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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医学工作者要撰写 SCI 论文需具备语类能力(generic competence)，即在约定俗成的社会情景下和特定的专

业学科文化相关语篇的实践中，选择恰当语类“做事”的能力。因此将语类教学法引入英文 SCI 科技论文写作教学中至关重

要。马丁的语类教学法提出建模、文本的同构、文本的独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细化后并引入教学实践，取得了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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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一世纪，随着生物医学领域的迅猛发展，国际合作

和交流日益频繁。英语正是学术合作和交流中不可或缺的

语言工具。医学工作者亟待通过英语这一工具阅读国际先

进文献、撰写科研论文，进而与国际接轨，更好地从事医学

研究。国内很多科研机构也将英文 SCI 论文发表的数量和

质量作为科研工作者业绩考核的标准(Cargill et al.,2011)。

然而，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虽然有多年通用英语的学

习经历，当他们提笔写作自己的英文科研论文时却常苦于

不知如何下笔。因为英文科技论文，作为一种特定的语类，

其遣词造句、语篇结构、语言风格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一

般的日常语篇区别较大。因此，科技工作者要与国际同行进

行 论 文 层 面 的 科 研 交 流 ， 必 须 具 备 语 类 能 力 (generic

competence)，即在约定俗成的社会情景下和特定的专业学

科文化相关语篇的实践中，选择恰当语类“做事”的能力。这

样才不会被看作“圈外人”，能尽快融入学科话语共同体

(Bhatia, 2004)。在论文写作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英文科技

论文这一语类、并参照范文进行摹写练习，对于写出地道

的、国际通行的文本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将就科研和教学实践，介绍在研究生英文科技论

文写作课中对语类教学法的运用。

2. 课程设计

用系统功能学的方法研究语类对于语类的理解和其在

文本分析和语言教学中的运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系统功

能学研究的基础是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功能和语境密不可

分。悉尼大学韩礼德教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系统

功能语言学，而由詹姆斯·马丁教授和他的同事为主体的

“悉尼学派(Sydney School)”的研究又将系统功能学运用到

语类的研究(Anis S Bawarshi, Mary Jo Reiff, 2010)。

最初悉尼学派语类教学法以指导本族语小学阶段写作

为目标，后来经不断创新和改进，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和

不同的实践内容，适合于大学、中小学及工作场所的任何语

篇的写作和阅读。悉尼学派的领军人物詹姆斯·马丁教授认

为，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具有可适用性

(Martin & Rose, 2008; Rose & Martin, 2012)。

马丁的语类教学法遵循“教-学循环”，这一过程可用车

轮的形状来描述。虽然这一教学循环后来得到很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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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但其基本组要要素包含三个阶段：建模、文本的同

构、文本的独构。

第一阶段中，老师给学生提供一定量的代表某一语类

的文本。本阶段，学生和老师从事的活动包括：找到该语类

文本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研究文本满足的社

会目的，文本结构如何反应其功能，其语言特征如何行使其

功能。这样，第一个阶段从对语境的讨论过渡到语域和语言

描述/分析的社会目的。第二阶段，学生和老师共同协商并

构建语类中的文本，首先进行研究、积累内容相关知识、用

记笔记、观察、画图表、写作等方法得出该语类的一个模板。

在最后阶段，学生通过开展研究学习专业知识、起草文本、

与同伴和老师讨论、编辑、评估和发表文本独立构建语类的

模板(Anis S Bawarshi, Mary Jo Reiff, 2010 )。

如上所述，该过程是一个循环过程，即在学生独立创作

达不到满意效果的情况下，可进入下一个循环，重新从解构

语篇入手。其核心思想是: 在展示理想的写作范文并明示

学生写作要求之前，不盲目要求学生独自完成写作。

基于以上成果，结合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教学的多

年经验，本研究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对以上三个阶段进

行了细分，使其更具操作性。本研究将第一个阶段分解为教

师筛选并向学生提供范本，引导学生对范本各个部分的特

点进行归纳，将归纳结果在更多范本中进行验证；第二个阶

段，教师要求学生锁定一个范本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模仿

写作，习作经历自评、同学间互评和教师评阅几个步骤，基

于上个阶段的评阅意见学生对习作进行独立的重写。第三

阶段，确定新话题，要求学生进行独立写作，若写作结果不

满意，则进入下一轮新循环。

下文以论著（Original Article）的引言为例，结合我们的

实践阐述三个阶段的具体实施过程。

3. 具体教学步骤

3.1 解构阶段

范本选取方面，我们以 Nature、Science、Cell、JAMA、

Lancet、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等一流的生物医学

类科技杂志为来源，进行第一轮筛选。标准包括：近期发表

（两年内发表）；撰文者来自英美国家、以英语为母语；文章

研究内容能引起广泛兴趣，有较大的读者群；行文规范、结

构严谨、用词准确、简洁流畅；能代表基础医学类英文科技

论文的写作风格。接着进行第二轮筛选，本轮标准为：国外

生物医学期刊的编辑对文章行文的规范性和代表性进行评

价，决定是否可选；本学科领域的同行专家对文章研究内容

的吸引力进行评价，兼顾专业术语的准确性、易懂性，决定

是否可选。最后根据学科的影响力进行排名，进行最后一轮

筛选，建立范本库。

接着从范本库中选取几篇范本，让学生进行范本的特

点归纳。本文以论著的“引言”部分为例，对文本进行解构。

Swales 基于对大量实证型学术论文引言的研究，发现

大多数引言中都会有一个以某种顺序出现的规则的语步和

步骤模式。于 1990 年提出了以语步（Move）和步骤（Step）为

基础的引言语篇分析模式，称作 CARS 模型（黄萍，2007）。

2004 年他采纳多位学者的建议，对原来的模型进行修订，

形成了新的 CARS 模型（Swales, 2004），如表 1 所示。

表 1 Swales 新 CARS 模型

Move 1
Step1

确立研究领域

从一般到具体概括命题

Move 2
Step 1A

Step 1B

Step 2

确立研究地位

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

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

提出当前研究

Move 3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Step 6

Step 7

展示当前研究

介绍研究内容或目的

提出问题或假设

阐述定义

总结方法

宣布主要结果

陈述研究价值

列出文章框架

我们分析的引言基本符合 CARS 模型，但也存在一些

变体。语步方面，虽然以 CARS 模型中 M1－M2－M3 结构为

主，但也存在少量其他结构，如 M1－M2，M1－M2－M1－M2－

M3 等。我们以下列引言为例阐释 CAR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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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bolic alkalosis during exercise increases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s

substantially beyond the concentrations observed during exercise in the absence of

metabolic alkalosis (8, 10, 16). B) Conversely, metabolic acidosis decreases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s. C) However, for these investigations, alkali was ingested or

infused, which is an artificial situation. D) More important clinically is the effect

of respiratory alkalosis, which occurs during exercise in a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that involve increased respiratory drive. E) These circumstances includ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nd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F)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asked whether respiratory alkalosis during exercise, like metabolic alkalosis

during exercise, increases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s more than exercise alone

does. G) We used a new biofeedback method by which ventilation, and thus

arterial PCO2 and pH, can be precisely adjusted independently of metabolic rate.

A) 引入话题

B) 承接 A)

C) 当前研究存在问题

D) 提出解决办法

E) 对 D)进行说明

F) 提出研究目的

G) 试验概要

本引言的语步基本遵循 CARS 模型，但 Move 3 中的后

几个步骤（步骤 5-6）并未提及。这是因为生物医学类论文

一般不在引言中给出最终结果和意义与框架介绍，而是把

这几部分留到论文后面几部分进行阐述，造成悬念，引发读

者的阅读兴趣（Mimi Zeiger, 1991）。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引导学生对多篇论文引言进行分

析，帮助学生了解引言的“漏斗型”结构，即从已知事物开始

将话题限定到与本研究相关的未知情况，进而提出要解决

的问题，必要时提出研究方案。然后提供更多范本供学生对

这种结构进行验证。至此完成语类教学法的第一步“解构”。

3.2 同构

接着，我们按学生研究方向的相近程度进行分组。每组

确定一个引言范本，要求学生参照范本结合自己的研究进

行模仿写作，习作经历自评、同学间互评和教师评阅三个评

阅步骤。

教师最后评阅时发现，语步和步骤层面出现的比较大

的问题包括：未指出论著的一般主题（Move 1, Step 1）；前

人研究介绍过于简单，文献综述未囊括新文献，文献综述部

分细节信息过多（Move 2, Step 1）；对研究问题的阐述不清

楚 （如问题与未知事物关系不清楚）；未陈述未知事物

（Move 3，Step 1）；提出问题的理由不充分，提出的问题不完

整，引言中提出两个问题时缺少对第二个问题的背景信息

描述（Move 3，Step 2）；未提及实验概要（Move 3，Step 4）；等

等。

句子层面的问题包括：出现意义空泛的句子，前后两句

意思重复，支持句与被支持句未紧密相连，并列句未用并列

结构阐述，前后两句之间缺乏逻辑关系，长句较多，句式杂

糅，结构不完整，语序有误，主谓不一致等。

用词和语法层面的问题包括：用词不准确，单复数误

用，名词堆砌，时态使用不当，冠词误用，介词误用，短语搭

配错误。

学生自评时发现问题较少，指出的多为句子、用词和语

法层面的错误。可能的原因为写作与自评之间时间相隔太

短，评阅时思维受写作时期影响较大，从而指出问题并不全

面。相对而言，互评指出的问题比较有参考价值，但受限于

评阅学生自身的语类知识和学术英文水平。

最后要求学生对自评意见、互评意见和老师评阅意见

进行汇总与分析，基于三类评阅意见对习作进行重写。

3.3 独构

本阶段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另选一个研究点重新

进行独立的引言写作。写作之后要求学生在组内汇报这一

轮写作学习的经历与收获，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在全班汇

报。隔一段时间后要求学生对独立写作的引言进行修改，最

后的修改作业上交老师，若老师评价仍不满意则进入下一

轮新循环。但由于课时有限，下一轮循环通常只能在课下进

行。

4. 教学效果评价

我们对每组汇报内容进行了总结。学生总体上对语类

教学法运用于 SCI 写作课程进行了肯定。他们对这一课程

的总体评价是：语类教学法对于其写作中的实际困难的解

决做到了对症下药。具体收获包括：

1) 语言能力方面：不仅对引言的语步有了了解，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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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用到实际写作中去；积累了引言写作中的高频句型与

词汇；明白了自己以前常犯的语法错误有哪些，今后如何避

免等；

2) 专业学术能力方面，对于查阅文献和文献综述方面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通过文献查阅了解了本领域的

研究新动向；

3) 写作习惯方面，养成了亲做写作笔记的习惯，养成

了成稿后多次修改的习惯，更乐于与同伴进行探讨等。

学生提出的建议包括，希望能增加课时，这样可在课堂

上进行新的写作循环，效果更好；由于师资有限，老师只能

抽取部分同学的习作进行修改或评阅，挫伤了其他同学的

学习积极性；希望老师能提供更多的范文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将语类教学法纳入英文论文写作课课程教

学取得了一些教学效果，包括将写作实战引入教学，使教学

更有针对性；学生参与文本解构和重构，提高了学习的主动

性；在实际写作情景中学习，既提高了语言技能也培养了学

术能力等。

针对学生提出的课时和师资有限的问题，笔者认为下

一步可以考虑医学英语课老师与专业老师的合作。将论文

写作的“下一轮新循环”带入专业课老师指导的科研论文实

际写作中，把语类知识分享给专业老师，让他们监督学生的

实际写作，并把他们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医学英语老师，进一

步改进写作课教学。

课题项目：本文系 2015 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生物医学专业研究生专业英语（ESP）课程体系

的构建”（项目编号: yjg152015）；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医学教

育研究课题：“研究生英文科技论文写作课范本与误例研

究”（项目编号:2016B-YY030）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Anis S Bawarshi, Mary Jo Reiff. Genr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M]. Anderson:

Parlor Press, 2010.

[2] Bhatia V K. Words of Written Discourse: A Genre-Based

View[M]. London: Continuum, 2004.

[3] Margaret Cargill, Patrick O’ Connor, Yongyan Li.

EducatingChinese scientists to write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ddressing the divid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1:1-10.

[4] Martin, J.R.&Rose, D. Genre Relationships: MappingCul－

ture[M]. London: Equinox, 2008.

[5] Mimi Zeiger. Essentials of Wri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Papers [M]. Dubuque: McGraw-Hill Education, 1999.

[6] Rose, D.& Martin, J.R. Learning to Write, Reading to

Learn [M]. London: Equinox，2012．

[7] Swales, J. M. Research Genres: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9-234.

[8] 黄萍. 专门用途英语的理论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2007.

The Application of Genre-based Pedagogy in the Course of Writing SCI Papers for
Doctors

Abstract: To write SCI papers in English, Chinese medical professionals need to possess generic competenc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troduce genre -based pedagogy to the Course of Writing SCI Papers. Sydney School’s genre -based pedagogy
proposed three steps in teaching: modeling, joint negotiation of text,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text. These steps were refined
and put into teaching practice, and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ect to a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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