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汉语语境下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分析 

 

郝艳芳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批评言语行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也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重点

分析了汉语语境下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影响因素、所采用的语用策略及主观性表达的凸显。目的是让人们

懂得在实施批评言语行时，如何恰当的利用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去实现的最大的理想交际效果。并在此基

础上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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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观和礼貌原则的研究，对理解中国文化、减少跨文化交际冲突具

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对中国人的“面子”与礼貌行为的主要集中在跨学科多方法及新媒体平台

“面子”的研究上[1]。批评言语行为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言语行为之一，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实用价值。我国学者针对批评言语行为的研究的主要方向有批评言语行为自身研究，如，陈

建祥（2007）、侯风英（2011b）；批评言语行为的中外对比研究，如赵英玲（2003）、简正玲

（2007）；批评言语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如李琳（2005）、高鹏燕（2010）；批评言语行为的

综述研究，如，侯风英（2011）、刘焱（2015）；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如朱湘燕（2002），

康晓婷（2012）。但针对影响批评言语行为实施的主要因素及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主观性表

达凸显问题的研究较少，这是本文研究的方向。 

二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观与礼貌原则 

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在人与人的日常交际中都无法回避礼貌与面子的问题。但不同社

会文化背景的人对面子、礼貌行为的理解与认知却是大不相同的。如，中国文化的“面子”

观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与集体主义特征，而西方社会（主要指欧美等发达英语国家社会），

则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2]。本文着重考察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面子观与礼貌言语行为的

研究。 

“面子”的概念最初是由 Erving Goffmam 于 1967 年提出的。1987 年，Brown Penelope 和

Stephell C. Levinson 在《语言使用中的共性:礼貌现象》一书中提出了“面子理论”，并把面子

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正面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负面面子指不希望别人

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3]。 

中国的“面子”观念在 1890 年左右由美国传教士亚瑟·H·斯密斯通过其著作《中国人的气

质》引入西方社会。他在书中首先点明：“中国人的首要特质即是保全面子”[4]。这体现了中

国人对“面子”的重视。1944 年，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在《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首次把中国的“面子”和“脸面”概念引入英语学术界[5]。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汉语文化有重视“和合”,“尚同”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的“面子”观就

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与集体主义特征。谦虚也被认为是君子之为及有德的表现，“贬己尊人”

是中式礼貌最突出的特点[6]。这种文化环境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交际上得

到很好的体现。如交际中,不轻易发表和别人不同的看法,直接的指出别人的错误,以免伤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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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如果不得已要批评他人、指出错误是也尽量采用多种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方式,以

减少对他人面子的损害。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曾指出，“面子乃是中国人之头等大事，

乃是中国精神之纲领”[7]。可见，面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中国人对面子的追求，不仅仅体

现在人与人的交际中，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面都体现着中国人对面子的追求。如，日

常穿衣要干净立正，不蓬头垢面，就体现着对“面子”的要求。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面子、礼貌行为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针对西方文化为背景提出的

一系列面子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文化体系。顾曰国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

指出西方面子礼貌理论的文化普适性值得质疑[8]。如，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十分森严。

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臣子对君王、晚辈对长辈行跪拜

礼并不会对臣子、晚辈的面子构成威胁。所以 Brown 与 Levinson 的“面子威胁行为论”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言语行为也许并不适用。因此对中国的“面子理论”的研究需根据中国的

独特文化背景来构建一个适合中国理论框架。 

国内的一些语用学家结合汉语和汉语文化,对国外的礼貌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针对

Leech 礼貌原则的不足,徐盛桓先生提出了他对礼貌原则的两方面的构想:促进各方的关系和

为此而采取得礼貌策略[9]。顾曰国先生对 Leech 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同时提

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礼貌准则。他认为,礼貌在汉文化中有尊敬他人、谦虚、热情和温文

尔雅的基本特征。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总结了五条礼貌准则：“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与称呼准则；“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脸”“面子”与求同准则；

“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8]。本文采用顾曰国先生提出的礼貌原则。那么受儒家思

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影响的“面子观”，以尊敬他人、谦虚、态度热情和温文尔雅为基本特征的

礼貌原则，会对中国人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产生什么影响呢？ 

三 批评言语行为的定义、分类及影响因素 

言语行为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是人们对逻辑实证主义及语言意义的实证研究做出

的一种回应[10]。此时人们认为语句只能正确或错误的描写事物，句子是有真值的。John 

Langshaw Austin 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主要体现在《论言有所为》

（1960）一书中。这本书明确阐述了 Austin 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思想“说话即做事”，他认为

有些话语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说话本身就是做了某事，不使用语言说出来就不能做某事，

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对语言的研究从静态发展到了动态。Searle 在 Austin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说话者在表达Ａ的时候，其意图是在做Ｂ。按照这种理论，批评属

于典型的言语行为[11]。 

关于批评的定义，胡培安（2004）提出“批评是批评者对受批评者进行价值观的协调过

程，是批评者针对受批评者的理性缺失与情感迷惑而进行的阐明、说服、取效的过程[12]。”

由此看出，批评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每一次实施批评行为都有一个触发点即听话人出现

错误；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具体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方式会因双方的社会权势差异、亲属

关系远近、场合不同而有所差异。 

批评言语行为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比较常见，受到众多学者关注。根据 Austin 的“言语

行为”三分说，批评言语行为从广义上讲属于言外行为。具体指针对特定缺点、错误提出相

对应的意见，以达成让说话者对交际中出现较多的不规范、不符合说话规则要求的现象加以

改正的目的[1]。John Searle 对批评言语行为的解释是批评是针对听话者、断言与听话者有关

的某种状态，表达对听话者不赞成的负面评价[1]。综上得出，“批评”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说话

者认为听话者所言或所做之事是不正确的,批评言语行为是说话人指出受话人所犯错误的言

语行为。 

陈建祥（2007）根据说话人批评意图的隐显程度把批评言语行为分为两类，直接批评言

语行为和间接批评言语行为。直接言语行为指说话者的意图与话语字面意义的透明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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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间接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是通过另一言语行为的实施来实现的。如： 

（1）很明显，这事的确是你做的不对。 

（2）性急的师傅直通通地批评她：“像这个样子，你三年也学不会啊！” 

（3）大家都在排队,请你不要插队。 

（4）哇!新衣服不错嘛,料子挺好的,只是这个款式不太适合你 

前两个例子是直接批评言语行为，说话者直接的表达对听话人的不满情绪，属于直接批

评式。例（3）是给出了批评的理由，以请求的方式来达到批评的目的。例（4）通过借助褒

扬的形式进行批评，维护了听话人的面子。需要注意的是批评言语行为动词和批评言语行为

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批评言语动词的出现并不一定批评言语行为的实施，两者之

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 

（5）小王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要是再不好反思，我可真要公开的批评你了！ 

这个句子中出现了“批评”，但批评言语行为却未实施，表示的是一种警告的含义。 

（6）小李,你太粗心了,这么简单的错误都没发现？ 

在这个句子中，没有出现批评言语行为动词，但却实施了批评言语行为。 

上一章节中提到，西方学者提出的面子、礼貌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语境，是

因为二者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英语文化的礼貌原则是个体本位的,

而汉语文化的礼貌原则是关系本位的[14]。这种差异也会给中西方的批评言语行为造成一定

的影响。批评言语行为是一种有损他人面子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实施可能会影响二者之间的

关系。因此中国人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前，会对听话人与自己的关系进行衡量,根据衡量的

结果来采取恰当的批评策略。听话人感受到自己面子损害程度也与自己说话人的关系有关。

朱湘燕（2005）提出交际主体要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先确定自己在关系网络中与对方的相

对位置,主要依据是一个以交际主体为轴心、家族血缘系远近距离为 X 轴、社会权势地位影

响大小为 Y 轴的坐标图[14]。若交际中二者的关系只反映在 Y 轴或只处在 X 轴上，那在实

施批评言语行为时只需考虑一方面的因素，实施起来相对简单，即社会权势高、血缘关系近

的批评者往往会采用直接批评的方式。但许多情况是两种关系同时在起作用，此时以场合作

为衡量标准。在公开场合相对社会权力作用更大，而在私下场合时社会距离的作用更大[14]。

如，《红楼梦》十八回：元妃省亲。元妃回到贾府后，贾母作为长辈也要向自己的孙女行跪

拜礼。这是社会权利在起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等级观念、宗亲观念以及汉文化“和合”、

“尚同”的特征，导致人们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时候会自觉的去考虑这些因素，并据此来选

择恰当的批评言语行为。 

朱湘燕提出的“人际关系”坐标图直观的反映了人们在实施言语行为时需要考虑权势和

血缘因素，但在实际中实施言语行为之需要考虑的因素远不止这两点，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等等，都是人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晚辈对长辈一般不会采用直接批评的方式，而是

采用委婉的话语暗示长辈某事错了。 

四 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使用的语用策略 

何兆熊指出礼貌地使用语言就意味着策略地使用语言［10］。评言语行为是一种负面评

价、是威胁听话人正面面子的行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人十分的重视人

情和面子，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以“人情”为先，有时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也要维护自己和

他人的面子。因此为了降低对听话者的面子威胁，使批评言语行为顺利的实施，就需要使用

正确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 

顾曰国指出当人们考虑到自己或别人的脸或面子时，礼貌就成了很有用的语用手段。人

们遵循的是“求同准则”，实施求同准策略往往是“先褒后贬”,“先礼后兵”,即先把对方赞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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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指出并肯定双方共同点,给对方留脸面,然后再说出不同点[9]。Brown 和 Levinson 提出了

五种补救策略依次为：①不使用补救策略；②积极礼貌策略；③消极礼貌策略④非公开施行

面子威胁行为；⑤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他们认为,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策略是减少

面子威胁策略中最为礼貌的策略[3]。结合两位学者的观点可看出，在采取批评言语行为时，

以间接的方式来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是对说话人面子的最大维护，也是最礼貌的原则。尤其是

在中国这样以重视“和合”,“尚同”的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在采取批评言语行为时更具有倾向性

的选择则是间接言语行为。 

关于批评时所采用的语用策略不同学者划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吴淑琼（2004）把批评

的语用策略分为:移情、暗示、模糊限制语等 9 种语用策略［15］。这种分类存在重合的地方，

如非人称指向也可看作移情的方式。陈建祥（2003）提出发话者常用的语义策略包括给出原

因、反语等 14 种及各种策略的合用[13]。本文给出的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采用的语用策略

是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出分类： 

1.共情。即说话者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对听话者所犯错误的理解，以拉近二者之间的关

系。常采用的措施有移情、模糊限制语、人称代词的移用。 

（7）天天妈妈,我知道孩子年级还小，不是故意打碎我门家玻璃的。（移情） 

（8）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像你这样做。（模糊语） 

（9）小兰，我们不应该去欺负小明是不是？（“我们”代替了“你”） 

2.运用委婉语，引用原则、制度等来暗示听话者的错误行为。 

（10）我是真不想说,可是不说的话又不太好。小李，你这个礼拜已经迟到好几次了。（委

婉语） 

（11）老李，公司有规定，上班时间不能讨论私事。（引用规定） 

（12）老爸,医生不是说了不能喝酒吗?你怎么还像个小孩子呀。（引用他人话语） 

3.开玩笑。开玩笑是一种积极的礼貌策略,它可使说话者达到批评的目的而不威胁对方的

面子。 

（13）某学生老是爱打架，成绩总是倒数第一第二。该生毕业时学校让老师给学生下评

语。老师写道：该学生成绩稳定，动手能力特别强。 

（14）有眼不识新衣。（泰山） 

4.先扬后抑。即先肯定对方的优点，把对方赞扬一番，然后再指出不足。这样更有利于

对方接受批评，起到较为积极地结果。 

（15）你看看我们家女儿长的好看又善解人意，要是主动把房间打扫干净就更好了。 

5.采用疑问语气。 

（16）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你不要上当受骗了啊！ 

（17）爸妈,你们给我点自己的空间好不好? 

积极地把礼貌原则与批评言语相结合，恰当地使用言语批评策略，不仅有利于维护听话

人的面子，而且还有利于双方的交际顺利的展开，达到说话人的目的。 

五 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主观性的表达 

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也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

下自我的印记[17]。批评言语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带有说话人主观态度的语言表达行为，它

表达了说话人对社会中的某一现象或听话人的某一行为的不满情绪。因此探讨在实施批评言

语行为的时如何既顺畅地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又最低限度的损害对方的面子就很有必要。本

文以“不是我说你”这一类且表示批评行为的结构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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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会话中的“不是我说你”结构已经习语化为话语标记。它的语义真值为空，但却显现

出了特定的话语功能，即对后续话语进行强调，唤起对方对后续话语的注意，表明话主的态

度等[16]。“不是我说你”是人们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时，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而采用的一

种礼貌性的手段。“说你”就是“批评你”的意思。如： 

（18）赵老师，不是我说你，这孩子马上要去吃饭了，你也不知道提前准备餐具。 

说话者虽在前面说“不是我说你”，但后面的话语就是批评“老赵”。说话人这样说一是顾

及赵老师的面子，二是在提醒赵老师要注意后面的话。前后语义上的对比，更加明确的说明

说话人在实施“批评”的言语行为。 

“不是 XX”表达了说话者对所言信息的评价或态度，体现的是一种主观性的语言行为。

它主观性意义是通过两种语言形式传递给受话者的:一是这类话语标记中的人称代词的使

用，二是其中谓语部分的感情色彩[16]。如： 

（19）不是我批评他，实在是他这样做太让人伤心了。 

（20）不是他生气，你再这样爱搞小动作，我也不和你做同桌了。 

例（19）是说话人“我”向当场的听话人“你”传达自己对不在交际现场第三人“他”的不满

情绪，说话人说此话的目的就是想寻得听话人的认同，这就是一种言谈交互主观性的彰显。

例（20）是说话人想把第三人“生气”的缘由表述给听话人，体现了“我”与“你”的间接互动，

也传达了“我”得态度。所以，“不是我说你”类话语标记语都是说话人在用它组织话语时发生

主观化的，体现的是话主的主观情感。 

除了“不是我说你”类话语标记语外，本文认为像“我知道/我相信/我理解、/我懂你…可

是…”这类的语言表达也体现了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在批评言语行为实施中也起到与“不是我

说你”类话语标记相同的作用。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采用此类表达，属于上一章节所提到的

“共情”策略。 

六 总结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以 Brown 和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顾曰国的礼貌准则、Austin

和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探讨了汉文化语境下的面子观、礼貌原则、批评

言语行为的特点，重点分析了影响人们实施批评言语行为的主要因素及所采取的语用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以“不是我说你”这类结构为例分析了实施批评言语行为时的主观性表达。本文

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批评言语行为的精细化分析，在汉文化语境下的研究有助于验证言语

行为理论的普遍性。特别是对实施批评言语行为主观性表达的分析，这在之前有关批评言语

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级观念逐渐在弱化，人与人之间更多是讲究平

等对待，批评言语行为是否会有所改变，这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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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speech acts are common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pragmatics.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ragmatic strategies and subjective expression of 

critical speech acts in Chinese context. The purpose is to let people know how to properly use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and face theory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ideal communicative effect when implementing critical speech 

lines. On this basis,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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