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信息
DEVELOPING SKILLS IN TURNTAKING, DISCUSSION AND CRITICAL
DIALOGUE: INFORMATION FOR STUDENTS
发展轮流发言、讨论和审辩式对话的能力：给学生们的建议

轮流发言、讨论和审辩式对话
你们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这三个名词之间的不同。你们以前的教育经历中（不
管是用汉语还是英语交流）进行对话时一般都会有一个我们澳大利亚人所说的
turntaking（轮流发言）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每个学生都会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有条理
的方式表达他/她的想法，通常有时间去准备发言内容。在轮流发言时，发言者不
必立刻回应同学或老师的评论。将要发生些什么、谁在何时讲话都是可预估的。
这种形式的口头交流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并不多见。在澳大利亚，更注重学生们的
发言和相互交流是自发的，而不需要提前演练。有时这种交流显得人们很好斗或者
很愤怒（其实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这只是大学里学术争论的表现形式）。
正因如此，中国学生对课堂讨论会（或其他要求有学术讨论和争辩的情况）疏远并
有些害怕。这些活动会看起来非常不友好并且关于怎样进行以及个人在活动中所扮
演的角色都不是很清楚。讲师或学生发言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实际上根
本没有一个能清楚地规范轮流发言的系统。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这个时候很难理
解常用的一些非正式英语。所以说，澳大利亚的学习环境可能会显得非常不同并且
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澳大利亚的教育环境中，讨论（并不是轮流发言）是课堂交流的一大特点。除了
分组交流，讨论没有严格的模式。谁发言，何时发言，并不受控。没有在中国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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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控性，而且打断别人的发言都没有问题。然而，如何做到礼貌地打断别人发言，
却是很有挑战性。
不管怎样，以下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供使用。
以下是一些能帮助你在讨论中礼貌地打断别人发言的英语短句：
•
•
•
•
•

Can I add something? 我来补充几句好吗？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但是…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if I may …? 如果可能，我想说…
May I ask a question? 我能问个问题吗？
May I interrupt for a moment? 我能打断一下吗？

但是，即便是使用这些短句，有时打断也显得很困难，特别是如果你不认识讨论课
或课堂小组的其他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和交流的人有某种联系的话，那去打断
他们的发言就显得容易得多了。然而，在一个新的非常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起联
系绝非易事。要想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的话，可以尝试着早到几分钟以便能够在进
入教室之前和同学聊几句。这一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建立起一种联系，一个
发展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
以下短句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
•
•
•

Hi, how are you? 嗨，你好吗?
Isn’t it a beautiful day? 今儿天气不错，是吧?
Do you live on campus? 你住校吗?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记住，当你花时间去弄明白他人的名字，你在传达一种信息说你对对方感兴趣。一
般来说对方都会很高兴，这将使进一步的交流变得更容易。
对以上这类短句的运用可以形容为‘为你的声音热身’。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拓展
应运，为‘运用你的声音’制定其他目标。比方说决心在下一次课堂讨论会上说一
句话，再下一次说两句等等。
参与讨论也要求你仔细倾听。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因为讨论中运用的语言
常常并非你所学过的正式语言而是大量的口语。那如何在你没有听明白的情况下，
做到仔细倾听呢？尝试一下运用以下这些策略来发展你倾听的能力（要知道做到这
几点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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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要点。 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努力抓住你所听内容的大意（要
点）。不要介意没有掌握所有的细节也不要去留意所听到的语言的语法特点。

•

心无旁骛。 专心听讨论，心无杂念。别老想着你该说些什么，即使你觉得
要轮到你发言了。

•

忘掉脸面。 这是很难做到的一点，但如果你想要积极地参加到学术讨论中
的话，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脸面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不像在中国那样重要。
在这里人们感觉说话之前不经深思熟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在
意别人会如何解读他们的话。降低你对脸面的顾虑的第一步是做好听不懂就
问的准备。试一下下面这些句子：
o
o
o
o

•

Sorry, but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对不起，我不大懂。
Sorry, but I’m not with you. 对不起，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Sorry, could you say that again please？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Sorry, would you mind saying that again please？对不起，你介意再说
一遍吗？

询问口语。 现在你知道如何礼貌地打断谈话了，下一步就要做到在听的同
时辨识并及时询问所听到的口语短句的意思。获得这类语言的知识是很重要
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加入学术上的和社交上的对话，让你感觉更轻松。

参与讨论并运用以上所述策略涉及到确认和澄清，还涉及到同意和反对。但是何时
才能让讨论变成审辩式对话（critical dialogue）呢？ 这发生在老师与学生（以及学
生之间）自然互动，能够激励或促使他们去考虑其他人想法和论点的根基。
（Crookes, 2013, p.64）.
还有一点很重要，理解‘critical’（审辩地）并非就一定意味着是负面。 做到‘critical’
意味着进行分析、评价、评估以及判断。它包含以下一些特征：
•
•
•
•
•
•
•

能够辨别并展开争论。
运用证据去支持争论。
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
运用信息去识别复杂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理论联系实际。
对自身的信念和价值观进行反思。
能够对照他人的作品和观点，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自省式的思考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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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中国学生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特别是在要求口头自发交流的课堂上。在
这种情况下，知道一些关键的英语短句也是很有帮助的。以下短句将有助于你参与
审辩式对话 1 。
当解释自己的观点时所用短句：
•
•
•
•
•

First of all… 首先…
Secondly… 其次…
The main reason is… 主要原因是…
Another reason is…另外的原因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最重要的是…

当确信自己的观点时所用短句：
•
•
•
•
•
•

I am certain that… 我确定…
I am convinced that… 我确信…
I am positive…我有把握…
I am sure that…我相信…
I strongly believe that…我坚信…
Without a doubt…毫无疑问…

当传达自己的观点时所用短句：
•
•
•
•
•

From my point of view… 在我看来…
I personally believe… 我个人相信…
I personally think… 我个人认为…
In my opinion…我的观点是…
Not everyone will agree with me, but… 不是每人都同意我，但是…

当引用别人的论点时所用短句：
•
•
•
•
•

Don't forget that…别忘了…
The point is…观点是…
The problem is…问题是…
The problem with… 问题有…
The trouble is…困难是…

摘自 Lam & Wong, 2000 以及
http://www.nsknet.or.jp/~peterr-s/zemi/kiso_seminar_phra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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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想说一些你认为是新信息的事情时所用短句：
•
•
•
•
•

Do you realise that…你有没有意识到…
It may sound strange but…可能听起来有些怪，但是…
But… 但是…
I think…我认为…
We need to remember…我们需要记住…

当你想改变话题时所用短句：
•
•
•
•

Before I forget…在我遗忘之前…
By the way…顺便说…
Talking of…说说…
That reminds me…提醒了我…

总之，在澳大利亚做一个学生要从轮流发言发展到讨论再到进行审辩式对话。也就
是你从‘在那里’，发展到‘能够礼貌地打断’，再到‘能够说明自己的立场’，
并且‘能够条例清晰地表达反对或争论’。要做到这些，你需要经历‘为你的声音
热身’，‘发出你的声音’，再到发现并‘运用你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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