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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book publication has a distinct social and contemporary nature. Under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go out’,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 publication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dapt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enrich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arget to nurture a global awareness in 
the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cept, orientation and cont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exploratory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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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

下，大学英语教材应该主动适应国家战略，丰富自身文化内涵，以培养学贯中西、能有效进

行跨文化沟通的优秀国际化人才为目标。本文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分析了大学英语

教材在出版理念、导向和内容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探索性对策。

1．引言

一直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及教育政策变化密切相关，大学外语教

材的编写出版也受到本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而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改

革开放以来，在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战略影响下，我国已经成功融入国际社会，从当初

迎接全球化挑战到如今开始引领世界潮流。在这一阶段，大学外语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随

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中外交流层次的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扩大对外

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5年，我

国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从“文化走

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可以看出，深层次的国际交流融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关键

思想。而实现国与国之间深层次交流，做到民心相通，则需要大学外语教育培养出集语言技

能和文化素养为一体的国际化人才，将中国的优秀文化继承并发扬出去。由于英语是国际通

用性语言，也是我国学习人数最多的一门外语，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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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成功与否对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有着关键性影响。英语教材是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的重要材料和手段,也是学生语言能力提高和文化知识建构的基本材料和重要依托。因此，“文

化走出去”战略的思想内涵能否在大学英语教材上得到准确理解与体现，直接影响着学生的

跨文化沟通能力和中外文化素养的培养。这种现实要求对于传统上以语言为导向的大学英语

教材的编写出版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挑战。本文立足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分析

当前大学英语教材在出版理念、出版导向和内容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

略。

2．从“文化走出去”战略看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的现状 

2.1  “工具化”出版理念使得教材出版重“语言”而轻“文化” 

在我国，大学英语一直被定义为基础英语，是一门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的通用性课程。

其教学重点往往在于语言教学本身，主要针对词汇、语法、句法等语言知识的讲解，并以培

养大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这种工具性和实用性取向直接影响

了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理念，教材出版也秉承着重语言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宗旨，服务于语言教

学。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本应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实际教学中失衡，

教材在实质上沦为了语言技能和知识获取的操练工具。以《新视野读写教程》为例，虽然已

经过多次改版，然而教材各单元的教学活动设计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仍然延续着单词

列表、课文阅读及配套练习的编排模式。教师和学生在教材的指引下也往往重复着单词讲解、

课文分析、做练习对答案等语言技巧训练，教材的文化内容多为补充和注释性的，文字简单，

浮于表面，未能将人文精神彻底渗透，贯穿教材始终，因而师生很容易忽视其中的文化教育

部分。

2.2  缺乏明确导向使得教材的中国文化内容编排零散，缺乏系统性 

教学大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教学的“指挥棒, 教材的编写、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

选择、教学计划的制定等无一不受其制定的教学目标所制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指引的《大

学英语教学指南》已经开始考虑并逐步加强对文化知识素养及价值观教育的引导。如2007版
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已经提到“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

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1]。2014年《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进一步将跨文化交际的要求单独

列为一节，并明确指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帮助学生了解中外的不同的

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等差异”[2]。从教学大纲的上述变化可以看出，对文化教学的要求已发

生根本性转变,将单向输入式的“国际文化知识”修改为双向交流式的“中外价值观，世界观和思

维方式”，强调了在英语教学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性任务。 
但进一步分析都会发现,这些要求仍显得较为宽泛,没有在教学方法、内容、任务等方面进

行详细描述，更没有明确指出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如何合理增加中国文化的比重。缺乏具体明

确的指导原则和实施方法对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编写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更不用说

相关的约束和评价机制的缺失了。因此尽管某些英语教材为了靠近教学大纲指令而增加了中

国文化内容，然而内容的组织编排往往缺乏系统性，大多呈零散分布，且多以辅助英语教学

为目的；中国文化的选材也多以说明性和介绍性为主，涉及思想层面的文化材料，如价值观、

伦理道德、思维模式等十分稀少。而且，在中国文化内容方面，当前已经有些大学英语教材

在编纂时有所考量，但其内容往往千篇一律，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容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及

其价值观为主，甚至关注点还停留在“四大发明”与孔子等基本的历史要素上，对于当代中国

社会进步的时代性特点完全没有涉及，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策略的理解

不深。

此外，辅助教学的材料如相关的有声资料、视频资料，权威的参考资料都没有得到足够

重视，缺乏立体化，数字化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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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文化交际的误读导致教材文化内容配置失衡 

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双向交流，兼具有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的双向

过程。这就要求学习者除了要对外国文化有所了解，还要能用目的语正确地表达本国文化。

然而，目前已出版的各类英语教材普遍存在西方文化为主，中国文化边缘化的现象。具体表

现为，大学英语教材在编写时，为了保持语言输入的纯正性，在选材上大都选取西方文化的

语言材料，而有关中国题材（特别是文化题材）的文章并不多见，有些教材甚至因此标榜自

己的“原汁原味”。可见，中西方文化内容配置不当是大学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失衡问题的一

个重要体现。

其次，纵观英语教材中的西方文化内容选材，绝大部分选自英美作家作品或与英美文化

有关的语言材料。英美文化内容十分强势，而对于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其国别文化内容与中国本国文化内容面临的情况类似，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种相对单一

的选材方式实际上强化了以英美为主的西方文化的认同，而弱化了对整体英语文化的认知。

毕竟，“文化走出去”的对象并非仅限于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西方文化本身内容配置不当

是大学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失衡问题的又一个重要体现。

这两方面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学生在使用英语谈论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文化时可

以侃侃而谈，而在介绍其他英语国家文化，以及中国本国文化时，显得捉襟见肘，乏善可陈。

显然，这样的教材使用效果十分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民族大计。

3．“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策略 

基于以上当前大学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从导向、内容、形式三个方面对大学英

语教材的出版提出策略。

3.1要主动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弘扬中国文化 

“教材话语与社会政治因素、文化构建与传播的关系密切”[3]。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引

进来”为主的发展策略中，大学英语教材很好地服务于以传授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为目标的

大学英语通用教育，在短短几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满足通用性沟通和交流的人才。然而，随着

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当前的出版教材已不能满足“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国家外语能

力建设和大学英语教育的转变。作为大学生语言能力提高和文化知识建构的主要学习资源，

大学英语教材的出版应该主动适应中国走向世界的外语战略导向，审时度势，调整出版策略，

修改教材内容，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局。2014年新指南的出版，终于使得教材调

整在指导方针上有据可循。新指南不仅提出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还特别提出要帮助学生了

解中外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等差异。新版指南的最大变化就体现在“中外”二

字上，即要求学生不仅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观念，更要了解母语文化，在差异中学习和思考不

同文化价值。这就要求大学英语教材在设计编纂上，一方面以学生外语学习需求为基础，合

理选配英语国家的文化素材，另一方面编撰有关中国文化的权威英语材料，两者进行合理搭

配。同时，在内容设置上要侧重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体现差异性，以便帮助学生从批判性的

视角来学习理解中外文化不同的内容、思想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者

要仔细研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涵。我们今天要“走出去”的中国文化远不止几千年前的灿

烂文化。在科技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的21世纪当代中国，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

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完整内涵不仅

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还应当涵盖“当代中国的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因此，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大学英语教材，

应该与时俱进，恰当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时代性和新颖性，使中国文化内容在大学英语教材中

呈现完整的文化体系，做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传承，中国当代的全新文化面貌也要展现。

只有由内到外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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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合理配置多元文化比例切忌厚此薄彼 

一直以来，英语教学者和学习者乃至英语教材都将英语文化定义为英美国家文化。其实，

英语文化不仅仅包含着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根据Kachru的研究，英语按其分布还

可分为“内圈英语国家”和“外圈英语国家”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前者如：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主要为英联邦国家，后者包括新加坡、印度、牙买加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3]。“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象也不仅限于英美国家，也包含了“一带一路”沿途很多以英语

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此，大学英语教材里面外国文化内容的选材应适当扩大，将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英语内圈文化和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外圈文化内容都适当选取编入教

材，与中国文化内容一起，向学生展示一个“饱满的”文化王国，扩大中国学生对英语国家文

化的认知范围，拓展其文化视阈，真正实现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促进

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

3.3要加强数字化配套建设，形成全面完善教材体系 

从广义来讲，教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的教科书，还包括学生在学习中可能用到的各类学

习材料和教学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教材出版形式早已不局限于纸质

教材了。以“课件、网络课程、网络视听材料、音像制品以及教学资源库、试题库和练习题库”
等各种形式出版的数字化教材应运而生。但由于目前中国文化内容在英文教材中的设置比例

较少，形式表现更为单一，数字化教材的配套建设也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5]。殊知，在教材中

增加中国文化内容并不简单意味着增加几篇相应的文章或练习，而是需要大量的数字化资源

与之相配套。因此，在未来的大学英语教材出版中要格外注重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建设。在

建设数字教材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数字化内容的建设要涵盖多元文化，

在纸质教材无法呈现的内容可以数字化资源的形式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有益补充。多模态、

可视化、智能化、便捷化、碎片化的数字资源也更符合成长在数字年代大学生的需求。与英

语文化数字资源不同，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的英文材料较少，且以纸质材料为主，制作精美

的音频视频资源远不如英语文化的呈现形式丰富，制作精美。以往情况下，教师会自发在网

络上搜罗相关的视频、音频资料作为教学补充材料，但是，相关的材料不易获得，即使找到

内容也往往不尽人意，缺乏权威性。大学英语教材在出版时，应集合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专

家一同开发数字化资源，提高中国文化的资源的权威的和准确性。

4．结束语 

大学英语教材在出版时，应集合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专家一同开发数字化资源，提高中

国文化的资源的权威的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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