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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w （2010) 对比分析了英国英语（内圈）、新加坡英语（外圈）和中国英语（扩展圈）的节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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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对分属内圈、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6个朗读录音样本进行音段特点的描

写与分析，参照现有的英语音段特点相关研究发现，对比并讨论上述三大英语类型的音段

特点，提出具有区分作用的6个标志性音段特点，并在世界英语的背景下，探讨其对国内

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世界英语；语音教学；音段特点；语音分析；区别性特点

1. 引言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交流语言，英语是

一种可以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使用，以表述不同

文化的“世界英语”（Melchers & Shaw 2003）。世

界英语的出现使对英语的语音研究也从Kachru

（1982/1992）的内圈拓展到了外圈和扩展圈。目

前，对世界英语语音特点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已有研究都将重点放在描述某一种英语变体的语

音特点上，如尼日利亚英语（Jowitt 1991）、新加

坡英语（Deterding 1994）、韩国英语（Trofimovich 

& Baker 2006）、中国英语（Deterding 2006）、

德国英语（O’Brien & Gut 2010）、文莱英语

（Sharbawi 2012）、马来西亚英语（Gut，Pillai & 

Don 2013）等。Mesthrie & Bhatt（2008）对非洲、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外圈英语作了简略的语音分

析。Melchers & Shaw（2003）和Schneider et al.

（2004）则对三个同心圈中的各种不同英语变体进

行了更加系统的分析，详细介绍了每一种变体的

音段特征和音节特点，同时也简略涉及其超音段

特点。但是，以上著作均没有对不同变体之间的

语音特点进行比较。

上述研究均基于研究者对各个变体发音的

主观印象描述，缺乏声学分析数据的支持。近

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声学分析

来对不同英语变体的语音特点进行描述，以

及如何为世界英语的分类提供声学数据支持。

Maxwell & Fletcher（2009） 对 印 度 英 语 的 元

音进行了声学分析。Nihalani（2010）对新加

坡英语和日本英语的元音进行了声学分析，描

绘出各自的元音空间图，并与英国英语进行 

比较。

世界英语本是语言使用中的现象与概念，但

是随着人们对世界英语关注度的增加，英语语音

教学领域也开始感受到世界英语对自身的影响。

目前很少有研究综合比较三个同心圈英语变体的

音段特征 1。本文通过声学手段对6种世界英语

（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中国英

语、日本英语、印度英语）的音段特点进行描述

和对比分析，提出具有区别性的音段特点，旨在

加深国内师生对世界英语的认知，讨论其对国内

英语语音教学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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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录音样本的介绍与分析

研究中使用了6个朗读录音样本 1，时间长

度均在26—30秒之间，包括英国RP口音、美国

GA口音、美国黑人口音、印度口音、日本口音

和中国口音（以下分别简称为“BE”、“GAE”、

“BAE”、“IE”、“JE”和“CE”样本），其中BE、

GAE和BAE属于内圈英语，IE属于外圈英语，而

CE和 JE属于扩展圈英语。其中BE和GAE属于内

圈标准变体（内标变体），BAE属于内圈种族变体

（内族变体）（Melchers & Shaw 2003：31-34, 84）。

朗读者均为20—25岁之间的男性本科生或研

究生。这不仅为对比分析提供了年龄、性别和身

份上的可比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非内圈口

音朗读者的代表性，尤其是对扩展圈口音而言，

因为在非内圈国家里，英语的使用范围、频率和

深度都是有限的，使用者的英语水平差异也更大，

而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有着多年持续的英

语学习和使用经历，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该口音最

终水平的普遍性面貌。朗读材料是一段关于“超

温感应排气阀（temperature-relieve valve）”使用

功能的说明材料（以下简称为“朗读段落”）。一

方面，朗读段落对于所有的朗读者都是陌生的，

排除了朗读者因对所读内容在文化和专业上的熟

悉程度不同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朗读段落的专业技术性不大，6位大学生朗读者

可以完全接受和领会。在朗读之前，每位朗读者

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能

够熟练地用中等语速朗读。这样做可以消除朗读

者朗读段落的陌生感和录音任务对朗读者展现口

音面貌的负面干扰，可以让朗读者充分体现出各

自的实际水平，这对扩展圈口音朗读者来说尤为

重要。

朗读段落包含71个单词，主要介绍排气阀的

保护功能和提示作用，也向用户告知解决办法，

具体如下：

Temperature-Relieve Valve

When water temperature reaches ninety-

nine degree centigrade, water will be released 

through the temperature-relieve valve to avoid 

steam accumulation in the inner tank as a result 

of continuous heating of water in the inner tank. 

Such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steps of safety devices are out of 

order. The user should contact the sale agent 

to send technicians to inspect and repair the 

faulty parts.

参考《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 2 0 0 3）

（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ODPCE）所提供的英国RP或美国GA的

读音标准，朗读段落共有120个音节。在KK音

标的41音段体系下，除了擦音 [Ʒ]和双元音 [aʊ]，

其余的音节都涵盖，占到全部音节的95.1%；在

DJ音标的44音段体系下，除了擦音 [Ʒ]和双元音

[aʊ]、[ɪə]和 [ʊə]，其余的音节都涵盖，占全部

音节的90.9%。这为描写和比较口音样本之间的

音段特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3. 音段特点的分析方法

对音段特点的分析与比较采用了三个步骤：

1） 主观听辨。借助Cool Edit软件，一位研究

者对口音样本展开音素记音描写。音素记音采用

国际音标符号，参考ODPCE的读音标准，借助附

加符号对语音细节进行必要的区分。然后，由另

一位研究者核查听辨，提供反馈，做出修正。

2）客观分析。借助Praat软件，分析辅音语

图，核查辅音音素的听辨描写；在语图上手动

测量元音共振峰数据，核查元音音素的听辨描

写；用MatLab绘出听觉元音空间（auditory vowel 

space）对比图；通过SPSS（13.0）检测部分元音

音段的共振峰数据差异。综合主客观分析，总结

得出各个样本的主要音段特点。

3）综合比较。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综合对

比样本之间音段特点的异同，讨论能区分出内圈、

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别的标志性音段特点。

1 这6段录音最开始是为另一个研究项目（中国英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准备的刺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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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段特点的综合对比与分析

表1对6个样本的音段特点进行了综合对比，总结出如下特点：

表 1 6种口音样本的音段特点之综合对比

      口音类型
音段特点

内标口音 内族口音 外圈口音 扩展圈口音

BE样本 GAE样本 BAE样本 IE样本 CE样本 JE样本

r 化特征 一贯非 r 化 一贯 r 化 混杂 : 5 : 6 混杂 : 6 : 5
混杂  :  5 : 6扩散，

[kʰənthinjɚs]
混杂 : 6 : 5

弱化现象 一贯 一贯 混杂 : 8 : 3 混杂 : 6 : 5 混杂 : 7 : 4 混杂 : 5 : 7

声学元音空间
（单位 Bark2）

宽大
16.98

宽大
13.82

居中
8.81

偏小
4.31

居中
7.74

居中
7.72

元音
音位合流

无 无
有 : 

/æ/ 向 /ɛ/
有 : 

/ɪ/ 向 /i/
有 : /ɛ/ 向 /æ/ ；

/ɪ/ 向 /i/ ；/ʊ/ 向 /u/
有 : 

/ʊ/ 向 /u/

擦音 /θ, ð/ 稳定 稳定 固定替代 固定替代 混杂 混杂

擦音 /v/ 稳定 稳定 稳定 混杂 混杂 稳定

节尾流音 /l/ 稳定 稳定 稳定 卷舌化 元音化 元音化 / 卷舌化

擦音 /h/ 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x/ 替代 稳定

齿龈塞音卷舌
化

无 无 无 很频繁 无 无

鼻音脱落现象 无 无 无 无
少见 3例 [naɪ(n)ɾi 
naɪ(n)], [i(n)spɛk]

无

塞音脱落现象 少见 : 2 例 多见 : 8 例 频繁 : 14 例 有时 : 4 例 有时 : 6 例 有时 : 5 例

齿龈塞音闪音化 无 一贯 : 7 例 常见 : 4 例 无 常见 : 4 例 鲜有 : 1 例

清塞音
送气特征

稳定 稳定 稳定
不送偏多
混杂不定

词尾送气
过于明显

不送偏多
混杂不定

1）在 r化特征方面，内标样本虽然泾渭分明，

但是都具有一贯性，而非内标样本都体现出混杂

局面，虽然 r化与否的样例都不尽相同，但在数量

上都大致相当，体现出均衡混杂态势。值得注意

的是，扩展圈CE样本还出现了1例乱卷舌的现象，

即拼写中没有字母“r”的单词也出现了 r化特征，

如单词“continous”被读成 [kʰʌntʰinjɚs]。这种现

象可以被称为“r化扩散”现象。

2）在弱化方面，内圈样本有着一致的表现，

而外圈和扩展圈样本呈现混杂状态，弱化与否的

样例和数量都不尽相同，体现出非均衡混杂态势。

3）在元音空间 1上，内标样本的元音空间

最大，为16.98和13.82（Bark2），大致为非内标

的2—3倍，而 IE样本最小，仅为4.31（Bark2），

不足BE样本的三分之一（参见图1）。UPSI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的数据表明在451种语言中，

多于14个元音音段的只有14种（3.1%）。根据

KK体系，英语中的元音音段有17个，数量明显

偏多，依据最大分散化理论（Maximal Dispersion,

参见Thomas 2011：274-275的相关论述），内标

英语所需元音空间也相对较大；非内标英语受到

其他底层语言（substrate language）的影响，元音

空间大大缩水。

1 元音空间图是由8个单元音（/i-ɪ-ɛ-æ-ɑ-ɔ-ʊ-u/）相连而成的多边形构成。用于绘图和计算的MatLab程序由北京大学
中文系博士生桑塔和信管学院本科生田葭分别提供，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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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个样本的听觉元音空间对比

4）内圈样本没有发生元音音位合流，而其

余4个样本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音位合流，其中

CE样本体现了3组元音合流。独立的T检验分析

（Independent T-test）和听感判断表明：（1）BAE

样本中/ɛ/与 /æ/在F1（t=–0.543, df=15, p=0.595）

和 F2–F1（t=0.437, df=6.836, p=0.676）上都不

具有显著的差异，听感表明是 /æ/向 /ɛ/靠拢合

流，如单词“tank”（2例）,“contact”和“that”。 

（2）IE样本中 /i /和 /ɪ /在 F1（ t=0.471, df=28, 

p=0.641） 和F2–F1（t=0.601, df=27.514, p=0.553）

上都不具有显著的差异，听感表明是 / ɪ / 向 

/i/靠拢合流，如单词“heating”，“indicate”，

“centigrade”，“degree”，“indicate”，“inspect”和

“devices”。（3）JE样本中 /u/和 /ʊ/在F1（t=–0.562, 

df=2.213, p=0.626）和F2–F1（t=0.731, df=2.054, 

p=0.539）上都不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听感表明

是 /ʊ/向 /u/靠拢合流，如单词“should”和“to”。 

（4）CE样本中 /i/与 /ɪ/在 F1（t=–0.657, df=31, 

p = 0 . 5 1 6）和 F 2 – F 1（ t = 0 . 0 8 2 ,  d f = 3 0 . 8 9 5 , 

p=0.935）， /ɛ /与 /æ /在 F1（ t=–0.320, df=17, 

p=0.753）和F2–F1（t=1.147, df=17, p=0.267），以

及 /u/和 /ʊ/在 F1（t=–2.222, df=5, p=0.077）和

F2–F1（t=1.388, df=5, p=0.224）上都不具有显著

性的差异，听感表明是 /ɪ/、/ɛ/和 /ʊ/分别向 /ɪ/、 

/æ/和 /u/靠拢合流，如单词“degree”、“inner”、

“ temperature”（3例）、“ inspect”、“should” 

和“to”。

5）就舌齿擦音 /θ, ð/来看，内标样本有稳定

的表现，内族和外圈样本用塞音 /t, d/来替代，扩

展圈样本则体现出多种音素兼有的混杂局面，其

中CE样本出现3种形式，即 [s， tθ, θ；z， dð， ð]，

JE样本出现2种形式，即 [ts，f；d， d̞]。

6）在唇齿擦音 /v/方面，内圈样本和 JE样本

表现稳定，而非内圈的 IE和CE样本表现出混杂

局面。在 IE样本中，音位 /w/和 /v/合流成为音 

位 /ʋ/，具体语音实现有3种形式 [ʋ, v, w]：在

圆唇元音前是 [w ]，例如 [wɔɭʋ ]（va lve）和

[ʔəwɔɪɖ]；而 [ʋ]或 [v]的出现在样本里无规律可

循，[ʋ]出现频繁，例如 [ɹəɭi:ʋ]、[əʋ  ̮wɔʈ̬ʱǝ]、

[ɖɪʋaɪsəs]和 [əʋʔɔ˞ɖɚ]，[v]只有 3例，[vɛn]、

[vɪɭ]和 [əv̥ kɐnʈɪnjɪs]。在CE样本中，音位 /v/表

现出2种变体，有时为 [w]，例如 [əwɔɪ(d)]和
[diwaɪsəz]̥，而有时为 [v]，例如 [ɹili:v  ̮væɞv]。

7）在节尾流音 /l/的语音实现上，内圈样本

表现稳定，均为浑厚的 [lˠ]（dark/l/）；CE和 JE样

本体现出元音化的特点，实现为 [ɞ]；IE样本普遍

带有卷舌化的特征，实现为 [ɭ]，JE样本也出现1

例卷舌化现象，[vaɭ]（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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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E样本把声门擦音 /h/实现为软腭擦音

[x]；IE样本频繁地出现了齿龈塞音卷舌化的现

象，实现为 [ʈ，ɖ]。

9）各个样本都出现了词尾和词中音段的脱落

现象。在塞音脱落上，BE样本最少，BAE样本最

多；另外，CE样本还脱落了3例节尾鼻音；在齿

龈塞音闪音化方面，BE、IE和 JE几乎都没有体现，

而BAE和CE样本在可能的情形中，有一多半都

出现了，GAE样本则有一贯的闪音化表现。

10）在清塞音的送气特征上，内圈样本表现

稳定；而非内圈的 IE和 JE样本不可预测，频繁地

出现节首清塞音不送气的现象，而CE样本体现出

词尾清塞音送气过于明显的现象。

5. 标志性特点的提出

从表1可以看出，这6个样本的音段特点既独

立鲜明，又相互关联融合。表2集中展现了能够

区分出内标、内族、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6

个标志性音段特点。

表 2 区分三大英语类型的标志性音段特点

      口音类型
音段特点

内标英语 内族英语 外圈英语 扩展圈英语

弱化特征 混杂

元音音位合流 发生 /ɛ-æ/、/ɪ-i/ 或 /ʊ-u/ 音位合流

r 化特征 混杂 混杂或扩散

擦音 /θ, ð/ 固定替代 语音实现混杂

节尾流音 /l/ 卷舌化

清塞音送气特征 节首没有送气；节尾送气明显

下文对这6个标志性音段特点展开讨论与 

阐释。

第一，混杂的弱化特征是区分出非内标英语

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英语中常见的语法词弱化现

象是比较独特的，受底层母语的干扰，非内标英

语出现混杂现象。

第二，出现 /ɛ-æ/，/ɪ-i/或 /ʊ-u/音位合流是

非内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英语的元音数量

较多，这三组元音对立在很多语言中是缺失的。

在UPSID的451种语言中，含有音位 /i-ɪ/、/u-ʊ/

和 /ɛ-æ/的分别只有42种（9.3%）、34种（7.5%）

和5种（1%）。受到底层母语影响，非内标英语

往往会产生上述合流现象。这三组音位合流是中

国学习者的英语语音特点（梁波 2000）；有多项

文献指出印度英语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不区分

音位 /i-ɪ/，以及音位 /ɛ-æ/（Maxwell & Fletcher 

2009： 54）1；基于声学分析，Nihalani（2010）发

现新加坡英语和日本英语不区分上述三组元音。

第三，混杂的 r化特征表现是区分出非内标

英语的标志性特点；r化扩散是区分出扩展圈英语

的标志性特点。内标英语口音虽有 r化口音和非 r

化口音，但都体现出一贯的 r化特征，而非内标

英语则体现出混杂的 r化特征。此外，扩展圈英

语还表现出 r化扩散的特点。教学实践表明 r化扩

散在CE口音中是很常见的，如 [aɪˈdɪə˞]（idea）

和 [ˈbrɛkfə˞st]（breakfast）。

第四，擦音 /θ，ð/被替代是非内标英语类

型的标志性特点；擦音 /θ，ð/的混杂语音实现是

区分出扩展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舌齿擦音 

/θ，ð/在语言中出现频率很低，UPSID数据分别

是4%和4.9%。受底层母语的干扰，非内标英语

出现替换现象。内族和外圈英语属于后克里奥尔

语形式，呈现固定替换的模式，而扩展圈英语处

于中介语的不同阶段，往往会表现出混杂的语音

实现。

第五，节尾流音 /l/的卷舌化是非内圈英语类

1 Maxwell & Fletcher（2009）中的7名印度北方男性却区分音位 /i/和 /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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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标志性特点。外圈 IE样本体现出普遍的卷舌

化特征；扩展圈 JE样本出现了卷舌的 [ɭ]。教学

实践表明节尾流音 /l/的卷舌化在CE口音中并不

少见，如 [smɔɭ]（small）和 [faɪɭ]（file）。值得

说明的是，节尾流音 /l/的元音化也出现在内圈英
语类型中（Cruttenden 2001：203；Thomas 2011：

128），因此区分性不大。

第六，清塞音在节首没有送气，或者在节尾

送气明显是非内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送

气与否是区分英语节首清浊塞音的主要标志，

而词尾清塞音的送气会大大减弱，甚至不送气

（Cruttenden 2001：151-152）。受底层母语的干扰，

非内圈英语往往会表现出节首清塞音没有送气，

或者节尾清塞音送气过于明显的特点。Coelho

（1997：572）回顾文献，总结得出印度英语清塞

音的送气变体具有不可预测性，常出现在词尾。

总的说来，上述标志性特点是基于对6个样

本数据的主客观综合分析而作出的保守推断，也

参考了部分相关研究发现，符合中介语和语言习

得的基本理论，可以初步看作是在有充分准备的

朗读任务中，可以区分内标、内族、外圈和扩展

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音段特点。但是需要说明的

是，鉴于研究样本在数量和代表性上的不足，我

们应当对这些发现留有谨慎态度，它们仅仅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基础，亟待进一步的探究。

6. 对语音教学的启迪

源自语言使用环节的世界英语已经对教学环

节产生了影响，促使人们去反思英语语音教学的

内容与标准。不同的人对世界英语的影响有着不

同的阐释，同时得到不同的启示。一种是“民族

身份”的观点，涉及教学标准，认为语音偏误正

好反映出使用者的民族身份，语音教学不但不必

去纠正，还应该去倡导和保留体现民族身份的特

有偏误，要让世界英语真正成为带有世界各国风

味的交流工具，以彰显各自特色，体现公平。在

国际交流中保留各自的民族特色，这本是无可厚

非的，但作者认为民族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具有各

民族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不应

该表现在作为内容载体的语言交流工具上。如果

受到各民族母语影响的英语口音特点得到“弘

扬”，顺畅便利的口头国际交流就会受到极大地影

响，实质性的民族优良内容难以被理解和被欣赏，

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

本文发现的6个区别性的音段特点被多种英

语类型所共有，没有看到属于各自英语类型的代

表性偏误。这说明，即便是在不同母语的干扰下，

英语音段特点会出现一些常见和共有的偏误，难

于找到能够真正反映出某个民族身份的专有偏误。

也就是说，“民族身份”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缺

乏真实存在的音段物质基础。“民族身份”的观点

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导致语音教学缺失

较为统一的标准，难于规范世界英语的语音特点，

无益于国际间口头交流的效果和效率。

另一种是“够用就行”的观点，涉及教学内

容，认为只要不影响理解交流的语音偏误，语音

教学就不必过多地计较，而应该只关注那些影响

沟通的语音偏误。Jenkins（2002）提出的英语通

用语共核（LFC，Lingua Franca Core），就是这种

观点的典型代表。Jenkins（2002）建议把LFC作

为英语通用语语音教学的重要内容，并认为LFC

比通常采用的GA和RP体系更加可教和可学，并

在国内有着一定的影响（如崔晓红 2012；黄婷、

李琳 2010；余亮妹 2014）。LFC有着强烈的简化

主义色彩，如同历史上对英语词汇的一些极端的

简化主义做法 1，其在语言教学和使用中的效果和

效率是不容乐观的。Jenkins本人对LFC也是持谨

慎态度。Jenkins（2002：97）就指明，LFC以外

的语音内容是否在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还需要更

多的相关研究来证明；Jenkins（2009：201-202）

也承认，目前没有足够的研究发现来让我们预测

出英语通用语的共同点的范围，很有可能针对不

同地区（如欧洲和东南亚）的英语通用语的研究

1 虽然 Jenkins（2000：158）自认为LFC“既不是一套语音标准，也不是一个具有Quirk的Nuclear English风格的受控简化核
心”（转引自Dauer 2005：549），但是LFC客观上具有明显的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色彩，与Ogden的Basic English、Quirk的
Nuclear English和Nerriere的Globish多有相似（参见Seidlhofer 2011：156-170对后三者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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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现不同的变体，就像英语母语中的北美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英国英语等变体一样。

在英语应用中，比较容易去有意回避一些单

词或语法现象，但很难去避免使用某些音段。本

文提出的6个区别性的音段特点不应该在语音教

学中去刻意地简化和忽略，而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以求在教学环节减少英语类型之间的差异，尽可

能地统一英语语音物质形式，为沟通铺垫好英语

语音基础。如果沟通理解过多地依赖言语之外的

线索，其效果和效率必定大打折扣，难于满足深

层次的国际交流。在使用环节上，交流双方也应

该了解这些区别性音段特点，知己知彼，才能保

障高效顺畅的沟通。“够用就行”的观点反映出的

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容易导致语音教学出现片面

和破碎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全面和系统的英语语

音教学。

值得庆幸的是，“够用就行”和“民族身份”

的观点在英语语音教学中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

层面上，对教学实践还没有带来明显的实质性影

响。首先，内标英语（GA和RP）是绝大多数学

习者所接受和向往的学习标准和目标（Timmis 

2002；梁波 2009）；其次，英语教师在理论上可

以接受或考虑英语通用语的概念，但是在教学实

践中还是坚持内标英语的标准体系，把学习者的

不同发音看成是偏误（Jenkins 2005；Sifakis & 

Sougari 2005）。在当今世界英语的局势中，也只

有GA和RP两种内标英语是现有成形和广为熟知

的描述系统，把它们作为国内英语语音的教学标

准与目标，这是对英语教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

件的遵从，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但是“够用就行”和“民族身份”的观点值

得我们去审视，对其潜在的后果要保持警醒，以

免英语语音教学在国内受到进一步的忽视和边缘

化。这两种观点是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去主张简化

教学内容或是降低教学要求，是对现有英语语音

教学现状表现出来的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这不

但不利于语音教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反而会使

已经相当薄弱的语音教学雪上加霜。世界英语首

先应是以统一系统的英语语言形式为载体，然后

才是以多样的各民族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为内容。世界英语所要求的不是只要“够用就行”

的简化破碎的英语形式基础，也不是各自为政、

弘扬“民族身份”的英语形式基础，而是统一系

统的、有生命力的英语语言形式基础。因此，在

教学环节中，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和现实，摆脱狭

隘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羁绊，展开统

一和系统的英语语音教学，促进其健康发展。

7. 结语

现有的英语语音特点研究也还很少对内圈、

外圈和扩展圈英语语音特点展开对比分析。在这

方面，本文做出了尝试，对6个朗读录音样本的

音段特点展开主客观的描写、对比和讨论，初步

揭示了6个区别性音段特点，并讨论其对国内英

语语音教学的启示。我们希望这些描述性的分析

发现和教学讨论有助于大家正确认识世界英语，

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实用主义的误区，

促进国内英语语音教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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