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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的不断发展, 功能语法理论 越来越受到 关注。本文 针对韩 礼德 ( H a lliday)提 出的系

统功能理论分析系统功能语法 所涵盖的理论观点, 并应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方法及模 式分析一个完整的语篇。分析 表明,
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框 架对语篇进行分析, 可以揭示语篇的深层含义和文体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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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ylistic V iew of D iscourse A na lysis from
the P er sp ective of System ic2F un ct iona l G ramm ar
W ang X in
( H arb in Engineer ingUn ive rsity, H arbin 150001, Ch ina)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f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 ing, the theory of system ic2functional gramm ar has been shown much
concern. This artic le has an overview of H a lliday. s system ic2func tiona l linguistic theory, m a inly of the theoretica l aspec ts of its
functional gramma r. A com plete discourse is ana lyzed through the me thod and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c2functiona l gramm a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 iscourse ana lysis w ith the system ic2func tiona l gramm ar structure can exp lore the deep m ean ing of the dis2
course and exp la in the cha racter istics of stylistics.
K ey word s: System ic2F unctional gramm ar; discourse ana lysis; character istics of stylistics
随着语言学及 语言教 学的不 断发展, 功 能语 法理论

把无限的口头语 言或书面语言结 合成一个 流利并 具有生

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了更好地 把握语 篇的实 质, 韩 礼德的

命力的语篇 0, 是 语言 使其本 身前 后连 贯, 并与 语境 发生

系统功能理论越来越受 青睐。他 所提出的 系统功 能语法

联系的功能。它把概念功 能和人 际功能根 据情景 语境在

理论是从社会 功能 角度 对语 言进 行分 析的 一种 方法, 也

语篇中组织成一 个整体 (朱永生 严世清 2001: 27)。

是 20世纪极具影响的一种语 言学理 论, 对 同语言 相关的

1. 2 对语篇特征的界定

各种学科, 如语言教学、
社 会语言 学、语篇分 析、
统 计学等

情景语境的 变项 制约 了对 语义 系统 的选 择, 因 而制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约了对词汇语法系统的选 择, 于是生 成语篇, 出现 各种各
样的语体。韩礼德认为, 语篇 是一个 语义单 位, 是 意义潜

1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势的现实 化。一个 语篇 必定 产生 于一 定的 语境, 同 时又

1. 1 语言的纯理功能系统

在此语境 中起 作用。语 境 包括 语场、语 旨和 语式。 语场

系统功能语法的 一个非常重 要的组成 部分是 纯理功

指 / 某种需使用语言 的社 会活动 的性 质 0, 它 主要 制约对

能即概念功 能、人际 功 能和 语篇 功能。概 念功 能指 的是

概念意义的选 择, 尤其 表现 在对 词汇 和及 物性 结构 的选

/ 语言能够传递新信息的功能, 是讲话者 作为观察 者的功

择上。语旨 指 / 参 与者 之 间的 社 会地 位和 角 色关 系 0即

能 0, 表达人们的 社会 经历和 内心 的心 理经 验, 同时 也表

/ 人际语旨 0以及 参与者 使用 语言 的目的, 也 就是 语言交

达事物之间 的各种 逻辑 关系。人 际功 能是 指 / 用语 言表

流中言语的功能 即 / 功能语旨 0。语 旨将制约 对人际意义

达社会关系和 私人 关系 的功 能, 是讲 话者 作为 参与 者的

的选择, 尤其 表现 在对 语气 结构 和情 态的 选择 上。语式

功能 0, 表达讲话者的意见、态度、评价和讲 话者与 听话者

指 / 语言在情景中的 组织 方式及 其功 能 0, 它 影响 到语篇

的相对角色关系。语篇功能 是指 / 语 言具有 一种机 制, 能

的衔接风格和谋 篇意义 ) ) ) 即真 正可以实 施概念 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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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意义的语义 ) ) ) 的选择, 主要表 现在 / 对主位 结构和

由主语和限定 成分 构成, 有 些小 句的 语气 部分 还含 有情

衔接手段的选择上 0 ( H alliday 1978: 144)。

态状语, 小句 中语 气成 分以 外的 成分 称为 剩余 部分。从
语气角度出发, 英语句子大致 分为两 大类: 直陈语 气和祈

2 语篇例析

使语气。小句的语气包 括主语 和限定 成分两 个部分。主

每个语篇都 有自 身的 特征, 所 以对 具 体语 篇进 行分

语可由名 词、名词 性词 组或 小句 来充 当。限定 成份 指时

析时, 要分析其中较突出的 层面, 而不 求面面俱 到。现以

态动词 ( 如 is, did, have 等 ) 和 情 态动 词 (如 can , m ay,

郑树棠主编的 5新 视野 大学英 语 6第三 册第 六课 / H ow to

must等 ) 。使用不 同的时间概念, 可 表明一个 命题与什么

P repare for Earthquake0为例, 运用系统 功能语法理论模式

样的环境有关, 情 态动 词可 表达 作者 对所 写内 容涉 及的

进行 语篇 分析, 从及 物性 结构、语气 和情 态、主位 结构和

概率或频率和意 愿或义务做出判断。
韩礼德认为 语气 表达 四种 言语 功 能: 陈述、提问、提

衔接手段等方面来量 化分析其文体特征。
2. 1 及物性结构特征分析

供和命令。通 常用于 交流 信息的 是 / 直陈 0语 气, 在 直陈

韩礼德认为概念 元功能反映 主客观世 界的事 物和过

范畴内, 用于表达陈述的是 / 陈述 0语气, 用于 表达提问的

程, 主要由小句 的及 物 结构 来体 现。一个 过程 包括 过程

是 / 疑问 0语气, 用于 表达要 求别 人为 自己服 务或 提供信

本身、过程的参 与者 及 过程 的环 境。这三 者简 略地 解释

息的是 / 祈使 0语气 ( H a lliday 1985: 97)。各种语气体现在

了语言结构如 何表 现真 实世 界中 的现 象, 而这 种表 现又

语法中就是陈述 句、疑问句 和祈使 句。语篇 / H ow to P re2

是 通过给 过程 分类而 实现 的, 分为物 质过 程、心理过 程、

pare for Ea rthquake0有陈述、疑问和祈使语气, 但以陈述语

关系过程、行 为 过 程、言 语过 程 和存 在 过程 等 六 种 过程

气 为主, 其目 的在 于向读 者传 递信息 、
表 明观 点与 态度,

( H a lliday 1985: 89 )。 通 过 对 语 篇 / H ow to P repare for

以便影响读者。在整个语 篇中共有三句祈使句:

Earthquake0小句的及物性结构进行分析后得 出共涉及 39

¹ Keep a fire extingu isher handy.

个过程, 各种过程所占比例如下表:

º A rrange an auxilia ry cooking and heating source that
can be used outs ide.

表 1 及物性结构特征分析
过程类型
总计
数量 39

» Keep a pair of heavy, com fortable shoes or boots in
物质

心理

关系

行为

言语

存在

29

0

5

3

2

0

5. 13

0

your home, at work, and in your veh ic le.
作者在这里 有意 突出 预防 地震 的发 生, 这 让读 者急
切地想知道地 震来 临时 该做 哪些 准备, 办 法是 否行 之有
效, 从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百分比 100 74. 36

0

12. 82 7. 69

在语篇 / H ow to Prepare for Earthquake0 中, 第一时态
动词主要以说话的时间作 为出发点来表明小 句中 / 过程 0

从表 1看, 在 6种过程中, 物质过程所占比例最高, 这

发生的时间, 现在 第一 时态 动词 在限 定成 份中 所占 比例

是符合语场需 要的, 因 为物 质过 程能 够体 现客 观世 界中

高达 71. 79% , 表明作者是在阐述一 种普遍现 象以及那些

所发生的一切 ) ) ) 已 发生的、正在发 生的和 可能发 生的,

对现在仍有影响的事物或 关系, 其中 有叙有 论, 表 明了作

表明作者 想尽 量 客 观地 给 读者 呈 现自 然 灾 害的 真 实概

者的态度与 观点 ) ) ) 地震 虽可 怕, 但要 树立 战 胜困 难的

貌, 这也是符合 一般 描 写性 语篇 的要 求的。其 次是 关系

信心。至此证 明本 篇的 语旨 不是 预测 将来, 而 是说 服公

过程, 关系过程 是对 客 观对 象的 描述 和判 断。由于 该语

众接受这一观点 。

篇是介绍性的材料, 必然要对 地震进 行概述 和判断, 所以

情态主要由 小句 中的 情态 动词 来实 现, 尤 其是 语篇

关系过程占 12. 82% , 仅次于物质 过程。通过使 用关系过

最后一段对情态 动词 / can0、/ m ay0和 / should0连续使用:

程, 除了用来表述事与事、人与人 以及人与 事之间 的关系

¼ A lthough sc ientists still cannot pred ic t earthquakes,

之外, 还能体现某种观点或态 度, 不仅符合 该语篇 语场的

and the general probab ility that a given p lace w ill have an

需要, 也 符合 该语篇 语旨 的需 要, 即 对事 件进 行评论, 需

ea rthquake.

要论中有叙, 叙中有论。相比 之下, 其他过 程在该 语篇中
所占比重都不 大, 表明 作者 对地 震这 一现 象的 描述 主要
想通过物质过程来实 现。
2. 2 语气和情态分析

½ Som eday soon it may actually becom e possib le to pre2
d ic t earthquakes w ith accuracy. . . .
¾ These precau tions can m ake a great difference in sav2
ing lives and preventing the loss of hom es.

人们在日常 生活 交往 中不 断变 换交 际角 色, 既 用陈

¿ Education concern ing how to survive an earthquake

述句来给予 信 息, 又 用 疑问 句来 寻求 信息。在 功能 语法

should be a m ajor emphasis for all governm ent program s and

理论中, 语气和 情态 是 人际 功能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语气

ea rthquake- re la ted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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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¼ - ¿句 中 连续 使用 can, may和 shou ld, 作 者在

两者的关系是: 连贯的语篇必 须衔接, 衔接 促进语 篇的连

明显地告诉读 者战 胜自 然灾 害的 可能 性与 必然 性, 并给

贯。所选定的 语篇 中作 者使 用了 各种 衔接 手段, 尤 以语

读者想象 的 空间, 假如 地 震就 发 生在 你 身 边, 你 会 怎么

法层上的衔接突出, 使用照 应、
替 代、省略手 段较少, 而连

想, 怎么做, 让读者发挥 自己的 想象力。使 用情态 动词还

接手段则使用较 多, 逻辑连 接手 段在以 上 / 连接 主位 0中

说明在解释所发生事件时, 并 非总是 进行断 言, 而 是使语

已提到, 在句子中间也有出现, 这 不仅有效 地保证 了句子

言显得婉转而不过激 , 从而充分表现出理性的一面。

的连贯, 而且实现了其主位推进。

2. 3 主位结构及衔接手段分析
语篇功能是 由主 位结 构、信息 结构 及 衔接 手段 来体

3 结束语

现的 ( H a lliday 1985, 1978) 。在功 能 语法 中, 一 个主 位结

文体分析方 法多 种多 样, 文 体学 家们 大都 将作 品阐

构由主位 ( them e) 和述 位 ( rhem e) 构成, 主 位是 话语 的出

释与语言 描写 有机 结合 起来。从 以上 分析 看出, 作 者对

发点, 是小句所关心的成分, 在语 篇生成的 过程中 小句的

语言模式的选择 受制于特定的语 境和作者 想要表 达的主

主位结构体现 文章 的谋 篇意 义, 正确 划分 各小 句的 主位

题。所选定的语篇属于 说明文 体, 但 与一般 的说明 不同,

可以帮助读者理清作者 的思路。 本文只重 点探讨 主位结

在整个语篇中作 者都未用一些令 人心生恐 惧的词 汇来描

构的标记性 和语 法衔 接中 的连 接词 在 语篇 / H ow to P re2

写地震是 一 种可 怕 的、威 胁人 类 生 命的 灾 难, 而 是 以日

pare for Ea rthquake0中的大量使用。

本、中国的具体事 实对 如何 根据 细微 迹象 预测 地震 以及

主位一旦 确定, 剩 下的 部分 是述 位。主 位 有标 记性

如何预防地震加以生动 细致的 说明。从语 篇层面 着手去

和无标记性 之 分, 这 种 分析 有利 于确 定语 篇的 主题。语

观察、分 析、掌握 其语言 特征, 对 我们 阅读起 到了 积极的

篇 / H ow to P repare for Earthquake0中 69. 23% 的小 句的主

作用, 有助于更自觉地寻找上 下文线 索, 从 而更有 效地获

位和 主语 重叠, 为无 标记 主位, 也就 是说, 大 多数 小句的

得信息, 进而找出其突出的部 分, 并将它们 与作品 的主题

语序是正常 的, 符合 提 供信 息的 需要。有 标记 的主 位在

思想联系起来。

语篇中也存在, 所 占比 例 30. 77% 。其 中状 语主 位, 多用
来表示让步、原因、
条件以 及时间, 突 出了逻 辑关系,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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