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核心竞争力1
Richard Hudson
我这半辈子都在教语言学，而这些时间我认为花得值，尽管我知道只有很少的学生能成
为（任何意义上的）语言学家。这是因为我相信，在我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们有机会获得许
多重要的“受用终生的能力”2。所以，即使他们记不得关于形容词的三次测验或者是“双
言制”的精确定义，这些技能也会使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简而言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
认为语言学是一个很好的专业，而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就尝试着列出了我这么认为的原
因。不过，首先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也很有可能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学习语言学，最后却一无
所得。
1. 语言学中有关生活技能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观点
a. 无论就专业领域还是相关方面而言，一个语言学的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学会任何技能。
我们都知道，有的学生并未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攒够了一个学士学位所需的
学分而已。
b. 任何技能的成功传授既依靠认知也靠情感。学生们既要有兴趣，又要有信心。一个了无
兴趣或者焦躁不堪的学生也许会勉强地学会一些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决心和信心的话，
则很难学到受用一生的技能。同样，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可以从学生对我们教学的不同
反应来对此进行阐述。
c. 一些技能的传授（如团队合作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教学方法而非课程内容。本质上，语
言学并不比其他任何学科更易于培养这种能力。以团队合作为例，我从个人的经历得知，教
授团队合作需要特殊的教学技巧，而这种技巧并不是语言学家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就
自然明白的。
d. 我认为，任何技能如果是可感知的，则更容易掌握，并且如果学习者对这些技能有意识
的话，也更容易融会贯通。这点适用于生活技能，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更熟悉的专业技能，比
如拼写或者说一种外国语。我知道这个观点会引起争议，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它就十分重
要。下面的一段话支持了这个观点，这段话来自诺丁汉的发展和评估终生学习中心的网站3。
“对于一系列技能的融会贯通来说，其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前提是个人对他们的意识。例如，
如果知道在某一方面该如何做报告，则有助于他在另一领域也能成功地做报告。如果能意识
到小团体的运作规律，以及具有参与一个团体的经验，则也有助于其它的团体活动。把能力
深埋在活动中，而非明显地认识到它，会降低其可迁移性。并且，关键的能力也可以在一堂
课中的不同活动间一以贯之。这取决于学生（和导师）对这种能力的认识程度，以及是否可
以深入地思考并且明确地提出来。”
换种说法，如果我们认为生活技能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明确地传授这些技能，而不是
让学生们自己去从经验中总结；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且能够
把它们讲出来。对语言学家而言，这可能要比其他许多专家来得容易些，因为我们一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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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是把隐含的知识显式化；但是我们也知道对暗含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详细的研究有多
难，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好把同样的精力用于生活技能中，并将其作为我们教学的基础。
把这些注意事项牢记心间吧，下面就是我认为语言学有利于思维的一些原因；实际上，
我甚至应该声称它对“精神”有好处，如果我们能用这个模糊的术语来表示人类大脑中有关
情感的和伦理上的那部分内容的话。
2. 语言学教学的一些要素和相关的生活技能
我要区分语言学本科学习阶段的三种学习经验：
一些特定种类系统的应用 —— 最明显的例子是，使用诸如国际音标，音素（和音位变
体或者其它任何什么），词素（等等）特定词汇类别或者一些语法框架来进行语音学、
音位学、形态学或句法的分析；
在普遍性的各个层级上，理解“语言是如何工作的”，小到英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大到
交际是如何工作的或语言是如何变化的；
通过我们学到的关于语言的知识，自省“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如：我们如何学习、储
存和运用语言，我们的思维如何被我们的语言所影响等（下面有更多例子）。
2.1 应用
语言学有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系统”，要我们教学生们去应用他们。相比构成任何自然
科学的类别系统，学会应用这些系统中的一个，本身而言就已经是一种复杂的分类训练了。
比如说，化学，总是有一个正确答案（或者至少少数的正确答案），所以我们能够评判学生
作业的对错，这么做的同时，我们向学生传递了我们对真理的敬畏（即使我们所说的只是一
种系统内的相对真实）。下面就是我们教授的一些系统：
a. 严谨丰富的“完整”分析系统，
（或多或少）较完整地覆盖了某些经验领域。例如，国际音
标实质上给每一个辅音和元音都赋予了一个符号，所以一个掌握了国际音标的学生，能够记
录下任何的语音材料。同样，我们也有几乎能够覆盖任何句子中的任何结构的语法分析系统。
事实上，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字母书写系统就是这类分析的开始。这些完整的系统涵盖了“一
切”，这对任何学科而言都很有用，而且难以在自然科学以外找到与之匹敌的对手。
b. 其他人类行为“特殊”方面的严谨分类，学生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来举出例子。
例如，与发音有关的练习可以让学生们收集发音错误的例子；在语用学中，他们可以找到交
际失败或者隐喻的例子；在社会语言学中，他们发现称谓语或者与性别有关的语言变异。再
次，分类是严谨的，而不是一种大致的尝试。当然，边界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并不能
破坏以上所说的，他们仅仅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
c. 理论框架，这里我是指一般的范畴系统，如我们所教的音位学（音素，音位变体，特征
等），形态学（词素，屈折变化，词形变化表等）和句法（词类，短语，语法功能等）。这些
是描写语言系统的框架，所以学生们一般在“数据—问题”的练习中学会应用他们；例如，
我们给出某种语言的词表，然后请他们来从中提炼出隐于其中的规则和格式。
d. 研究方法 —— 制定计划，寻找新数据和分析并得出结论的方法。在大部分语言学的学
士课程中，毕业论文是该培养计划的重中之重。在毕业论文中，学生开始像一位独立工作的
语言学家来展开研究，他们结合一系列技能并将之应用到他们自己选择的数据中。许多学生，
不仅仅只是那些高才生，会发现这是一段真正令人在智力上兴奋不已的时光 ——这很可能
是他们一生之中的第一次经历。如果可以测量人生技能的增长幅度的话，我敢肯定人们会在
这段时间达到峰值。
然而，这一系列智力活动是如何与特殊的生活技能相联系的呢？先声明这里提到的所有
的能力都只是可能获得的，而不是必然获得的。如下为一些可想到的技能，这些技能是学生

2

们可以通过应用上述系统来获得的：
注重精确。学生们可以犯错误，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可能完全正确，这是一个对任何学生
来说都是一段非常令人不错的经历，但是这只属于那些不仅考虑到细节，还考虑到整体
的学生。
学会新系统的信心。如果你能学会一个复杂的系统，比如某个当代的句法理论，你就有
可能在以后学会任何其他系统，如，公司的房产规章或财产转让的法律条文。
探索人类行为的能力。语言（包括言语）是一种人类行为，所以语言学是人类行为研究
的一部分。如果你能以语言学为基础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研究，那么随后你
也可以在其它人类行为领域做同样的工作，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生活技能。善于思考的
办公室经理或者军队司令能建立团队并取得成绩；乐于思考的上班族可以自如应对日常
生活的压力；勤于思考的父母也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注意形式。这是一项特殊的语言学技能，语言形式在生活中是重要的，也可说是非常重
要。也许语言学家对于形式过于重视 – 如“有趣的”发音，语法结构或其它任何东西 ，
但是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却是太不重视了。这种不重视是有问题的，因为大部分职业
都包括文书写作的内容，而大部分文书都需要在形式上给与重视，比如专业的编辑和校
对者。
（在 IT 行业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计算机是无情的；在键盘上注重形式是必需的。
）
我们的学生应该介于这两种极端思想间的某个位置上，当需要时会注意语言形式，在其
它时候又不会吹毛求疵。
语言和交际的元语言。这是本学科特有的，但也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每个人都需要
有能力来讨论交际的信息，如同他们需要能够对常见疾病略知一二一样。原因很简单，
这个系统会出问题。只要能保持正常的功效，我们就可以（也许应该）不管它；但是一
旦它出了问题，就需要有人做些什么。有关谁、什么和如何的问题需要思考和讨论，而
讨论需要元语言。事实上，即使我们只是思考这些问题，也很可能需要元语言。交际常
常在工作中和家里出现问题，在这些情况下，运用元语言会很有帮助，例如指出并解释
歧义。甚至还有专门为了提高人们交际技巧的职业，这显然预示着元语言的存在；（第
一或第二）语言教学教师和言语障碍治疗师的情况显然就属于此类。
普通交际技巧。语言学能使学生更好地交际，想起这一点就很惬意。并且根据我以上所
说的对形式的注意和元语言的好处，这一点很可能就是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清楚地知
道这两种技巧只占一个复杂系统里的一小部分，其中，某一方面的优势很容易被另一方
面的弱势所抵消。如果研究语言学在本质上会使人们成为更好的交际者，那么语言学家
应该都是超级交际家；但是我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提及此事，我们花了太多时间
阅读晦涩的文章和倾听枯燥无味的会议演说，这些学术生涯的愚蠢传统转移了我们对语
言学的本质看法。我个人仍然认为下面的说法是比较公平的，即语言学家很善于交际，
而且在语言学上的较高功力是好的交际技能的一种保证。
2.2 理解
我上面描述的任何重要系统都依赖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网把所有单个的类别
集中在一起。我们都用了很多年来理解这些内在的关联，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经历深入人
心，并且在情感上得到了回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语言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缘由。
这种对系统本质的理解为所有细节都赋予了（不同的情况下的）
“意义”，而这种意义便是我
们打算与学生们所分享的。许多学生在发现这块新的智力世界正等待他们去探索的时候，激
情被点燃了，而这种激情也激励着研究者和教师们继续前进。
这里，我要区分“理解”的两种概念，而它们就是我们可以教给学生们的：
a. 对复杂分析系统的理解，在这里学生们逐渐地理解这种特殊的复杂概念是如何组装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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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以及它与所模拟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同，正在运转中的智力过程这个系统，是
语音学分析的位置-方式-声音框架系统，还是更加复杂的句法理论的体系结构。在这两种情
况下，我们都尝试解释每一个我们所介绍的新的分类或者概念，而学生们的任务就是在他们
的头脑中建立新的概念系统。最好的学生会或多或少地利用他们已有的全部知识来整合新的
系统，进而得到真正深入的理解，而不太好的学生则会分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其理解也就比
较浅显。同样地，最好的学生不仅能理解显式的，也能理解隐含的东西，而差一点的学生至
多不过理解一些词的模式，即显式的而非隐含的东西。对于讲演者而言，学生们最好的评价
在于谁诠释得清楚。相比其他任何一切标准（包括幽默）而言，学生们很明显地更加看重理
解。
b. 对基本逻辑关系的理解是所有这类复杂系统的基础。最重要的关系集合包括分类，在这
里学生们学会区分子类，并且学会处理音位学和句法学的特征结构；但是他们也处理（短语
结构，词法和音位结构学中）部分与整体的层级体系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最明显的是
诸如主语和谓语的语法功能）。也许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教学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运用图
表来显示这些关系的方法，如短语结构树、属性值矩阵、系统网络或者其他任何关系。要做
出一个这样的图示系统都需要首先清楚地界定显示各种关系的方法，毫无疑问，这会促使人
们对关系类别有更深的理解。与此相反，深受人文学科所喜爱的“脑图”却把所有关系混在
一起，这样不利于进行清晰地思考。
这种理解是如何在特殊生活技能方面实现的呢？技能的列表特别长，尽管有些与前述在
某种程度上有所重复：
对困难问题的深入思考。深入思考并不简单，并且我们都知道苦苦思索一个对于我们来
说基本上有点困难的概念时的感受。它确实令我们头痛，而且还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当
努力有了结果，所得到的快乐也是巨大的。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大脑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
的密切相关的关系集合的时刻，并且显然这是学习成功的信号。正如医学上的一些治疗
一样，如果它不疼，它就不会起效果；那些顺利通过课程，毫不费力地学会每件事的学
生，在思维转换方面，也许会比那些用功思考每一个概念的学生学到的要少。在这个过
程中，努力的学生会学会一些有益于未来学习的策略，这是一种值得一生拥有的技能。
尝试理解新系统的信心。这是第一种技能的推演。如果你可以理解乔姆斯基的最新理论
（或者其他任何理论），那么你可以处理这个世界塞给你的任何东西。这是我们为了（时
常听到的）“终生学习”所作的最好准备。终身学习的最大障碍就是害怕失败，所以任
何能够提升信心的东西都是有益的。任何带着解决新难题的自信与决心走出大学的人，
是真正学到了这项重要的生活技能。
尊重事实。这项技能也曾出现在第一个列表中，所以它在语言学中尤为重要。我们不仅
仅是在应用一个特定的分析系统时，才尊重事实，而是在建立系统时也把尊重事实放在
第一位。这就是“理解”的含义，它意味着我们要懂得为什么系统会是这个样子，为什
么最初的假设加上事实就（差不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系统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系统。
尽管我们只教了一个系统，并忽略了其它系统，我们都会为之提供证据，即使只是因为
这就是系统（即理论）在语言研究中逐步形成的方式。不同于许多人文学科，语言学是
深层次的经验主义，所以任何理论必须用相关事实来证实。更进一步，后现代的相对论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我们将其他理论当作事实来认真对待。我们教
一个理论时，是持坚定信抑还是怀疑态度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因为，学生们都会看到
我们认为事实高于一切，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生活技能，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感到它在某些
重要的地方（比如政府政策）非常缺乏。
批判地评价各种解释的能力。这是对前一技能的拓展，尤其是对事实而言。如果符合事
实，那就值得评价，并且应适当地评价。新生有时候会认为评价与在酒吧里辩论一样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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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原因在于……”是压倒一切的论断。我们专业人士看法不同，并且我们中的大多
数都知道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辩论或者压倒一切的论断。事实是存在的，但是通常都是
明显的，而且也许会包括一长串的论据。学生们如果可以用多于两条的联系来构建事实
间的关系网，那么也就学会了另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
尊重其他系统。在语言学的一些领域里，学生们会发现他们异常迅速4地站到研究的前
沿，并在那里展开争论。所有领域都有一些理论上的争辩，这不同于自然科学中没有争
议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绝对是以后工作的坚实基础。学生们迟早都会意识到理论上的
争论，并且，在良好的教学前提下，他们认识到这些争论是真实的，不能轻易地认为哪
一边是愚蠢的或者是权威的。即使老师很“忠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理论，他们可
以提出其他理论作为有趣和有价值的参考。此种情况在政治党派和宗教信条中也很明
显，但是生活中充满了具有竞争力的其它选择，如：如何抚养孩子，如何拯救世界，如
何变得快乐等。没有几个学科具有语言学的这种培养学生聪明地进行选择的能力。
构建复杂系统的能力。学生们学到的语言学的复杂系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不是上帝赐
予的。这就跟传统语法截然不同了，也跟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很不相同，所以对大多数学
生来说这是全新的经历。这为他们后来的生活作了最好的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会被要求
构建出他们自己的复杂系统。尽管极少数人会有机会提出一个抽象的智力系统，如一个
语言学理论，但许多人还是需要创造性地思考更具体系统的能力的，如一个组织或者 IT
系统的结构。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这不仅指我上面提到的用图表来表示逻
辑关系，而且如流程图之于过程一样，它对于系统有着同样的意义。
推测能力。坦白地说，某些语言学就是建立在推测基础上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今对
语言起源的争论，这也适应于大部分的因果理论（即关于什么引起什么的理论）。语言
为什么会变化？为什么存在普遍性？为什么女人说话和男人不一样？为什么不同的语
言会把世界分割得如此不同？这种问题大多有趣并且重要，而且谈论它们也很有意思，
因为它们触动了大脑里其他讨论接触不到的部分。但这些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撇开那
些结论性的事实不说，很不幸地我们缺少任何证据，事实上就与生活中其它许多重要的
问题一样。语言学的良好训练的优势在于，能够来清楚地区分推测和基于强有力的事实
之上思辨的能力。就像乔姆斯基提出的那样，区分神秘和问题。如果人们想要填补他们
对世界理解的空白的话，推测是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成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
无用的幻想。但把推测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的信念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这就是
语言学为你准备的另一种出色的生活技能。
2.3 自省
语言学作为学位课程的重大诱人之处还在于它最终是研究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自省。在
这个方面，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和人文学科十分接近，并且（像其它人文科学一样）它让我
们明白“自己”的许多不同方面，即我们整个自己，包括我们的感情和价值。语言学可以说
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但它也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这仅仅是一个基
本的事实，即语言学的学生会面对的各种问题。下面，我将区分五种“自己”：
认知的自己
社会的自己
情感的自己
民族的自己5
审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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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系里，第一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有点太快了。
民族的自己和审美的自己没有在讨论会中提出，但是在后来的思考中他们看来更应该被包括进来。
5

如果这些术语并不具备自我解释力，那么我希望他们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变得清晰起来。
关键在于，一门语言学课程会给学生提供这种机会来反省以上每一种自己（当然，在这过程
中，来区分彼此）。
a. 认知的自己。主流语言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在于语言是“心灵的窗户”
，这意味着我们通过
研究语言的组织可以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构成的，如，它的一般构架。这纯粹是认知心理
学的内容，即我们如何在语言中分类和联系的学问。不幸地，对大多数语言学学生而言，这
很难马上就产生兴趣，因为他们此前对认知体系结构知之甚少。又因为大部分语言学家都声
称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意味着它与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联系。然而，什么会使学生们兴
奋呢？是有关词义的研究，特别是语言相对性的思想。举个例子，当他们听说某种语言中并
没有“左-右”对比的词，而只是用指南针的点来表示这些概念的时候，甚至是对语言学最
不感兴趣的学生都会感到好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希望他们能学会反省他们自己的概念系
统，并且让它不那么理所当然。与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是大多数语言学家们重视的相对性，
因为它相对化的是民间思想，而不是科学事实。
b. 社会的自己。社会语言学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即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等，所以社会
语言学的课程也与这些有关。学生们不得不思索出他们自己内在的社会模型，还要把他们自
己放在合适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社会语言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社会关系。在我（作
为一名社会语言学教师）的经历中，学生们对诸如权力、团结和面子等概念很感兴趣。这些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是第一次给学生们一个客观的理论框架来思考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
会是如何运作的。
c. 情感的自己。我们在语言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是由情感控制的；例如，一本关于标准英
语和描写主义的指南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因为它对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提出了挑战。
有关“诅咒”的词汇以不同的方式撞击着我们情感上的自己，并提出关于我们处理强烈感情
的策略的有趣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词，而且我们为什么认为他们不合规矩？答
案可能纯粹是一种推测，但是思考我们自己的情感这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教育的一个重要部
分。
d. 民族的自己。现代语言学提出了异常多的民族问题，而学生们通常都喜欢参与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语言是有偏见的，至少在他们的词汇中，不欢迎相对贫困的社会团体，并且性别歧
视是本科毕业论文中最受欢迎的题目。同样地，我们知道，也这么教，就是一些社会团体由
于他们的语言资源，或者是由于缺少一些更“强势”的语言，而严重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
说非标准英语变体的人必须在学校学习标准英语，而说标准英语的人不需要学习非标准的方
言，这是多么地不公平啊。最近，我们思考了很多濒危语言的民族问题。这甚至证实了语言
所显现出的合作与和谐的愿望有多么重要，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自我的兴趣与整个团体的兴
趣相同。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对特殊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欣赏他们的复杂性，甚至在事实
面前改变他们的看法；这一方面的练习，很可能比他们在特定问题上采取的任何立场要更加
重要。反省民族的自我必然可为日常生活中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做好有益的准备。
e. 审美的自己。这种反省很可能在语言学的课程中比其他类型的要少见，但它仍占有一席
之地。最明显就是它是文学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理解什么使得文章更“优美”，
是什么语言特征能够区分一篇精美的，还是普通的文章呢？语用学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比
喻’起什么作用？‘幽默’如何表现？），甚至在心理语言学中（为什么一些句子比另一些
好懂？）。也许我们忽略语言美学方面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集体的忽视，但是即使我们不能
给出满意的答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相关问题。最终，我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究看作
是一个美学问题，在这其中我们努力寻求语言现象的“完美”解释。
再次，我们可以问这些自我反省的练习是如何与实际的生活技能相联系的。我要区分两
种技能：自我意识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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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假定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想必要比我们将自己理解为一种
“自动飞行员”能更成功地应对生活。过多的自我反省确实会使人衰弱，但由于我们的
大脑本质上过于复杂和矛盾，所以对其有所意识还是有益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情
感与理智发生冲突（通常是这样的），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感知他们；这点与我们每天处
理矛盾的情感是一样的。更详细地，我们可以区分如下的几种自我意识。
自我理解：我们应该都知道什么使得自己与众不同，不管这是多么令人不舒服的认识；
但是通过研究语言来了解我们自己的特殊之处在于语言是公共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会看
到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相同之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犯言语错
误，但同时我们会发现问题出在人类的大脑，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大脑。
自我批评：我们应该都有能力认识到我们思维中的错误，不管是人类范畴上的（如言语
错误），文化上的（如学术上的偏见）还是个人的（如我们知识上的缺口 —— 拼写， 词
汇，语法结构，习语使用）方面。语言是一种自我批评的利器，但因为缺点的出现可归
咎于这三条原因中的任何一种，所以我们不得不在采取补救措施之前，学会区别诊断。
自我欣赏：这是自我批评的反面。我们可能都喜欢向学生们指出语言有多复杂，随后告
诉他们要有多“聪明”才能有能力来很好地解决他们。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可通过让
他们认真学习来消除他们对母语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结果。让他们了解他们的非标准英
语（或者他们地位低的语言）有规则是对他们早先被灌输的关于语言的认识的一剂良药。
如果我们的学生学会真正欣赏他们语言知识的丰富性，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做一名外
语教师来与他人分享这些知识。
态度。我所要强调的态度在生活中很重要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能够深深地被语言学的课程
所影响。
容忍：学生们要学会容忍其他人。当交际失败时，他们应该学会理解而不是责备，因为
有其他各种说话方式，或者对世界的不同分类。如果人们懂得语言，那么大部分这些经
历就会是有趣的，而不再是烦恼的或有威胁的。
开放：与容忍其他情况相同，学生们应该变得开放来接纳他人的行为，这就是社会语言
学家所说的语言调节。这是解决自我批评中所暴露的个人或社会的缺点的一种方式，并
且也许大部分表现应该在语言习得的领域内：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新语言时的水平应该在
中等以上，这也是一项真正重要的生活技能。
兴趣：那些选修我们课程的学生都声称自己对语言感兴趣，但是一些人在开始很难把这
种广泛的兴趣转换为对国际音标的细节知识及句子结构等的兴趣。不过，他们中的大部
分都逐渐地找到一些真正使他们兴奋的领域，正如上面所描述的，这通常是一个最易联
系到他们自己民族或情感的方面。大部分人对语言有着某种兴趣，但是极少人有进一步
了解的兴趣，而后者更是生活的财富。
3. 结论
那么，生活技能是如何向学生和他们未来的老板“推销”语言学的呢？我毫不怀疑生活
技能确实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卖点，正如我以上所说的那样确定；但是我们还剩一个问题就
是“怎么卖？”。我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也不在这儿给出合适的答案。相反，我
倾向于以一系列评论作为结尾，我希望这是切题并有帮助的。
我说过学习语言学很痛苦，如果不痛苦，就学不好。正如 Doug Arnold 在讨论中指出的，
这几乎不是一个对有潜质的学生的重要卖点，但是我相信它差不多一定对现在的雇主有
吸引力。我的结论是重要性在于它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好处；例如，雇主会看到课程
在智力上具有的挑战性，而有潜质的学生会感到这门学科很有趣。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学的课程在本质上并不能保证任何这些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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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这些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学方法，举例来说，与大型的讲座课程相比，态
度更容易在小团体的辅导讨论中有所改变。鉴于我们在教学方法上有许多选择，这些方
法应该以发展生活技能为目的而不只是为了“完成教学大纲”而了事。
在大学里学习语言学的许多优势也应该来自中学阶段的语言学习。这些优势的大部分内
容在学校里的“语言意识”讨论中均有涉及，并且还有一些优势也应该来自于目前显而
易见对语言研究的关注，如国家识读战略、KS3 的识读困境和现代外国语言课程等。
就我个人来说，这次讲演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语言学中的生活技能（虽然在我 1984 年
由 Blackwell 出版的小书《语言学的请柬》中，对此问题曾有涉及）。尽管我的许多同
事都找到了把特殊技能与他们的课程相联系的方法（让 Google 来评判），我还不知道
还有其他人对此问题做过系统的思考6。也许到了用集体的智慧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了，因为很明显，它至少对于招收新生尤为重要。如果这篇文章有助于这一过程，那我
就心满意足了。

翻译：王璐璐
校对：刘海涛
Translated by: Hetty Wang
Revised by: Liu Haitao

译校者感谢 Richard Hudson 教授
同意我们翻译此文并在网上发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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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院的网站上列出了学生们在取得学位的过程中可能会获得的一些核心能力，例如在曼彻斯特大学
(http://ling.man.ac.uk/Students/UGHandbook/Handbook0203.html) 和我在伦敦大学的学院
(http://www.phon.ucl.ac.uk/toc/set_info.htm，点击"information for current students"、"Degree programme home
sites"和"Teaching aims for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然而，这些列表都倾向于依附在“官方”公布的技
能列表中，只把与语言学相关的列举出来。正如我们在 CILT 讨论会上第一次讲话中所听到的，这些官方表
单多以随意而出名。我则尝试以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以语言学为源头并寻找与之相关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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