福”和“快乐”，得出全新的论点；

进而凭借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论证了这一对原本的近

义词在特殊语境下的反义关系。紧接着，作者又提

出第二个分论点，即“多数时候，给我们带来幸福

感的事情往往夹杂着痛苦”。在这里，作者依旧用

两个论据进行论述，第一：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

着痛苦，比如一个单身汉由于畏惧负责任而迟迟不

敢走入婚姻；第二：养育孩子的过程虽然充满痛苦，

但最终它会带给父母前所未有的幸福。在此，作者

通过重新定义“痛苦”（pain）和“幸福”（happiness）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将原本的反义词转化为近

义词，从而印证了“幸福与痛苦同在”的观点。在

文章最后，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我们理解了

“有趣的活动事实上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时，我

们就会开始不一样的、更有意义的生活。这篇文章

不仅帮助学生屡清了如何通过构建反义词进行逆向

思维从而创新，还会对学生塑造积极的学习观、人

生观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篇课文是美国社论性文章“Shades of 
Prejudice”。首先，作者列出一个美国人普遍接受

的观点：奥巴马在竞选中胜出表明美国人已经不再

依据肤色来评判他人了。不过，作者马上对这一普

遍性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美国人依旧根据肤色来

评判他人”。而此论点的提出，正是基于一个全新

的反义词的构建，即“黑白混合人种”和“黑人”

是反义的。这两个概念原本是有交叉领域的两个近

义词，但在选举这一特定情境下，它们的对立则很

好地支撑了作者的观点。在论述过程中，作者率先

提出第一个分论点：和白人竞选者一样，奥巴马较

其他黑人竞选者有着政治优势，这是因为他是“黑

白混合人种”，可以被归为“浅色人种”，接近白

人。用来论证这一分论点的两个论据分别是“肤色、

口音和其他种族特征依旧影响着人们的前途”，以

及“肤色主义既与种族问题相关，而又不完全属于

种族问题”。第二个分论点是：“黑人”要比“黑

白混合人种”在生活中遇到更多阻碍。这里作者依

旧列举两个论据，第一：在美国，同等罪责的黑人

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的几率是“黑白混合人种”的

两倍；第二：在 2008 年大选中，正是由于肤色主

义的存在，奥巴马才会相较于其他黑人政客具备更

多优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构建“浅色肤色

（黑白混合人种）”和“深色肤色（黑人）”这一

对反义词，成功论证了与当下世俗观念相悖的观点：

美国尚未超越种族歧视的阶段，只是目前种族歧视

呈现出“肤色歧视”的表现形式。

依据反义词构建，学生不仅能有效阅读这种具

有创新意义的议论文，还可以撰写出极具新意的议

论文习作。

3.4 学生作文评析

此教程要求学生在学习完理论和主课文后，使

用所学理论写作一篇议论文。以下是一篇学生作

文，作文题目是“充实生活的诀窍（The Secret of 
True Fulfilling Life）”。作者开篇即提出一个人们

普遍接受的观点：生活在大城市或快节奏地方的

人，看似比别人过得更充实（You may think people 
in such a modern, metropolitan place with fast-rhythm 
are leading a more fulfilling life than others）。接下来，

作者运用所学的构建反义词理论，重新界定了两个

原本含义相近的词组“充实的生活”和“忙碌的生活”

之间的关系，成功构建一对新的反义词。在论证部

分作者分三步走，首先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明晰了两

种生活方式的特征，即“忙碌的生活是一种被动的、

无目的、无收获的生活”，而“充实的生活是一种

主动的、目标清晰且有积极影响的生活”；第二步，

作者选取了一对固有的反义词“快”和“慢”，通

过对比“快节奏生活（忙碌的生活）”和“慢生活”

论证了“忙碌的生活无法给人带来充实感，相反慢

生活却很容易带给人这种感觉”；第三步，作者进

一步探究了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为什么我们只有抛

弃忙碌的生活，才有可能感到充实：因为远离忙碌，

就意味着时间的解放，意味着远离精神衰弱，意味

着结束麻木的状态。

总之，从学生的作文来看，我们收到了与预期

相匹配的效果。学生在大一入学后共接受两个学期



创新能力培养与《学术英语读写教程》编写

37

《学术英语读写教程》的授课，课程结束时，学生

已经具备较好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在各

自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初步的学术研究，撰写思路清

晰、言之有物的学术报告，通过“学术英语”课程

学生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4. 结语

在中国经济亟待转型的今天，我们需要一大批

兼具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而对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应始于大学生一入学就普遍接受的

包括英语在内的基础性课程。将学术英语着眼于对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但顺应了当下中国的“学

术英语”趋势，还拓宽了高校“创新能力”培养的

方法和渠道。这套《学术英语读写教程》遵循科学

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将“创新能力”培养融于

每个层次的阅读与写作训练中，相信它能在学生的

英语能力培养和思维能力培养两方面双管齐下，帮

助各科学生更好地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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