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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尤其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

织和教学。 分析发现，学生学业成绩与师生的言语

差异性，对教学提出了挑战。 如何确保多元文化背

和语言交互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的“ 成功” 意

景下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同时促进语言、文字和文

味着在学校现存社会结构下所取得的成绩。 因此，

化的多元融合与多元共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
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 平等” 下的不平等：文化同化性教学
在美国，教师在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理念指导
下，在教学中往往忽视甚至无视学生的种族、族群、
社会阶层、语言、文化等差异，这种“ 平等” 下的不平
等就 是 “ 文 化 同 化 性 教 学 ”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文化同化性教学代表并维持着现状，传
播主流文化信念、价值、神话和观念，引导学生进入

社会为他们确定好的既定角色。 具体而言，文化同
化性教学具有以下特征：（ １） 教学观：教学是技术活

教育目标变成了如何让来自不同种族 ／ 族群、语言或
社会阶层的学生“ 适应” 精英社会的等级结构。 “ 文
化适宜性” 、“ 文化一致性” 、“ 文化兼容性” 等意味着
学生文化要适应主流文化，只有“ 文化回应性” 体现
了家庭 ／ 社区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动态或协同关

系。 埃里克森和莫赫特把文化回应性教学看作是缩
小家庭与学校之间差距的开始。 社会语言学家认
为，文化不匹配的根源在于学校背后的社会结构，学
校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机构。 基于上述研究，欧
文（ Ｉｒｖｉｎｅ） 提出“ 文化同步性” 概念，研究促进学生

学习效果最大化的教师与非裔学生之间必要的人际
环境，如师生人际情境、师生的期望、制度环境与社

儿；教师鼓励学生取得好成绩以逃离社区；教师相信

会背景。 欧文的研究不只是关注言语和语言的交互

失败对于有些学生来说不可避免；教师将学生同质

性，更在于接纳学生的交流模式。

化；教学犹如银行储蓄，教师把知识不断存储于学生

２．文化关涉性教学的理论基础。 文化关涉性教

头脑。 （２） 师生观：师生关系是固定的，往往等级森

学的提出，基于三大理论基础：（ １） 教学观：教学是

教师鼓励学生孤立的学习。 （ ３） 知识观：知识是静

社会；教师相信所有学生都能成功，帮助学生建立与

严；教师与个别学生建立联系；教师鼓励学业竞争；
态的，教师向学生单向传递；知识是确信无疑的、无
须质疑的；教师与知识内容是分离的；教师期望学生
具备必备的技能；教师评价学生是否优秀时不考虑
学生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 正是这种文化同化性教
学，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少
数族裔学生日益被边缘化。

二、多元融合的有益探索：文化关涉性教学
文化同化性教学导致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里难
以取得学业成功，引发了研究者对教学与文化关系
的思考，开始探寻与学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更好地
匹配的教学方式和策略。

１．教学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思考。 通过观察学生

在家庭 ／ 社区的表现，教师把学生的文化纳入课堂组

７４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４ 卷 总第 ２０１ 期

一门艺术；教师通过教学回馈社会，并鼓励学生回馈
社区、国家和全球认同之间的联系；教学犹如采矿，
教师帮助学生把知识从头脑中发掘出来。 （ ２） 师生
观：师生关系是流动的、人道的、平等的；教师与所有
学生建立密切联系；教师鼓励形成学习者社区；教师
鼓励学生合作学习、相互教授并对彼此负责。 （ ３） 知

识观：知识是师生持续地再造、再生和共享的过程；
对知识必须批判性地加以看待；教师必须对知识内
容充满激情；教师帮助学生发展必要的技能；教师评
价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是复杂的，应该考虑学生的
多样性和个体差异。

３．文化关涉性教学的基本要义。 文化关涉性教

学，是指赋权学生，以便他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教育
内容和过程，并有权知晓文化关涉性教学在构建真
正的民主和多元文化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文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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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性教学运用学生自身的文化帮助他们建构意义并
理解世界。 因此，它不仅强调学业成功，而且也关注
社会和文化成功。 盖伊（ Ｇａｙ） 进一步发展了“ 文化

２．文化可持续教学的基本信条。 第一，秉持动

态文化观。 在现实中，文化是动态的、流动的和不断
变化的。 基于此，文化关涉性教学也不会是静态的，

关涉性教学” 这一概念。 她认为，文化关涉性教学

否则教学就会丧失文化的流动性和多样性。 在教学

是指利用不同族群学生的文化知识、先前经验、行为

中，不仅要关注文化知识， 也应该考虑社会政治维

方式，让他们的学习变得更为关联、更为有效。 这种

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仅要促进学生学业成

教学基于学生文化的优势，并增加它们的优势。 文

绩的提高，也要引导学生批判那些直接影响他们生

化关涉性教学承认不同族群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强

活和社区的政策和实践，如择校、停办黑人学校、黑

调在抽象的学术概念与生动的社会文化现实、家庭

人监禁率上升或者要求学生穿统一校服等。 文化可

经验和学校经验之间建立关联，提出要运用与学生

持续教学也是文化关涉性教学的延续，承担着文化

不同学习风格相关联的多样化教学策略，让学生了

知识教学的教师肩负着外部绩效评估与社区驱动和

解并赞美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传统，教师要在学校所

学生主动学习的双重责任。 文化可持续教学的真正

有教学科目和常规技能教学中融入多元文化的信

魅力就在于，它有能力在互不贬低对方的前提下同

息、资源和材料。 “ 当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校经验
（ 如任务兴趣、努力程度、学业成就、个人效能感或
社会责任感） 更为一致时，学生在各个层面都表现

时满足这两个需求。 第二，关注青年文化。 帕里斯

和阿利姆通过引入“ 青年文化” （ 如街舞文化） 提出，
一方面，文化可持续教学关注青年身份和文化习俗

得更为成功。” 盖伊在重视多元文化教育“ 教什么”

的多元和变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它承认青年文化反

的同时，也重视通过文化关涉性教学进行有效的教，

霸权的潜力，同时对青年文化保持清醒的批判。 阿

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的内容；多元的课堂氛围和学习

利姆认为，青年文化和语言习俗具有自身的价值，应

环境；教师对多样化的态度和期望；在不同学习者之

该得到重视，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资源。 越来越多

间建立共同体；跨文化关怀；运用与不同族群的文化

的研究证明，教学不能简单地被简化为文化传统和

背景、价值观、经验和态度相一致的多元教学方法；

传统习俗的传承与维护，更不能忽视学生及其社区

在不同的学生中展现个人效能感和成功的精神；运

的流动和变化的习俗。 否则，教学就会被过度简化

用文化知情评估程序确定学习需求、知识获取和技

为种族与语言或文化习俗的一一对应。 文化可持续

能娴熟程度。

教学必须明确地关注并公平地维护有色族群年轻人

三、多元融合的可能路径：文化可持续教学
１．文化可持续教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关涉性教

的习俗，提高他们的批判意识，反对落后的观点（ 如
同性恋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 ，注重批判性
适应种族、族群、语言和文化习俗的动态、变化的本

学为文化保存和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

质，注重批判性维护多元化的现状与未来，促进语言

现既定目标。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不仅能

与文化的灵活性和多元性。 第三，注重教育主权。

够把过去和现在最好的研究与实践更准确地体现出

帕里斯和阿利姆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后现代状况时，

来，而且能够在把学生的文化习俗扩展到主流语言、
文字和其他文化习俗的过程中珍视和维护其习俗。
于是，帕里斯提出“ 文化可持续教学”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 它不仅能够体现资源教学传统
中最好的研究和实践，而且能够维护多族群和多语

言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 文化可持续” 要求教学对
年轻人的文化经验和习俗做出更为积极的回应或建

立关联，即支持年轻人维护他们社区的文化和语言，

麦卡提（ ＭｃＣａｒｔｙ） 和李（ Ｌｅｅ） 则关注正在消失的语
言，呼吁在多语教育空间中复兴它们。 他们基于部
族主权特别是教育主权的视角，提出了 “ 文化复兴
教学”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这一概念。 鉴
于当前美国原住民社区的语言、文化和教育现实，麦
卡提和李进一步提出“ 文化可持续 ／ 复兴教学” （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包括三层含
义：一是作为原住民教育主权的一种表达，直接面对

同时提供学习主流文化的机会。 因此，文化可持续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处理殖民化遗留问题；二是拯

教学的目标是，在实践和观念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

救和复兴被殖民化破坏和中断的语言；三是强调基

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 换言之，文化可持续教学旨

于社区的责任。 但是，主权不是绝对的或不受限制

在维护和促进语言、文字和文化多元化，这是学校教

的；原住民的教育主权是在与州、省、政府、国际机构

育民主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应对人口与社会变

主权叠加的互动中发挥作用的。 这就要求原住民孩

迁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社会同化论者的出现，以及

子掌握地方知识及其语言，学校要在培养社区所需

强制规定学校使用单一语言、倡导单一文化教育政

要的多重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策的出台，迫切需要文化可持续教学维护多元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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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变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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