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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n Teacher Talk: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ssroom Discourse in Singapore 

 

Yang Yanning 

 

Abstract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culture is represented in 

teachers’ talk through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lassroom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way teachers’ talk is used in terms of how cultural concepts are explained and 

how cultural knowledge is encoded. A culture is realized as patter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each context of situation, which in turn are realized as patterns of discourses in each text.  

The culture in a Chinese classroom is surely manifested by certain patterns of classroom 

discourse. In this cas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by 

investigating classroom discourse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ly, it identifies all the words 

related to culture in Chinese lesson transcripts. Secondly, it finds out classroom activities 

with special meanings in Chinese culture. Following this, the cultural words and activities 

identified in the transcripts are respectively analysed within a framework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particular,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 situation, i.e. Field, Tenor and Mode. The 

cultural words are analysed through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idea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textu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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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话语中的文化：新加坡汉语课堂语篇分析 
南洋理工大学 

杨延宁 

 

1、前言 

 

    新加坡的汉语教学一直被赋予文化传承的重任，该国各时期的汉语教学大纲都明

确地将文化传承做为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随着汉语教学改革的呼声日高，逐渐出现

了要缩减甚至要剥离汉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声音。由此引发的争论也开始见诸于当地

的各大媒体。这些争论往往参杂太多的感情因素，反倒忽略了实际的教学情况。本文

的写作目的在于依据新加坡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研究所使用的

方法是课堂语篇分析，研究的对象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教师话语。语篇

分析的方法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依据的理论也各有不同。为了实现有关的研究目的，

本文提出了三维双阶的分析模式，所依据的理论是由韩礼德（Halliday 1994）创立的

功能语法。本文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语篇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即语篇范围、

语篇基调和语篇模式。这三个维度的描述分别体现了课堂活动的的主题、课堂上的师

生互动关系和课堂对话的语体色彩。 但是这三个维度的描述揭示的是语篇宏观特征，

尚需微观层面的分析与之相配合。由此，本文也提出三个纬度在小句层的分析对象，

搭建出完整的课堂语篇三维双阶分析模式。以此分析模式为基础，本文对八节新加坡

中、小学汉语课上形成的教师话语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目前新加坡的汉语

教学已较少辟出专门的时间讲解文化知识。但是，教师对文化的传承依旧非常坚持，

主要表现在课堂上汉语交际文化的普遍存在和传统华文教学文化的强大影响。 本文也

指出新加坡汉语课堂文化以隐性方式存在，并尝试分析这一存在形式产生的原因。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汉语课堂语篇中的教师话语 

 

     本研究所使用的所有语篇均来自于实际课堂观察，分为中学和小学两个部分。小

学部分的语篇取自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为了解新加坡

小学汉语教学的真实情况，该项目在新加坡的五大学区内各选了两所小学，每所小学

任意选取两节汉语课进行课堂观察和录像。本研究选用其中的四节汉语课，分别涉及

四所小学。中学部分的语篇来自于作者在两所中学中进行的课堂观察和记录，同样包

括四节汉语课。有关的中小学汉语课都进行了全程录音，并依据录音资料整理出完整

的课堂记录。 

        在获取了相关的声音及文字资料后，如何有效地对其整理和分析以获得研究所需

的课堂语篇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并没有按传统方式将一节课中所有的师生对话作

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而是依据不同的课堂活动类型将所有师生表述切分为更小的

语篇单位。 举例而言，如果一节课中有 15 个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就会相应地生成

15 个课堂语篇。 另一方面，本文关注的是课堂语篇中的教师话语，学生的表达则不在

研究范围之内。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文化内容如何在教师的教学过程

中得以体现。本文切分一节汉语课的依据是实际教学活动的目的。基于已有的研究

（Yang 2010, 2011），作者共设定 18 类具有不同目的的教学活动，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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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管理 10 听力训练 

2 课堂任务指令 11 口头表达 

3 语言知识讲解 12 汉字识写 

4 课堂练习 13 写作练习 

5 练习答案订正 14 小游戏 

6 课堂问答 15 角色扮演 

7 课堂讨论 16 学生自学 

8 朗读 17 课堂测试 

9 默读 18 其他类型 

表 1 新加坡汉语课堂活动类型 
 

依据表 1 中的划分方法，作者对八节汉语课进行了切分，共得到 109 个课堂语篇（小

学 52 个，中学 57 个），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所涉及语篇的长短不一，字数从 205 

到 373 不等，通常由 7 到 15 个回合的师生对话构成。 

 

2.2、 研究方法：教师话语的三维双阶分析模式 

 

    以语篇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语言教学研究中应用得相当广泛。但是已有的针

对语言教学的语篇分析往往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1）分析的角度过于单一； 2）

分析的对象不够具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个针对课堂教学实际情况的

三维双阶语篇分析模式。 

    首先，任何一个课堂语篇都会围绕特定的内容展开，可以称之为语篇范围。通过

对语篇范围的描述和界定，我们可以判断一个语篇是否围绕特定的主题展开。具体到

本研究中，语篇范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特定汉语课堂语篇是否涉及文化主题。但是仅

仅确定整个语篇的话语范围是不够的，有必要在语篇更微观的层面进行细致分析。本

文认为这种分析应该以语篇的基本构成单位，即小句为目标。一方面要确定每一个小

句的主题，另一方面确定小句中新旧信息的出现顺序。具体分析如例（1）所示： 

 

（1） 这些舞狮是什么颜色的？ 

旧信息        新信息（主题） 

 

通过对小句（1）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该句的主题是关于“颜色”的。同时也可以看

到“舞狮”作为句子的旧信息出现，为小句的主题提供了文化背景。如果我们将大量

小句分析的结果进行统计，就可以判断整个语篇在多大程度上同文化内容相关，以及

该语篇中进行了怎样的文化背景处理。  

    课堂语篇由师生对话构成，自然涉及到师生之间的互动，本文称之为语篇基调。

师生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中语言要素的选择可以反映出一种语言特有的交际文化是

否得到体现。就教师话语而言，有两方面的选择特别重要。首先是小句中语气的选择，

包括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个主要类型。其次是小句中情态动词的选择，比如

“应该”、“可能”、“也许”等等。如例（2）所示： 

 

（2） 他们可能是另外的颜色，对不对？ 

    情态动词          疑问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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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华文化强调交际中礼让和谦和。了解汉语课堂语篇中语气的选择倾向和情态词

出现的多寡，有助于判断传统交际文化是否在新加坡汉语课堂得以体现。 

    除了课堂语篇的范围和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其语篇模式，即小句层面过程类型

的选择和小句的语体色彩。过程类型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小句

中的核心动词的及物性特征。汉语中的过程可以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

存在过程、言语过程和行为过程六类(Yang 2007)。比如例句（3）和（4）分别是物质

过程和关系过程。 

 

（3）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物质过程） 

（4） 我们华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关系过程） 

 

    不同类型的语篇中占优势的过程类型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明性语篇中的关系过程

总量会比较多，而描述性语篇中的物质过程会更占优势。统计分析汉语课堂语篇中各

类过程类型的数量分布可以揭示汉语教师的教学特征，进而了解传统教学方式对新加

坡汉语教学的影响。基于同样目的，语篇中小句的语体色彩，主要是书面语和口语的

选择，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综合以上讨论，本文所使用的三维双阶语篇分析法和其

解释的文化特征概括如下： 

 

分析项目 高阶内容 低阶内容 文化体现 

话语范围 课堂活动中的主体内容 小句中的主题 文化内容选择 

小句中的新旧信息 文化背景处理 

话语基调 课堂活动中的师生互动 小句中的语气选择 交际文化传承 

小句中的情态选择 交际文化传承 

话语模式 课堂活动中的语言选择 小句过程类型的选择 教学文化影响 

小句语体的选择 教学文化影响 

表2 三维双阶语篇分析模式 

 

 

3、新加坡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主题和文化背景 

 

依据表 2 中的分析模式，作者首先对 109 个课堂语篇中所有小句的主题和新旧信

息进行了标注。统计结果表明主题属于文化内容的小句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如表 3 所

示： 

 

 语篇数量 小句数量 文化主题小句  比例 

小学课堂语篇 52 416 45 10.8% 

中学课堂语篇 57 425 93 21.9% 

表 3 小句中的文化主题 

 

    但是，所有语篇中将文化内容作为旧信息的小句数量就要大得多。其中，小学部

分达到了总量的 25.3%，中学部分 39.1%。对课堂录音资料的分析也表明，新加坡的汉

语教师实际上很少单独讲解文化内容，更普遍的做法是将有关内容同具体的词、句讲

解相结合。比如课本中出现当地小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亲属称谓时，多数教师只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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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词汇进行讲解，不会带入更多相关内容。讲解到“节日”一词时，教师一般都会

先提到一些最为学生所熟知的传统节日，作为进一步讲解的背景知识。当有程度较好

的学生提到“端午节”、“清明节”这类词语时，教师才会给与进一步的讲解。同时，

大部分教师对文化内容的讲解表现得相当克制。某位教师在教授“过生日”一课时，

顺口提到了“孝顺”。当她意识到学生还无法准确理解该词的含义时，就告诉学生以

后还会学到，然后迅速回到预设的教学内容。这些都表明，汉语教师并没有将讲解文

化内容作为教学的主体内容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接近总量三分之一的汉语课堂

语篇中教师话语是以文化内容为背景展开的。比如一位教师问学生： 

 

 （5）“春节”的“节”  怎么写？ 

            旧信息           新信息 

 

    教师要讲解的显然是“节”的写法，但是她将“春节”作为旧信息以便带出“节”

字。这一讲解就是以文化内容为背景展开的。如果学生对“春节”毫无印象，该讲解

注定会失败。重要的是这类具文化背景的讲解在有关语篇中频繁出现，而且集中在语

言知识讲解和汉字识读两类课堂活动中。由此可见，文化知识在新加坡的汉语课堂上

还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不再成为教学的主体内容。 

 

4、新加坡汉语教学中的交际文化 

 

    中华文化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中庸》也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华文化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

视对汉语教学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按表2所列的分析模式首先对教师话语中的

语气选择标注，统计数据如表格4所示： 

 

语气类型 小句数量 所占比例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陈述 124 152 29.8% 35.8% 

疑问 198 181 47.6% 42.6% 

祈使 59 62 14.2% 14.6% 

感叹 35 30 8.4% 7.1% 

表4 教师话语中的语气选择 

 

    从表格4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汉语教师的课堂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疑问语气。

陈述语气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祈使和感叹语气出现的比例就要低得多。分析结果

也表明，汉语教师在进行课堂表达时往往刻意的选择疑问语气。比如很多在日常生活

中通常以陈述语气表达的意思都被转换为疑问语气，如例（6）所示： 

 

（6）这个字曾经出现过，对不对？ 

 

    教师在提出该问题时，其实非常确定提到的字在同一篇课文中是出现过的。但是

使用疑问句后，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也给学生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从文化角度

讲，疑问句使用所引发的师生问答可以改善实际交流环境，舒缓课堂压力。从这一点

看，汉语教师有意或无意地选择疑问句式实际上起到了增加交流，调节师生关系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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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果说语气的选择还是汉语教师话语中比较大的特征，那么情态动词的选择则更

能反映出教师在进行课堂互动时的微观特征。本文对109个课堂语篇中出现的所有情态

动词和副词进行了标注，并依据其不同功能进行了分类，数据如表格5所示： 

 

功能 分类举例 数量 比例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可能 情态动词（可能、会、

该等等） 

情态副词（一定、肯

定、必定等等） 

 

89 

 

 

117 

 

34.5% 

 

51.7% 

频率 情态副词（一直、经

常、有时等等） 

57 

 

39 22.1% 17.2% 

意愿 情态动词（要、想、愿

意、肯等等） 

情态副词（一定 、偏、

非等等） 

 

 

68 

 

46 

 

 

26.4% 

 

20.3% 

必要 情态动词（必须、该、

可以、应该等等） 

 

45 

 

 

25 

 

 

17.4% 

 

11% 

总计  258 227   

表5 教师话语中的情态选择 

 

表格5中的数据首先说明，新加坡汉语教师使用最多的情态动词和副词同可能性和意愿

性表达相关，其中可能性表达所占的比重更高。其次，我们还注意到表达必要性的情

态动词的使用频率是最低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特征在小学部分的语篇中表现得更

为明显。 

    课堂语篇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的重点，有关课堂上师生对话的分析相当细致全面 

（McHoul 1978, Hustler and Payne 1982）。有关研究发现，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师是知识的提供者，掌握对话的主动权。这些特点都决定了教

师话语中的必要性陈述，即向学生发出指令的表达出现的频率会比其它情态表达更高。

但表格5中的数据却表明，新加坡汉语教师话语中关于必要性的表达反而是最低的。对

相关课堂语篇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很多带有必要性的表达被汉语教师刻意地调整为可

能性或意愿性表达，如例子（7）和（8）所示： 

  

 （7） 同学们可能在十分钟内完成这个练习。 

 （8） 大家愿不愿意来做一个小测试？ 

 

    在课堂教学的大环境下，例子（7）和（8）的表达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完成练习和

测试，并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这类表达在汉语课堂上经常被教师弱化为意愿性和可

能性陈述，命令的意味大大降低。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同中华文化中处理人际交

往时的委婉特征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多数强制性表达不以命令的形式出现。目前尚

无研究证明中国的语文教师话语具备这一委婉特征，但是本研究表明这一特征对新加

坡汉语教师的课堂表达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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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加坡汉语课堂上的教学传统 

 

    本文对新加坡教师话语分析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话语模式，包括小句过程类型和语

体特征两个方面。对相关语篇的分析表明汉语教师话语的书面语特征非常明显。书面

语和口语可以通过计算语篇中的词汇密度加以区分。Stubbs (1986) 将词汇密度定义

为实义词数量与总词数之比。由于缺乏针对新加坡华语的词汇密度的研究，作者任意

选取了一千字的书面语和口语材料进行了计算，作为本研究的参考数据。针对课堂语

篇中教师话语的词汇密度计算表明，其数值更接近书面语，如表格6所示： 

 

语篇类型 华文书面语 华文口语 中学语篇 小学语篇 

词汇密度 61.7% 47.2% 59.2% 58.4% 

表6 教师话语中的词汇密度 

 

    如表格6中的数据所示，新加坡汉语教师话语中的词汇密度接近于当地使用的华文

书面语，距口语的距离则较远。 这一特征同新加坡汉语教学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都

有关系。就教材而言，当地汉语教材是比较典型的选文式阅读教材，比较适合书面语

教学和读写技能的训练。教师的教学方法也比较倾向于阅读和写作，对听说的训练则

相对较少（杨延宁 2011）。这些都表明，传统的源于中国的语文教学对新加坡的汉语

教学影响非常大。教师话语的书面语特征其实也是传统教学文化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小句过程类型的统计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教学传统对教师话语的影响。本研究

对有关语篇的标注和分析表明，在汉语教师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关系过程和物质过

程，分别达到了总量的37.5%和25.1%，两项相加更是超过了总量的六成。教师话语中

最频繁出现的句式是“A是B”和“A+及物动词+B”。这其实和传统教学法中重词语解

释和实物描述的特征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新加坡的汉语教学有很强的文化特性，但是该特性更多地以

隐性的方式存在。汉语教师已经不再把文化内容作为教学的独立内容，而是将其融入

到具体的词汇、句式讲解中。与此类似，汉语教师不会将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处理

作为教学内容，但是却在教学过程中身体力行。身教胜于言教，修读汉语课的学生一

定会深受影响，形成同样的表达习惯。至于教师话语的书面语特征和重解释的特性同

传统教学法有密切关系。简言之，新加坡的汉语教师不但将文化作为教学的背景知识，

还在教学中传承了交际文化和传统教学法。 

 

 

6、文化特征隐性存在的成因 

 

    前文表明，新加坡汉语教师话语中的文化特征以隐性方式存在。我们自然要问，

这一存在方式由何而起？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新加坡汉语教学中传统教学理念和最

新教学方法的并存。 

    新加坡的汉语教学传承有序，很多教学理念，百多年来一脉相承。其强大的影响

力延伸到教学的每一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制约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在教师话语中自然

有所反映。比如教师话语分析所揭示的传统教学文化的延续实际上就是长期存在的教

学理念的一种体现。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八节汉语课中，可以观察到很多实际上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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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私塾教育的传统教学法。其中包括：1）学生随教师有感情朗读课文；2）读出汉字

笔画并用手指隔空比划汉字的书写顺序；3）教师按字词在课文中的出现顺序逐个解释，

较少顾及字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学生的先备知识；4）反复背诵课文（李国钧，王炳照， 

2000）。这些传统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以教师为中心，机械重复，不注重实际教学效果

的检验。但这并不妨碍其在课堂上的存在，传统教学理念的强大影响力可见一斑。本

研究所揭示的教师话语中的交际文化特征同传统教学理念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传统语文教学一直都将教书育人合二为一，汉语教师从来都是身兼二职。时至今日，

新加坡的汉语教师还要教授一门叫做“公民道德”的课程。这种教书育人的理念使得

汉语教师非常重视自己和学生的言行举止。比如，当地的小学生在上汉语课前要向老

师鞠躬问好，这在其他科目的课堂上是看不到的。由此可见，汉语教师对传统交际文

化的传承同样是传统教学理念的体现。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当地汉语教师在国立教育

学院接受培训时就已经开始接触最新的教学理念。工作期间，也常常会受教育部委派

到世界各国参观学习，了解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同时，新加坡教育管理当局深

感汉语教学任重道远，一直刻意推广最新的教学方法，以求事半功倍。其结果是，当

地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不遗余力地使用最新教学方法。近二十年在语言教学领域风行的

直接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差异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等，在八节汉语课中都有所体

现。 

    在这种情况下，身兼双重使命的新加坡汉语教师常常要左右兼顾。由于教育部的

极力提倡，我们在汉语课上观察到大量最新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的教学

手段依旧大行其道。原因在于它们极具针对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教师要兼顾两方面的需要，必然造成课堂节奏加快，课堂活动延

续时间变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观察到，当地汉语教师将文化知识有节制地同

具体教学内容相结合。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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