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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Xiehouyu
Zou Chun-ling

Zhang Wei-wei

（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40，Chin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the topology attribute operation model of Xiehouyu by means of topology theory in geometry． Xiehouyu has the identity inference result and assimilation inference process． Topological nature refers to the kind of attribute
of spatial objects which shows invariance over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Xiehouyu is that
tenor = vehicle，which is realized by the invariance in topological natu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 invariance refers to
two constant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lignment and a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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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歇后语的雏形在《史记·魏世家》有过记载，魏国大

性。表述和表征在形式和内容上可以千差万别，意义上
却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同一性，称其为歇后语的拓扑性

臣苏代曾说： “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

质。拓扑性质源自几何学，指图形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

火不灭。”此后歇后语作为传统语言现象之一，沿用至今。

变这一性质。如鸟在天空翱翔，无论它的拓扑形状如何

歇后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 前半部分是字面的显性表述，

发生变化，都可以识别为鸟。以此类推无论歇后语如何

称为前文或喻体； 后半部分是隐性含意的解释，称为后语

遣词造句，喻、本体都可作出同一性质的解读，二者得以

或本体。歇后语结构的修辞研究颇多，认知机理解读却

连通（ alignment） 的根源在于各自属性的貌离神合，即属

少，本文旨从拓扑属性角度阐明歇后语内在操作机制。

性实现同一（ identity） 。经由属性的牵线搭桥，本体和喻

歇后语的本质是借用喻体概念内涵集中包含的某涵

体的话语意义可识解且不变。认知主体可将毫无关联的

项作为意向性表意基础，引申、激发成为另一概念，构建

两事物在观念中解读为具有同一性，认知同一性是思维

本体来解读喻体。歇后语的构建是将喻体中某涵项进行

常态（ 洛克 1959： 78 － 85） 。所谓属性的同一是认知中将

“隐含表述”从而形成相对应的内涵概念来“显性表征”喻

不同属性经由连通等认知操作视为同一。本、喻体的结

体，隐含表述 = 显性表征，涵项在歇后语中通常指心理属

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拓扑结构的变化性，而属性连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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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体的意义解读使歇后语具有拓扑性质的不变性，即为

歇后语的拓扑解析

作，强调剩饭和其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在下句中，如：
② 这小子是孙悟空怀孕，一肚子的猴。（ 廉越《走西

变化中的不变。歇后语操作程序离不开认知 主 体 借 助
本、喻体拓扑性质同化过程对事物和现象实施的属性同
一性的主观意向性解读。拓扑属性的同化（ assimilation）
是在意向性控制下主观性地将本体和喻体的种种属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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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孙悟空”和“猴”之间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相关性，
是隐、转喻同时操作的认知结果。歇后语喻体的意义透

某一个切入点上归为同一，使二者具备相同或者相似的

明度相对较低，喻体间接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认知主体将

心理特征，且成为歇后语恒常性和不变性的 操 作 步 骤。

对某一事物所留存、过滤、选择、创生和记忆的主观属性

歇后语的认知表征是本体 = 喻体； 喻体、本体是以属性为

跨范畴寄托、臆断和随附给另一事物的过程和结果，是借

常量的连通体（ alignment） ，在意义上异曲同工，说明歇后

助另一事物的属性表征该事物的意义。认知主体通常根

语具有语词变换中保持属性不变这一拓扑性质。

据不同的需要而使用意向性内容和态度不同的喻体来传
输与某种本体属性相关的意义，存在转喻性思维。这也

2

歇后语的认知特征： 属性的恒常性

歇后语渗透着喻体迂回表述、本体直接表征的语用

同时说明属性是表意的根基，由来已久。所谓“属性”的
操作模式原本是随着基因和文化的演变而不断流传下来

意图。喻体可视为传统语用学的“所言”（ what is said） ，

的人类思维瑰宝。原始人群为了自保和演化，对外界事

继而“所言”不可避免地指向后部的功能属性含意，形成

物的认知通常从其功能和属性着手，久而久之形成属性

“所含”（ what is implied） 。歇后语前部使用间接性表述，

保留的习惯，并将之随附给同类或者异类的具有相似和

暗示性地指出后部的内涵属性，间接表述是直接表征以

相关属性的外界事物。如当人群看到火，先感知它的热

属性为操作手段的拓扑结构，属性是间接可以解读为直

度和烫伤力，继而认知到它的伤害性，提炼成为火的属性

接的推理路径，属性同时为整体话语意义的识解提供心

之一。在以后的岁月中，如果再次遇到温度较高的物体，

理可及（ accessibility） 。歇后语的后部表述所指向的属性

通常第一信号的“意识性”反应是会被烫伤，第二信号的

往往不止一个，必须借助即时语境和意向性选择适用度

“意向性”反应是要远离火种。人类将特定的属性自然归

和可及度高的属性充当表征性的意义解读，催发后部的

结到特定类上，不管这个属性是否为其中心属性，反之亦

属性简约挑明前部意向性内容的含意。所言和所含在具

然（ Prasada，Dillingham 2006： 52 ） 。属 性 归 类 （ 同 类、异

体歇后语中，或许只出现一个，或许同时出现。

类） 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和话语路径。属性以其

所言指向所含的认知操作绝不是单纯针对词语或者

先语言而存在的优势恒常地作用于人类思维，且在外界

话语本身固有的意义作出解释，更多地受到认知因素的

事物中坚持不懈地寻找可依托的事物和现象，以求新的

干预和介入，本、喻体属性势必产生意义的认知同化是歇

认知。这是歇后语的表述千变万化但却万变不离其宗的

后语操作的基本原则。在主观意向性结合语境参数的条

成因，这种态势也成全了性、状变化而属性不变的拓扑思

件下，将本体知识集合中能搜索、抽离到的话语相关属性

维构建。因此操作歇后语时，属性的解析往往是惯势性

对喻体表述进行主观性的意义赋予和强加，是歇后语属

地首当其冲。

性连通、强赋的操作过程。歇后语的喻体和本体之间不

避开直接语而选择歇后语的根本原因是本体和喻体

一定有必然的相关性，能够使二者关联的关键是挑选本

之间势必产生连带性属性互通，即存在固定的、较为固定

体内涵集合中某一属性，将之暂且认作是喻体的边缘属

的乃至非固定的相关、相似或者相邻关系，在特定语境下

性之一。喻体字面表述也不一定具有隐含的意义，只有

可以用其中一个概念激活另外一个，借助联想实现含蓄

在主观意向性的介入下，才使喻体产生间接性，才使本、

的交际目的，且借此扩大字面表述和客观事物之间的距

喻体在属性基础上产生意义的归同。一再强调主观意向

离，并以此切断表述或者客观事物与心理表征之间的隔

性是为说明必须在心智依据上为歇后语找到解释的基本

阂。喻体和本体殊途同归的互连手段是二者属性的同一

理念和运作机制。拓扑性质是一个适合描述认知心理过

结果和同化过程。在认知语用角度看歇后语 有 如 下 特

程的变量，本文认定拓扑属性同化现象是歇后语认知操

点： 首先，歇后语直接和间接之间的心理距离大。歇后语

作的基本单元。歇后语的操作中存在借此说彼或者以此

通常是为了避开直言不讳而诞生的间接表述形式，会借

代彼的隐、转喻思维，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 相 似 和 相

相关的概念、语词等将属性意义婉转地传递出去，并指向

关； 这是隐、转喻程度相对较弱的非字面意义的间接言语

直接表征，通常表达和表征之间存在很大的概念性心理

表达。例如：

距离。例如：

① 你小子真不愧是吃剩饭长大的，一肚子馊主义。
（ 周振天《神医喜来乐》）
“剩饭”和“馊”之间存在以类别代属性的转喻思维操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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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上的虱子”是间接性的表达，直接的心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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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这一现象的某一个边缘心理属性———地滑。“虱子”

识行为，其表达、生成和理解外界事物和现象中的惯性运

和“地滑”没有必然的相关和相似，解读起来心理距离甚

作原本是任何思维操作的本源和本质。类 － 属思维模式

远，须要在意向性下且受控于特定情景对二者的属性进

（ category-attribute alignment） 是人类的默认性、根本性的

行搜索和匹配，对本体和喻体属性的同一化探寻是歇后

惯性思维，它天生固有且不断发展进化。两岁半的儿童

语操作的特点之一。

完全自然而然且自发性地、恰当地形成并凝练指类思维

其次，歇后语通常借客体事物体现主观意向，因人而
异。歇后语不仅反映说话人意向性的属性意义，也同时

（ Gelman，Goetz，Sarnecka，Flukes 2008： 156） ，且 在 以 后
的发展中形成指类思维惯性的话语方式。

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意义。说话人意义不可能是词中公认

如此看来，属性当之无愧是歇后语得以实现的基础

的、社会已经固着的意义，因为它通常包含着反映说话人

和依据，在彰显歇后语功能方面功不可没。这使貌似毫

个体性制约、由该个体性提供理据、反映说话人对事物、

无关联的不经之谈能激发必要的认知触点，触发认知主

现象、特点和过程等实施特殊认识的认知内容； 同时，这

体长短期记忆中的主观感受、意象和意向性，激活本体和

种认知内容可能与言说某种语言的说话人集体或群体关

喻体的连通。这说明歇后语绝非是修辞格和语用意图两

于相应事物、现象、特点、过程等的共性认识（ 表象） 不一

个领域的专利研究，对歇后语挖根寻源的必经之路是将

致，甚至对立（ 李洪儒 2011： 18） 。因此语词相同的情况

其当作认知语用现象研究，且构建以属性为基础的诠释

下，说话人和听话人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如例③

路径。具体说来本文对歇后语有如下几点认识： （ 1） 歇后

中“秃头上的虱子”不仅有“地滑”之意，更常见的意思是

语借助属性链条，穿针引线，将本体、喻体通透连通，喻体

“明摆着”。这说明喻体在不同条件下所归纳的属性不尽

旨在抛砖引玉，激发相关、相似的属性意象和概念表征；

相同，也随之会指向不同的本体意义。尽管前、后部分存

（ 2） 歇后语的喻体表述和本体表征势必将各自属性内涵

在因果关系的提醒，喻体作出何种解读，要视当时语境和

集进行同化，实现本体 = 喻体，二者的等同关系是同化的

听、说双方的意向性而定。“虱子”类和“地滑”属性之间

结果，而不是自然的等价； （ 3） 连通、同化过程可以归纳到

是隐晦的暗指，由于存在曲折迂回的属性连通程序，解读

以属性为核心的拓扑研究框架，确认为本体和喻体的属

结果可能十分迥异。除上述两种解释外，听话人在其他

性本为同根的拓扑属性同化现象。

语境介入的前提下，也可能会另作他讲。因此歇后语未

歇后语的拓扑属性： 变换中的不变

必只存在字面的间接含意和属性表征直接领会之间的一

3

一对应，更有可能是间接字面对应多重直接 属 性 表 征。

所谓拓扑结构源于几何学研究，拓扑（ topology） 是将

继而在意向性的控制下对本体多重属性表征进行选取，

物体的位置表示成抽象的位置。拓扑性质只考虑物体之

且与喻体在某属性意义上达成同一性。

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变换前后发生的大小变化、形状

尽管歇后语的解读不一而同，但大多借助连通、联想

变化和彼此间的距离（ 《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2002：

过程，从喻体指向的与之相关、相似的功能和属性角度找

1962） 。如用绳子弯成方形，再拉扯图形作出形状上的连

出解读方式，这不能目光短浅地局限在从喻体到本体或

续变换，方形会不再那么方，直至近似圆形或其他不规则

者逆向的直接挂钩，而是中介性地存在另外一个必不可

形状。但在拓扑变换下，只要不断开、不重叠、不在已经

少的转喻性运作过程，称作属性的赋予和强加。该中介

固定的边界之外又另加图形，它们都是等价的，它们的拓

过程的操作顺序和步骤具有恒常性，通常从本体中挑选

扑结构是同胚（ homomorphism） 的，它们的外形轮廓是连

恰当的属性，且将喻体和本体所指向的属性在意向性下

通的，这是它们的连通性（ connectivity） （ 徐盛桓 2014： 9） 。

进行同化，获取意义。这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不同的歇

这里的要点在于： （ 1） 拓扑理论只考虑位置关系，而

后语表述中传递的意向性内容千差万别，只能依靠一个

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变换，如无论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都

相对稳定、共享的因素牵制住解读走向，才能对话语意义

是方形； （ 2） 拓扑注重连通，比如一个人无论在什么背景

产生真正的识别。再者人类惯性思维层面的含意探寻方

下，都能被识别为人类，可能位置和远近等发 生 拓 扑 变

式是类思维（ generics） ，强调类 － 属联结进行推理。对话

化，但是其辨识度不变，这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性，即事物

语属性进行随附性归纳这种行为的自然形成，是人类得

的拓扑连通本质，说明视觉和知觉的摄入都具有拓扑性

以发展和延续的必然手段和不得不采用的措施。经过长

质。“知觉对象的拓扑学定义已经被大量的行为学实验

期积累，某一事物的多重属性逐步被认知、被开发以及被

所验证。”（ 陈霖 2008： 718） 歇后语的认知本质是知觉的

顺理成章地用作思维模式。此种积累过程促使属性心理

识别，喻体变换，本体不变，反之亦然，形成二者之间拓扑

模型持续形成且固化留存，继而自然而然地随附和寄托

性质的不变性。歇后语“间接就 是 直 接”（ INDIＲECT =

给外界不同事物，成为对新语言现象生成和推理的根据

DIＲECT） 的解释可从其建构性的拓扑性质入手。对“I =

地。属性同外界事物的连带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无意

D”的具体解释是： 间接表达变换为直接表征后，间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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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就“是”直接表征，这种既变换又没变的特征充分表明

形式各异的拓扑结构，它们的连贯性是拓扑性质。而属性

歇后语中拓扑性质的作用，间接变换为直接后性质保持

的同一和同化正是这些在拓扑变换中形成的众多拓扑结

不变。“I = D”就是歇后语的拓扑属性表征方式。所谓属

构得以保持连贯性的恒常不变的结果和程序。例如：

性包括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物理属性是事物的本体性

⑤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 容易近视。

质； 心理属性则指“事物自身的性状特征等作用于感知主

“走着瞧”和“容易近视”都是对喻体从本体属性角度

体的心理所得到的心理感受，例如所引发的感受、愿望、

进行的解读，表达形式是各自不同却又与喻体相关的拓

信念、感情等”（ 徐盛桓 2011： 26） 。拓扑属性则多为心理

扑结构。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本体和喻

属性。

体的连通手段一直都是各自内涵集合中某一属性的契

歇后语喻体表述的可以是事物和现象本身，也可是

合。这说明本体和喻体之间尽管存在拓扑结构的变换，

二者的状、性和行为等，但大多没有客观事实根据可言，

而拓扑性质却始终保持恒常不变且发挥作用。歇后语只

如“泥菩萨过江”，菩萨本是虚幻之物，过江的行为更是无

能借助将本、喻体相关属性的主观同化过程来表征其恰

稽之谈。这说明歇后语可进行无中生有的表述，使歇后

当语境下的最佳解读。

语萌生虚拟性本质。要阐释虚拟性的理想意象如何指向

说话人的主观性语用意图借助歇后语的喻体表述进

本体又是如何为人所理解和精通，必然牵扯到一个意象

行表达。所谓主观性是说话人受自己的某种目的驱动或

中恒常存在的因子，否则歇后语的生成和解读就毫无根

者因为自己某方面存在需要而对语言已经固着的群体意

据可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通关系会成为 荒 诞 之 谈。

义以及现有语言单位实施改造（ 包括添加、删减） ，对语言

据上文，该恒常因子实质上是认知主体突显（ highlight） 出

既成规则的偏离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性； 主观化则是这

来的某种与本体相关的固定和非固定的心理属性，又将

种特性的实现过程（ 李洪儒 2011： 17） 。歇后语的拓扑属

该属性主观性强势地随附给喻体作为解读依据。歇后语

性同化操作就是无所不在的“主观化”的实施过程。歇后

的本体和喻体最终在二者共识的属性上达成同一。喻体

语的表述已经彻底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性南辕北辙，是

是歇后语对外界事物天马行空的联想和生成意象的过

主观化作用下的“语言改造”，改造过程中，心理属性越发

程，对客观事物进行虚拟性语言构建，具备心理属性而忽

突显，形成主观化作用下一意孤行的属性表征。心理属

视物理属性； 本体无法似喻体那样想入非非，更多的是循

性的作用尽管在歇后语中根深蒂固，但认知主体各异，在

规蹈矩。首先是认知主体对本体进行物理属性的理性逻

不同语境下心理属性的谋和程度可能产生很大的差异，

辑选择，但如果物理属性对解读无用，认知主体则凭借自

因此歇后语中主观化的喻体含意有时在本体中无法直截

身主观的知觉和感受进行属性覆盖，力求在心理属性上

了当地剥离出与之匹配的意象，如“黄鼠狼给鸡拜年”，不

达成本体和喻体就某一感受上的共鸣，形成属性作用下

借助拓扑属性的单挑独斗，就无法了解该话语意向性下

的连通。歇后语的操作存在直接和间接相关、相似的共

的意象和意义，只有通过对喻体和本体属性的提炼和连

相属性，这是歇后语的起因之一。例如：

通才能使歇后语的含意浮出水面。

④ 我坐你车，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 2013 春晚小品《搭把手不孤单》）

通常喻体通过间接方式来表述某个属性，而本体属
性是无限接近喻体属性的拓扑表征，相当于概念的内涵；

其中的喻体“小青蛙”也可以改成其他的绿色生物，旨

拓扑结构（ 本体、喻体） 相当于概念的外延，是属性得以提

在凸显“绿色”，
这是喻体变本体不变而属性依然可同化的

炼的基础。歇后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通是某概念内涵

现象。“绿色出行”亦可改成“当自己是个人物”，这是本体

和外延的传承。所谓“传承”，指歇后语中本体部分将拆

变喻体不变，
突显另一属性却依旧可以同化的现象。这里

解自己属性内涵集合中的内容，依据语境的不同，选择一

要强调无论怎样变化，
本体和喻体都具有属性同一的结果

个涵项内容“传输”出去，再另选择一个相关事物或者现

和属性同化的过程。莱布尼茨（ G． W． Leibniz） 曾提出同一

象作为喻体，选取能恰当表征这一喻体概念的语词来承

物的不可分辨原理（ 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of Indiscerni-

载，即给喻体部分另觅蹊径，重塑一个实质性的说法，形

bles） ，
强调意义上“同一”，
其宗旨是： 对于任意个体 x 和 y，

成“本体就是喻体”，喻体对于本体具有拓扑性质的不变

当 x 和 y 被看成不可分辨的，
就可以被认定它们是同一的、

性。内涵集合中的某同一化的属性则为二者 链 接 的 纽

等价的、
可以替换的（ Leibniz 1969： 309） 。

带，该属性称作拓扑属性。

本体在具体歇后语中表征它的属性之一，喻体也指
向该属性，如“孙悟空”是猴，“猴”也是猴，二者不可分辨，
因此属性同一。本、喻体属性连通的关键在于二者的属

4

歇后语的拓扑操作———属性同化

“属性同化”是认知主体在主观意向性调控下，将本

性必然同化也必须同一，这是歇后语变换中的不变。歇

体的属性随附给喻体求解，形成二者属性的同一化过程。

后语的拓扑变换涵盖各种具有内在同一性又互相连贯且

所谓主观意向性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为我们理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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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添加一个十分必要的维度（ Kemmer 2005： 80） 。歇后

变） 。拓扑属性决定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具有不可分辨的

语是本体和喻体之间语言转换过程，从一种表述形态到

同一性，其“同”在于属性 （ 即表征） ，“异”在于值 （ 即表

一种属性凝炼，从喻体表述到含意表征，需要听话人对说

述） 。歇后语中的同一性即从不相似中感知相似，不相关

话人的因时空差异的表述间接性作出解释，解释过程是

中体验相关，亦即本体和喻体属性同化的过程。同一性

对不同属性进行同一性归纳和同化的过程。属性同化过

的推理和解读，不是认知对象的同一，就是认知属性的同

程需要经由主体思维的掌控，不可避免会有主体认知的

一（ 维特根斯坦 1996： 267 － 301） 。歇后语作为间接言语

局限性，可能生成多维变异的话语形式和概念表征，即拓

自始至终具有思维根本性建构本质，即属性同一性下的

扑结构。歇后语的拓扑性体现在变换是必然走向，变换

拓扑同化过程。歇后语操作是对属性同一的认知，如果

中保持不变的性质是它捍卫的核心，该核心的实现手段

要解读任一歇后语 x，其属性为 x1，势必要将任一表征 y

是“属性的连通和同化”。变换只是不同程度的量变过

的属性 φ（ y） 随附给 x 形成含意表征 φ（ x1 = y） ，“被同一”

程，无本质变化，喻体、本体的操作都是通过属性集合内

之后生成含意的同化结果。这是歇后语拓扑属性同化的

的搜索、寻找合适表征的过程。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属性

实质。如果说话人想要表达“人渣”这个本体属性含意，

同一性使得二者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不可分辨性。“设

就会刻意寻找与“渣”相似、相关的形态，以形成歇后语喻

置两件无法分辨的事物，就是在两个名称下设置同一件

体间接性表述，例如：

事物。某个体事物最终与某性质集合等同，以性质集合
为根据和基础也完全有可能定位到个体。”（ Leibniz 1969：
39） 性质集合即属性集合，属性为本体和喻体之间一脉相
承的唯一通道。
本体通常是对喻体从相关到彻底变更的一系列“变

⑥ 你是全身粉末性骨折吧。（ 人渣） （ 2014 年蔡明春
晚小品《扰民了你》）
“人渣”是 y 属性含意表征，随附给“粉末性骨折”表
述 x，二者属性在不可分辨原则下被同化，即 x1 = y．“粉末
性骨折”是受伤状态，构成喻体意向性内容的主要心理属

换”和“变通”的结果，将所要表达的含意通过喻体表述实

性，促使人们想到伤害、痛苦等的属性涵义集，设为 I1。

施表层转换之后，喻体的属性指向意义依然可以理解，说

“人渣”是道德败坏等心理属性，其涵义集设为 I2。I1 和

明在本体、喻体变换中始终存在属性互通过程，这是个恒

I2 不存在集体意义上的共识性，各自的属性解读相去甚

量。属性互通过程在歇后语操作中得以保持和发扬，维

远。但由于属性具有拓扑性质的变换中的不变性质，喻

护整体话语意义的“不变性”。歇后语前部、后部的形式

体属性必须等同于本体属性； 受控于本体、喻体不可分辨

变换是属性恒常互通基础上的变量过程，是保持不变性

原则，对属 性 匹 配、趋 同 的 识 解 是 大 势 所 趋，势 必 形 成

质的拓扑变换。属性在同化下保持不变是常规操作，这

I1 = I2。I1 和 I2 中存在两个相关的个体属性 y 和 x1，从 y

保证歇后语的本体对于喻体的不变性和整体话语的可解

的物理属性追根寻源，将结果随附给粉末性骨折，最终达

读性。歇后语的解读过程是在变换中保持不变的拓扑操

成二者在心理属性上的同化，形成同一，实现xy ［φ

作。逻辑论证式如： xy ［φ （ φ（ x）  φ（ y） ） → x =

（ φ（ x）  φ（ y） ） → x = y］。粉末性骨折和人渣的物理属

y］。对于话语陈述个体 x 以及话语表征个体 y，如果 x 同

性都是“渣子”的形态，但是在拓扑性质作用下和意向性

任一属性结合成含意表征，等价于 y 同该属性结合的含意

解读的要求下，趋同于本体的心理属性，再将本体的心理

表征，那么 x = y．

属性强势随附给喻体，以求解读，这就是同化的过程。歇

如果说话人要对某一事物、性状、行为进行恰如其分

后语的拓扑属性同化路径是本体心理属性强加给喻体的

的歇后语喻体表述，
首先须找到与该事物本身相关或相似

物理属性，且覆盖后者，形成心、物同化，心理属性和物理

的属性，
以便形成本体的表征。歇后语喻体的这种非直接、

属性之间是拓扑性质的属性变化，视为同一。属性涵义

虚拟的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们具有一种在不相关

“人渣”可视为任一性状和行为的核心属性，但是只能委

的事物或情景之中识破相关属性或关系的能力，正如无论

曲求全作为“粉末性骨折”的边缘心理属性。如何将头脑

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都可归结为方形的能力。这正是在

中关联性不大的属性同一于和再造于歇后语表达和解读

解读和提炼歇后语要义时须具备的拓扑感知。对于不同

中，
须要通过拓扑属性的连通和同化程序完成。属性同一

歇后语，
由于恒量与变量的比例不同，其可解读程度也不

是同一的结果，
连通和同化是被同一的过程。

尽相同。拓扑属性是歇后语本体和喻体变换过程中孕育

人类能够从大千万象中，漠视表述的差异，一针见血

出以属性为连通体的拓扑性质（ 保持不变的性质） ，也可因

地认知到最核心、最相应的拓扑属性，是因为属性本是人

本体和喻体可变性引发出一个或多个拓扑结构。
拓扑属性是个变量（ variable） ，体现同一属性的各种

类认知世界的前语言推理方式。无论万相如 何 姹 紫 嫣
红，属性都能够在随附给不同外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特

变换的语言表述是值（ value） 。歇后语中属性的拓扑变化

有的拓扑认知，这是属性在最初认知基础上依托于外物

在于值的不同。值可变，但万变不离其宗 （ 属性操作不

的种种植入和演化。这种演化是属性的拓扑结构，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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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落成。

变过程皆依据这种恒常属性而生。拓扑属性日积月累，
形成涵义概念集合，且在一定条件下作为语言包括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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