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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是一门具有文化交流性质的语言学科,在高校的英语教育中语言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通
过语言学习达到对英语文化背景下人文思想观念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跨文化交际礼仪的掌握和运用。
由于近些年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实用主义观念盛行,忽视了对专业文化内涵的重视。随着中外文化交流
的发展,英语语境交际礼仪与人文领域的互通也越来越频繁,在此基础上的高校英语教育也面临着更多
的挑战,本文将从发展高校英语的跨文化交际礼仪与人文教育的角度出发,根据对其理论的阐述、对其教
育现状的探讨,提出针对高校英语教育中跨文化礼仪以及人文教育的有效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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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is a language subject with the nature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nguage is the basis. Th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know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 humanistic
id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lish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astery and applic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iquette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pragmatism in English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has been igno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etiquette and humanities in English contex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On this basis,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more challenge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college Englis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iquette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elaboration of its theory and the discussion of its education stat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etiquette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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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淘汰,而具备高质量人文素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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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内部形成重视人文教育的观念,

深刻的印象。其次是人文教育方面,高校

文化尊重认同问题也成为英语教育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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