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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人们在语言交际中选择句式受到认知和语用因素制约, 其主要表现在认知语境、认知效果、
语用 意图象似性

以及语用现象语法化 等方面。说话者选择的句式结构是一种具有最 佳关联性 的明示刺激, 是对 语言符号 进行最 优化配
置, 旨在传递说话者特定的意图和话语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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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gn itive P 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Selection
of Sen tence S tructure in Comm un ication
G ao H ong yun Kuai Zhen hua
( A nhu iU n iversity o f T echno logy, M a anshan 243002, Ch ina)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the se lection of sentence structure is gove rned by cognitive and pragm atic factors, wh ich can be
illustrated in the aspects o f cognitive contex t, cognitiv e e ffect, pragm atic inten tion icon ic ity and pragma tic gramm a tica lization;
Sen tence structure is an ostensive stim ulus w ith optiona l relevance and the optim ized d istr ibution o f language sym bo ls, a im ing to
transfer speaker s spec ific intention and the im plicature o f the utterance.
K ey word s: sentence structure; cogn ition; pragma tics; intention; im plicature

1

引言

在语言交际 过程 中, 语言 的生 成和 理 解离 不开 人类
的认知活动 和 认知 规律。但 是, 语言 并不 能直 接反 映客

2 句式选择的认知语用阐释
斯波伯和威 尔逊 ( Sperber & W ilson)提出 的关联理论

观世界, 只能通过人的认知间 接反映 客观现 实, 即 认知是

( relevance theory ) 是认 知 语 用学 的 核 心理 论 ( Sperber &

存在 于 语 言 与 现 实 之 间 的 一 个 中 间 层 次 ! ( 赵 艳 芳

W ilson 1986/1995) 。该理 论从宏观 角度探 讨话语 产生和

2001: 8)。认知语言学认 为 句法 结 构在 很大 程 度上 不是

理解的认 知机 制, 描述 人们 对每 个话 语的 认知 过程。强

任意的﹑自足的, 而常常是认 知因素 促进的, 与人 的身体

调交际过程中 任何 信息 都是 一种 明示 刺激, 它 传递 最佳

经验﹑ 认 知 策 略 以 及 文 化 规 约 等 密 切 相 关 ( Langacker

关联性的假定 或期 待, 听话 者在 该明 示刺 激下 选择 恰当

1999)。因此, 语言表 达式 本 身仅 具有 产生 意义 潜势, 它

的认知语境, 以最小的认知努 力获得 最大的 语境效 果, 并

只有与人的认 知结 构相 互作 用才 能产 生意 义, 形式 结构

推导说话 者的 交际 意图。另 一方 面, 关联 理论 不仅 探讨

是受制于人 们 的认 知结 构。同时, 交 际是 说话 人有 意图

话语显义的获得 , 更关注在认 知语境 作用下, 听话 者推导

地传递特定的 显性 意义 和隐 性意 义, 从而 影响 听话 人心

话语的隐 含。因此, 我 们可 以运 用关 联理 论对 句式 的选

理状态的过 程。因 此, 说话 人在 描述 事件 过程 中必 然将

择进行认知语 用阐 释, 探讨 影响 交际 意图 和隐 含生 成与

其意欲传递的信息意图 与特定 的句式 结合起 来。在交际

获得的动因。

中, 句法结构的不 同选 择表 明句 法结 构的 使用 是一 个动

2. 1 认知语境

态认知过程, 一个 说话 者根 据不 同意 图进 行不 同选 择的

斯波伯和威 尔逊把认知语境 定义为一 个人所 感知或

语用过程。本 文从 认知 语用 视角 出发, 具 体探 讨句 式选

推理的各 种事 实构 成的 集合, 为 交际 双方 所共 享。语言

择的认知语用 制约 性, 揭示 语言 符号 ﹑认 知﹑ 语用 和客

的理解与使用往往涉及 交际主 体对语 境信息 的认知。何

观世界的复杂关系。

自然等认为在 交际 或理 解语 言时, 人 们须 要选 择﹑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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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顺应语 码和 语境, 以 扩 大或 丰 富交 际 双 方的 认 知环

境约束句式结 构的 意义, 而 句式 的选 择又 反映 人们 的认

境, 实现相互之间的互明, 从而保证 交际成功 ! ( 何自然等

知能力与 语用 目的。因 此, 交际 双方 要想 恰当 地选 择句

2001: 33)。因此, 语 言交 际的 基础 是交 际双 方 共享 的认

式结构和准确 地理 解句 式结 构的 语用 含意, 认 知语 境是

知语境, 对认知语 境的 选择 和利 用体 现说 话人 的交 际意

不可或缺的因素 。

图, 传递语言超载信息。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认为, 在语 言使用 过程中, 所有

2. 2 认知效果
人们的认 知 活 动 有一 种 规 律 性体 现: 实 现最 优 化。

语言单位的语 义似 乎都 在某 种程 度上 与语 境有 关, 若某

优化 !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条重 要认知规 律。正如斯波

一语言单位的 使用 总是 和特 定语 境发 生联 系, 该语 言单

伯和威尔逊所述 , 人类认知往 往力求 以最小 的心理 投入,

位和该语境就 会自 然而 然地 联系 起来, 有 关语 境内 容就

获 取最大的认知效果 ( Sperber & W ilson 1995: v ii)。因此,

会编入该语言 单位, 或 者语 境的 特征 就会 转换 到该 语言

理解话语时, 听话 人只 会关 注处 理那 些具 有足 够关 联性

单位上去, 成为该单位语义特 征的一 部分, 这一过 程即是

的话语, 而且倾向 于在 与这 些话 语最 大限 度关 联的 语境

概念化 ! (熊学亮 1999: 211)。在交 际过程 中, 人 们对言

中对其进行处 理, 并构 建与 这些 话语 有足 够关 联的 心理

语进行编码和解码时都 会选用 特定的 句式结 构。在某一

表征。这种关联倾向与生 成语言 学的语言 研究方 法上的

特定场合, 大脑会自动激活某 种恰当 的句式 结构, 因为特

经济原则 !一样, 蕴含着人类认知过程 的一条重要 规律:

定场合已经是 内在 化﹑ 认知 化的 语境, 而 语境 内容 已经

倾向于优化。人 们可 以 用不同 的思 路﹑ 策略 ﹑途 径﹑

成为特定语 言 结构 内涵 的一 部分。因 此, 特定 语言 结构

手段 来认 识事 物, 传 递信 息, 在具 体操作 过程 中, 处于不

被激活, 被说话 人从 记 忆中 提取 而加 以选 择和 利用。同

同层面针对不 同对 象, 为了 不同 目的 而采 取优 化策 略或

时, 这特定的语言 结构 也限 定听 话人 的认 知语 境的 选择

手段 ! (徐李洁 2003: 12)。

范围和句式结 构的 语义 解释, 从 而减 少听 话人 推理 时的

在语言交 际 中, 句式 选 择受 制 于 优 化 !认 知规 律。

心理投入。因 此, 特定 语言 结构 再次 激活 听话 人与 说话

英语基 本 句 式结 构 由 施 事 者 ﹑ 行 为 ﹑ 受 事 者 组 成, 即

人的共享认知 语境, 听 话人 自然 联想 到与 这种 语言 结构

SVO, 符合人们对客观世 界的 认知 规律, 而分 裂句 ﹑被动

有关的具体场合 (与 听话 人的认 知能 力有 关 ), 从 而推导

句﹑移位句等 变式 句偏 离人 们的 认知 规律, 然 而这 种偏

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和句式结构的语用含意。例如:

离现象并没有偏 离人们的经验、习惯 和认知 发展的 水平。

∀

a. John k issedM ary.

语言偏离结构有 一个从概念映射 或概念整 合到取 得固定

b. M ary w as kissed by John.

结构的过 程, 这一 过程 就是 语法 化过 程。这些 特定 的固

c. It w as John w ho k issedM a ry.

化句式的选择旨在实现 认知效 果的最 优化。说话 人根据

d. It w asM ary w ho w as k issed by John.

自己的语用目 的和 听话 人的 推理 能力、认 知能 力等 因素

e. W ha t John did w as kiss ing M ary.

选择特定的句 式结 构, 旨在 减轻 听话 人在 推理 过程 中的

.f W ho John kissed w as M ary.

加工努力, 从而能够获得最大 的认知 效果, 这就要 求说话

g. M ary John kissed her

人的话语表达 与听 话人 的认 知语 境足 够关 联, 那么 说话

对于同一个命题 # # # John亲 吻了 M ary, 由于 认知语

人话语的句式安 排对听话人而言 是一种最 优化的 明示刺

境制约, 说话人可 能会 选择 某一 特定 的句 法结 构来 凸显

激。这样, 听话人 就能 够运 用最 小的 努力 推导 出语 言符

自己的交际意图而在语 义结构 上强调 特定部 分信息。上

号的超载含意。例如:

述句式结构的选择反 映出说话人 的知识结 构和对 具体事

∃ A. W ho beatM ary?

件的认知状况, 从 而对 听话 人的 知识 状况 即听 话人 的预

B1. John bea tM ary.

设知识以及 认知能力产生几种不 同的假定: a与 e可用来

B2. M ary w as beat by John.

回答 W hat d id John do, 因 为 交 际 双 方 都 知 悉 John did

B3. It w as John w ho beatM ary.

som eth ing 这一语 境假设; b使用被动结 构, c使用分 裂句,

从命题意义角度出发 , 以 上 3种 回答没 有区别, 但传

它们都是针对 Someone k issed M ary 这一假 设而选 择的句

达的信息由于 使用 不同 的主 ﹑述 位, 句式 结构 就表 达不

式结构, 并且分裂 句 的使 用更 加 凸显 施事 者 John; d 和 f

同的交际含意。 B1使用无标 志主 位, 完全符 合人 们正常

句式 表明说 话人已 知有人 吻了 M ary, 而且 确认动 作的发

的认知规律, 但是 根据 句尾重 心原 则, M ary 是信 息焦 点,

出者是 John而不是别人, 但 d总体上属于分裂句, 其焦点

是本句强调的信 息单位, 承载 着超语 言的含 意, 这 显然与

M a ry比 f中的 M ary 具有更大的关注价 值; g 属于倒 装句,

A 问句内容不相关, 或者说相 关度 不够; B2和 B3 的回答

适用于 回答 W ha t happened to M a ry 这样 的问 题, 而 M ary

分别选择被动句和分裂句 , 通 过焦点 凸显, 一方面 说话人

只是起着引出话题的 作用。

的话语对听话人而言是明 示的、足够 相关联 的, 旨 在实现

我们认为, 句式的选择受 制于认 知语境, 因为 认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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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听话人的心理投入, 限 制了听 话人的 语境假设 , 因

话人的认知语境 与推理能力 的不同 认知假设 。句 a中的

而听话人能够 获得 最大 的认 知效 果, 理解 说话 人的 交际

说话人相信听话 人了解关于奥林 匹克在 句 b和 句 c中的

意图。

所列的知识框架 , 因而句式表 达简练, 听话 人无须 太多的

认知效果的优 化倾 向还 体现 在句 式结 构的 以 简驭

心理投入就能 迅速 激活 这些 知识 框架, 即 可获 得说 话人

繁 !。 以简驭繁 !的一些重要策 略和手段是从易到 难, 从

的交际意图。相比之下, 句 b和句 c中听话人须投入更多

已知到未知, 从凸显到一般, 从简 单到复 杂, 从近到远 , 从

的加工努力, 才能获得语言的超载含意。

外到里, 从表象到内核, 从具体 到抽象。在 以上二 元区分

在交际过程 中, 认知 效果 的 优化 倾向 体现 在言 语的

中, 一般 来说, 认 识过程 的前 者总是 相对 简单, 后 者总是

经济性和以简驭 繁, 制约了 说话人 的句式 选择。同 时, 也

相对繁杂, 所以这些策略和手段表 示的总倾 向就是 以简

使听话人以较小 的努力获得听话人的语用含意。

驭繁 ! (徐李洁 2003: 12)。 实质 上, 这 种 以 简驭 繁 !反

2. 3 语用意图象似性

映语用认知上的经济 原则。 L angacker认为, 语言的编码

语言的象似 性是相对任意 性而言 的。它是指 语言符

具有高度的 选 择性。最 显著 的是, 一 个被 感知 的事 件由

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 种自然的联系。 H aim an认为象

一系列复杂的 相互 作用 的网 络构 成, 有许 多可 能被 视为

似性主要指语言 的结构, 特别 是句法 结构, 甚至句 法规则

参与者的感念实体, 然而, 仅有一 些相互作 用的关 系以及

是非 任意 的, 是有理 据的, 也 就是 说, 句法结 构跟 人的经

参与者被明确地编码 入话语中, 被 强调的这 些概念 更少 !

验结构之间有 一种自 然联系 (H aim an 1985)。因此, 句式

( L angacker 1990: 213- 214)。换言之, 语义结构仅 是对概

结构与人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有着 相当程度 的对应 象似关

念结构的部分凸显, 两者不是 一一对 应关系, 概念 结构只

系。在言语交际中, 说话人根 据自己 的不同 意图, 将语言

有一部分投射到语义 结构上。

符号进行 不同 的 组 合来 表 征自 己 的概 念 结 构和 语 用功

关联理论认 为言 语交 际 是一 个明 示 - 推理 过程, 也

能, 这样的句式选择便具有 语用象 似性。对 此, 侯 国金提

是遵循经济原则的。因为 说话人 选择某些 最能够 反映话

出了 4 个原 则: 句式 - 意图 象似 性、话语 - 语境 象似 性、

语隐性含意的 信息 单位, 按 照约 定俗 成的 结构 图式 进行

话语 - 得体 象似 性和 话语 - 距离 象 似性 ( 侯国 金 2007:

排列组合, 因而 这样 的 话语 及排 列具 有最 佳相 关性。说

66)。其中, 句式 - 意图象似原则 认为假设 说话人 意图清

话人选择特定的句式 结构来激发 和调动听 话人的 概念结

楚 明了, 那么 就生 成表单 一意 义的句 式来; 模 糊的 意图 /

构, 因为这些概念 结构 已经 是语 言﹑ 社会 的概 念化 或图

语力理应 有模 糊的 句式 表达。这 里, 一个 形式 对应 一个

式 化, 是 一种 社会 心理表 征, 特定 句式结 构的 反复使 用,

意 义, 这种象 似称 为无标 记象 似, 它象似 于预 测性 意义、

最终实现句 式 结构 的语 法化。因 此, 在言 语交 际的 明示

常规意义或规 约意 义, 听话 人无 须花 费更 多的 精力 和时

- 推理过程中, 句 式结 构的 经济 性足 以使 言语 投入 与交

间就能解 读其 意图 和意 义。例如, 陈 述句 象似 于阐 述承

际需求实现均衡配置 : 说话人 言语表 达简化 与相关, 听话

诺和宣告 意 图, 祈 使句 象 似于 指 令 意图, 惊 叹 句 象 似于

人高效推 理, 从而 实 现言 语投 入 效 用的 最 大化 ( 向 明友

( 抒情 )表情意 图, 疑问 句象似 于询 问意图 。而那些 表达

2005) 。例如:

模糊意图的有 标记 性的 句式 象似 于额 外意 义, 处理 话语

%

a. O nly am ateurs can compete in the O lymp ics.

所需要的时间和 努力较 大 ( 何自然 2006: 99)。这 些有标

b. The O lymp ic G am es is an internationa l spo rting

记性的句式是偏 离常规表达, 所传递 信息的 预测性 较低,

competition he ld every four yea rs. On ly am ateur can com

因为一个句式 可用 来对 应双 重或 多重 意图, 这 就需 要听

pete.

者调用自己的 语境 假设 来确 定这 一句 式属 于何 种象 似,
c. T he O lym p ic G am es is an internationa l spo rting

从而获得 说话 人的 信息 意图。例 如, 陈述 句除 了象 似于

competition he ld every four years. On ly am ateurs that is,

阐述承诺和宣告 意图外, 还可 以象似 于指令 或询问 意图,

peop le who rece ive no paym ent fo r their spo rting activ ities can

疑问句既可以象 似于提问, 也 可以象 似于建 议或指 令等。

compete in the O lymp ic G am es. P ro fessiona ls that is, peop le

因此, 句式的标记 程度 在很 大程 度上 象似 于语 用意 图的

who rece ive some payment for their sporting a re not a llow ed to

标记性。

compete in the O lym pic G am es. ( Sperber & W ilson 1995:
218)

2. 4 语用现象语法化
语用现象的语法化是 指原先动态的 形式和意 义 !或

为了获得最 佳关 联, 说话 人将 隐性 含 意留 待听 话人

形式和功能 !关系,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 逐渐 静态化或固

去诠释, 说话人相 信听 话人 能够 以较 少的 心理 投入 来加

定化的过程 (熊学亮 1999: 190) 。在语言 使用 过程 中, 在

工说话人的明示信息 。说话 人隐含的 隐性 信息越 多, 双

特定语境中的隐 含意义逐步固 定为规约 意义, 也就 是说,

方互明程度越高 ! ( Sperber & W ilson 1995: 218)。上述不

此时该话语被 称为 无标 记话 语, 听话 人无 须花 费太 多的

同的言语形式 表明, 表 达风 格的 差异 是基 于说 话人 对听

精力就能推导 出话 语的 语用 意图, 其 隐含 意义 已脱 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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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境信息而 变为 规约 意义, 是 交际 双方 在意 义协 商过

句, 都旨 在凸 显自己 的交 际意 图, 传达话 语隐 含; 对于无

程中的一种默契。

标记和有标记 的句 式, 都是 言语 投入 与语 用价 值的 均衡

M o rgan提出 隐 含意 义 的短 路 !假 设 ( sho rt c ircuited

配置, 听话人在解读过程中付 出不同 的心理 投入, 而获得

conv ersational im plicature) (M o rgan 1978) 。他把隐 含获得

的话语隐含都具有最佳 的语用 效果。上述 各种认 知和语

所需的推理 (思维电 阻 ) 类比 成电工 中的 电阻, 而 一旦逻

用因素并非独立 运作, 它们之 间相互 作用, 共同制 约句式

辑结构和隐含 意义 之间 的关 系趋 向密 切, 在特 定场 合总

的选 择, 从而 揭示语 言符 号、认知、语 用和客 观世 界之间

是一起出现的 话, 该逻 辑结 构就 可以 直接 表达 该隐 含意

的复杂关系。

义, 此时推理这一思维电阻被 短路, 听话人 不再凭 借语用
原则经历一个 推导 过程, 而 是一 下子 就获 得说 话人 的语

参考文献

用意图和 该话 语的 隐含 (赵 艳芳 2001)。从 关 联理 论来

何自然. 认知语 用学 # # # 言 语交 际的 认知 研究 [ M ]. 上

看, 该话语是一种最关联的明 示刺激, 会产 生最大 的语境
效果, 因为听话人 无须 激活 太多 的语 境知 识进 行推 导就
可以获得其隐含, 此时的隐含应是强隐含。例如:
& a. W hy don t you jo in us?
∋

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何自然 冉永平. 关联理论 # # # 认知 语用学基 础 [ C] . 语
用与认知: 关联理论研究 [ A ].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
社, 2001.

b. W hy not jo in us?

侯国金. 语用象似论 [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2).

a. Can you open the door?

向明友. 论言语 配 置的 新经 济 原则 [ J]. 外 语 教学 与研

b. Is it po ssib le for you to open the doo r?
例 & a既象似于 提问 意图又 象似 于建 议意 图。该结
构首先表达的 是询 问不 加入 我们 的原 因, 而在 实际 的语
言使用中, 此意义逐渐从该结 构中游 离出去, 建议 语用意
图却凸显出来, 这 样该 语言 结构 就与 建议 语用 意图 之间
形成固定化的关系。 & b 的结构是 & a的优 化结构 表达,
更加凸显建 议 语用 意图。此 时, 听话 人无 须提 取相 关的
认知语境, 就能获 得说 话人的 交际 意图。在 例 ∋ a中, 该
结构虽然可以 表达 询问 对方 是否 具有 开门 能力 的意 图,

究, 2005, ( 5).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 [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
社, 1999.
徐李洁. 英语倒 装句再 研究 [ J]. 外 语与外 语教 学, 2003
( 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
社, 2001.
H anman, J. N atural Syntax [ M ]. C ambr idg e: Cam bridge U
n iversity Press, 1985.

但是在实际语言交际 中, 对听 话人而 言, 这 种意图 不是最

Lang acker, R . Concep t, Image, and Sym bol: The Cognitive

关联的。因为 在听 话人 的认 知结 构中, 她 已经 逐步 把这

Basis of Gramm ar [M ] . B erlin& N ew Y ork: M outon de

种结构与询问 自己 是否 愿意 开门 的行 为意 图固 定下 来。
此 时, 这 种意 图是 最关联 的, 是说 话人意 欲传 达的信 息。

G ray ter, 1990.
Lang acker, R . A ssessing the Cogn itive L ingu istic En terpr ise

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 说话 人也不 会使用意 图更加 明晰的

[ A ]. In the Janssen and G ise la R edeker( eds). Cogn i

表达如 ∋ b. 因为 ∋ b主要凸显礼貌因素, 没有 ∋ a表达得

tive L ingu istics: F oundations. S cop e and M ethodo logy

简洁。在语言 交际 中, 说话 人为 了尽 量减 少听 话人 的心

[ C ].

理投入, 以最经济的话语信息 传递自 己的交 际意图, 从而

1999.

实现最佳语用效果, 常常选择 这种化 石化语 用结构, 即该
句式结构因反复使用 , 其语用意图和语用隐含固定化。

Be rlin and N ew Y ork: M ou ton D e G rauyter,

M o rgan, J. L. Tw o T ypes of Convention in Indirect Speech
A cts. Sy ntax and Sem antics,

vo l. 9 [ M ].

A cadem ic

P ress, 1975.

3 结束语
在语言交际中, 由于认知 语用因 素的影 响, 交 际双方
不断选择﹑调 整﹑ 理解 特定 的句 式结 构, 传达 特定 的信

Sperbe r, D. & D. W ilson. R 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 M ].

Cam bridge, m ass: H avard U n iv ers ity

P ress, 1986 /1995.

息意图和语用含意。说话 人不管 使用常规 句式还 是变式
收稿日期: 2010- 03- 02

28

(责任编辑

李凤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