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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言选择是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普遍涉及的一个研究课题。从语言选择的对象和目的两方面

看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具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对西方主流语言学进行反思

的共性 ,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同 ,而且各自也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认识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探索其各自背后的语言

哲学思想 ,而且有助于挖掘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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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oice is a top ic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 ragma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multip le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app roaches to language choice bear the influences of late modernity and carry with them a rebellion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lin2
guistics. Reviewing the functional, p ragmatic and sociolinguistic app roaches to language choice in term s of its op tions and aim s,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language ideologies underlying the app roach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te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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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选择是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选

定语言或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行为。总

体来讲 ,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

响 ,是对主流语言学的反思。语言选择构成功能

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课

题。语言选择的多视角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

学的一统天下 ,形成了语言研究的百舸争流。本

文从语言选择的对象和语言选择的目的两方面来

讨论功能主义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

言选择的研究 ,试图在后现代主义的大视野中考

察其各自研究的特点 ,并探索这些研究反映出的

不同语言思想及其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1　功能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韩礼德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将语言描写成“一

个在语言使用中实现的意义潜势系统 ”( Thomp2
son 2000 /1996: 221)。意义在这里已不再是结构

主义语言学中与具体语境相脱离的抽象意义 ,而

是与语境相关的意义 ,是说者希望听者理解的具

体意义。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意义即是语言在具体

语境中的“功能。”要获取信息 ,可能就要使用疑

问句而非陈述句 ,而且从朋友处获取信息时使用

的疑问句可能是随意的而不是正式的文体。这些

与语境密切相关的成分都构成意义的一部分。

研究语言的功能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的

问题 ( Thomp son 2000 /1996: 8)。韩礼德的功能语

法就是要研究选择的范围 ,一方面从需要表达的

意义 (功能 )出发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从表达这些

意义 (功能 )需要的措辞出发进行研究 ,但不论从

哪个角度进行研究 ,都要使两套选择项相互匹配。

从功能出发 ,就要考虑语境的问题 :决定某种意

义 /功能比另一种更为合适得体的语境因素是什

么 ? 但是 ,功能主义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更多地

放在选择的另一方面 :表达语境所要求的意义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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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 ,哪一种语言选择项更为合适。语言选择系

统提供许多词汇和结构方面的选择项 ,语言选择

的对象在功能主义语言学看来就是语法规则。功

能主义语言学在研究这些选择项被选择来表达意

义 /功能的同时 ,建立起以人际功能、概念功能和

语篇功能为主的系统功能语法。

我们从具体的语言选择实例来看语言选择与

语言功能的联系。

①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个省

份未发现疫情。

②我们没有在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新疆 6个省份发现疫情。

①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布病例报告时选

择的话语。在要求客观报告病例这样一个具体语

境中 , ①选择无生命主语 ,不参杂主观意见 ,客观

的报道疫情。如果像 ②那样选择有生命主语 ,就

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主观色彩。功能主义语言

学将这种选择系统称为语言的人际功能。根据功

能语法 ,人际功能由“语气 ”和“情态状语 ”来实

现 ,语气又由句子的“主语 ”和“限定成分 ”构成 ,

情态状语分成“评论状语 ”和“语气状语。”句子的

主语选择有生命的主语或无生命的主语就可在语

气方面构成语言的人际功能。这里 ,语言选择的

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词语 ,而是系统化为语法规

则的主语 ,语言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语言的人际功

能 ,决定语言选择的因素是语境。

③全国内地 14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病例

报告。

④全国内地 14 个省份发现非典型肺炎

病例。

③是病例报告的实际选择。根据功能语言

学 ,人们用语言谈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的事

物、时间、情态以及对世界的认识 (包括感情、信

念和思想等 ) ,构成语言的概念功能。“有 ⋯⋯

(报告 ) ”这一句式表达的是属有型的关系过程

(彭宣维 2000: 245) ,“发现 ”这一动词表达的是

物质过程。虽然 ③和 ④所表达的命题意义无大区

别 ,但是选择关系过程在更大程度上表明所述事

物的真实 ,表明它具有“客观性 ”( Kong 2001 )。

这里 ,语言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词或句式 ,

而是系统化为语法规则的过程 ;语言选择就是根

据语境的需要选择一定的“过程 ”来实现语言的

概念功能。

功能语言学通过对主位成分的选择来建构语

言的语篇功能。例如 :

⑤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 ,各地报

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

⑥各地 5月 8日 10时至 5月 9日 10时报告

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

在这两个句子中 , ⑤的主位由于不与句子的

主语重叠 ,成为标记性主位。病例报告实际选择

标记性主位 ,是说者刻意引导听者注意其“意义 /

功能 ”的一种选择 ,具体来讲 ,就是说者的意图是

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时间区间上。这里 ,语言

选择的对象也是系统化为语法规则的主位成分 ,

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语篇功能。

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进步在于 ,它摈弃了结构

主义语言学中关于意义靠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关

系确定的理论 ,提出意义的功能学说 ,把意义扩展

到语言的功能系统 ,通过研究语言选择确立意义

的动态特征。然而 ,功能语言学忽略了认知主体

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功能主义认为决定语

言选择的因素是语境 ,并非主观意识。人在语言

交际中选择什么语言或语言变体完全由语境决

定 ,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选择。另外 ,功能主义

只是研究了语言选择的原理 ,归纳出一些可供选

择的语法规则 ,即一套一套的选择项 ,或称之为选

择系统 ( system s of choices)。功能主义语言学在

提出语言是意义潜势系统理论的同时 ,其试图使

语法规则系统化的语言思想仍禁锢在结构主义所

追求的统一性、整体性和永恒性之中。

2　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语用学以研究语言运用为己任 ,对语言选择

的研究较功能语言学更为具体 ,提出“运用语言

必须包括不断进行的语言选择 ”(Verschueren

2000 /1999: 55)。这种语言选择可能基于语言内

部或 /和外部的原因 ,也可能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

作出的 ,但是 ,选择的过程被看作描述语言运用的

基础 (Verschueren 2000 /1999: 58)。

从语言运用即是语言选择这一命题出发 ,

Verschueren (2000 /1999: 59 - 63) 提出有关语言

选择的三个关键概念 :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这

不仅仅是传统的地域、社会或功能意义上的语言

变体 ,而且是各种可选择项的整体范围 ;这个范围

是不断变化的 ,不是固定静止的。商讨性指语言

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地按照“形

式 - 功能 ”关系作出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语用原

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的。没有规则决定

使用这个语言形式而不使用哪个语言形式 ,有的只

是可操作的原则。这意味着许多不确定性。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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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者的不确定性 ,也有来自听者的不确定性 ,还

有来自选择本身的不确定性。选择本身就是动态

的。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能供选择的语言项

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 ,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

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是既相互联系又有

等级差别的三个概念。相互联系表明 ,没有语言

的变异性就没有商讨性和顺应性 ;语言没有各种

各样的变体 ,选择就无从谈起 ,也就无所谓商讨性

和顺应性。等级差别在于语言的这三个特点有着

严格的顺序。语言首先具有可供选择的一系列语

言变体才会导致语言运用由不断的语言选择构

成 ,而语言运用一旦成为根据不确定的原则和策

略从多变的可供选择的语言变体中进行选择 ,交

际的成功只能靠顺应来保证了。

语言的变异性表明 ,语言选择的对象不再是

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 ,而是实际运用中的语

言或语言形式 ,包括语音、词汇和各种语言策略。

语言选择的目的在语用学看来就是交际的成功。

Verschueren基于语言选择的研究提出顺应理论 ,

就是分析人们在交往过程中 ,为了使交际顺利进

行 ,交际双方要不断进行语言选择 ,以彼此顺应。

语言选择在语用学的研究中被看成交际双方寻求

共同点的工具。语用学关于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

代主义特征在于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语言

运用是不确定的 ,是无规则可循的 ,要保证交际的

成功 ,只有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根据变化性极强

的原则和策略不断的进行语言选择和商讨。

3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功能语言学基于对语言选择的研究 ,提出语

言的三种元功能 ,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模

式。Verschueren从语言选择的研究入手 ,提出顺

应理论 ,使语用学成为一种理论综观。社会语言

学更注重语言选择在社会情景中的实际意义 ,注

重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身份地位、思想意识及

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语言

变异研究为重点的早期社会语言学中主要表现在

语言选择反映出选择者的身份地位方面。Labov

对纽约市三个百货商店的语言调查就是变异社会

语言学在这方面研究语言选择的一个代表。这三

个商店从地理位置、刊登广告的报纸的读者群、所

售商品的价格、商店内的环境以及员工的工作条

件和工资几方面都有等级差别。他对这三个商店

的 264名售货员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 Excuse me,

where are the women’s shoes? 售货员回答 : Forth

floor. 售货员在发 [ r2l]这个音时反映出的差别与

其所处的商店等级差别相一致。“售货员由发 [ r2
l ]音的不同比例造成的差别与商店在语言外部因

素方面的等级差别顺序完全一致 ”(Labov 1997 /

1972: 175)。

Labov的语言变异研究虽然涉及到语言的选

择与社会身份地位的关系 ,但这种选择和功能语

言学和语用学一样 ,被看作无意识的选择 ,所以语

言选择只能是被动的显示语言变体与社会等级之

间的单一联系。与 Labov不同 ,另外一些社会语

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选择是选择者表达自己思

想意识和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这里我

们集中讨论 Gal和 Heller的研究。

Gal(1998)观察了奥地利东部欧伯沃德小镇

年轻妇女选择德语或匈牙利语的情况。欧伯沃德

是当时农业欧洲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进程的一

个缩影。在欧伯沃德 ,匈牙利语象征着农民的社

会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匈牙利语意味着与农

民的牵连。而德语由于象征着工业化 ,在人们心

中享有更高的威望和更正面的联想。这只是德语

和匈牙利语价值的一般情况 ,考虑到性别、年龄和

社会网络等变量因素 , Gal发现 : (1)男性居民中 ,

年轻一代使用德语比老年一代多 ;而且每一代人

在交谈对象不是农民时使用德语最多。 ( 2)女性

居民中 ,年轻妇女使用德语比任何一组人都多 ,甚

至比年轻男性还多 ;这些年轻妇女与农民交谈时

几乎和与非农民交谈时一样不用匈牙利语。Gal

特别解释了年轻妇女频繁使用德语的动机。这些

年轻妇女不顾她们的交谈对象是否是农民 ,一律

使用德语进行日常交流 ,表明她们向往一种新的

社会身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转型期 ,农

民的社会地位不再受到崇敬 ,尤其对年轻妇女来

说 ,嫁给一个工人意味着幸福生活的开始 ,所以 ,

她们极力选择象征工业化的德语进行交谈 ,不是

为了适应交际对象的需要 ,也不是为了交际的成

功 ,而是要通过语言选择来表明自己的思想意识 ,

来代表自己向往的新的社会身份。她们拒绝使用

象征农民地位的匈牙利语可以被看作她们拒绝农

民身份和农民生活整体活动中的一部分。她们不

想做农民 ,也不想用语言体现出自己是农民。她

们通过语言选择实现了社会转型期间自己社会身

份的变化 ,使语言选择成为她们参与社会变革的

语言形式。

与 Gal对社会个体通过语言选择参与社会实

践的研究不同 , Heller ( 1995 )的研究涉及到机构

通过语言选择实施象征性控制 ( symbolic dom ina2
tion) 的问题。象征性控制指社会集团通过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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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观点和文化实践确立成最有价值的标准来保

持对其他社会集团的控制。语言实践可以建立机

构的规约 ,而语言的规约是机构规约的一个组成

部分。标准的知识是机构中特许的专家的知识 ,

用来更好的完成机构的使命 ,因此 ,也是统治阶层

的文化产品。统治阶层通过赋予某种知识形式合

法性 ,通过限制获取有价值的知识的渠道 ,来实施

象征性控制。Heller就是通过研究加拿大安大略

省法语教育的情况 ,说明学校作为机构如何通过

选择语言来实施象征性控制的。在加拿大 ,魁北

克省以外的法语处境十分艰难 ,在安大略这样说

英语的省份 ,说法语的人为数不多 ,他们采取不同

的方法试图建立法语自治区 ,尽管不是领土意义

上的自治。其中一个使其努力合法化的策略就是

强制建立法语区 ,由此 , L’Ecole Champ lain高中

成了这些讲法语的人在安大略享有单一法语特权

的社区。这里 ,语言选择成了社会集团实现自己

价值观念、并把这种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人的工具。

通过象征性控制 ,学校机构将法语规定为学校的

单一语言 ,并将学校建立成单一的法语社区 ,这是

语言选择的结果 ,同时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它

可以使说法语的人受益 ,同时又使说法语的人脱

离了英语世界。在这所学校里 ,中产阶级的子弟

因为要继续升学 ,比较遵守学校的规定 ,自觉说法

语 ;那些工人阶级和非洲血统的孩子因为回家要

讲英语 ,就不大遵守学校说法语的规定。象征性

控制下的语言选择成了一把双刃剑。

社会语言学将语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扩展 ,

同时 ,对语言选择目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语言

选择的目的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不是表示语言

的功能 ,也不是交际得以成功进行的工具 ,而是语

言选择者构建自己社会身份、地位、参与社会变革

的手段。语言运用者的主体位置被真正确立起

来 ,从而动摇了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孤立研

究语言封闭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基。

4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对语言选择的多视角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

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反映。“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

代 ,它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 ”(利

奥塔 1997)。在语言研究方面 ,后现代主义追求

语言研究的多视角 ,摈弃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 ;追

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 ,摈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

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确立“意义观 ”,

认为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而不是靠

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和确定的某种实体或

关系。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考虑词与物的关系 ,

认为符号的能指不但与所指密不可分 ,而且还会

反过来影响所指 (于鑫 2003)。

纵观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语言研

究的后现代特征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形成的各种语言思想的发展结果。根据福柯

(2001)对“认识形态 ( ep isteme) ”的研究 ,在文艺

复兴时期 (14 - 16世纪 ) ,人们根据相似关系从已

知中发现未知 ,所以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建立

在“相似性原则 ”的基础之上 ,语言与事物难以区

分 ,语言如同植物、动物一样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

神秘而模糊的事物。在古典时期 (17 - 18世纪 ) ,

语言从存在物中退了出来 ,成为透明和中立的符

号 ,此时 ,“意义 ”的概念出现了 ,词与物之间的关

系呈现出“表征性 ”,即词用观念去表征事物。在

现代时期 (19世纪 ) ,表面的表征让位于对深层规

律的探索 ,人们已不满足于建立“语法 ”这类词语

表达事物的秩序 ,而是热衷于语音和语法系统中

的规律。为探求词与物之间的“深层次 ”关系 ,历

史比较语言学应运而生。在当代 (20世纪 ) ,结构

主义语言学盛行 ,词与物被完全分离 ,符号仅指涉

其他符号 ,而不指涉外界事物 ;语言被看作一个独

立自足的结构体 ,是一个以任意性为基础的具有

层级的符号系统。20世纪下半叶以来 ,语言研究

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 (季国清 1999)。

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研究的影响来看功能语

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 ,可

以发现它们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它

们都摈弃结构主义僵硬的语言思想 ,摈弃静态的、

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 ,转向研究动态的、不确定的

语言运用 ,认为意义不是事先确定的 ,而是构建的

结果。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后现代特征可以用

Kilpert的“互补性 ”和“不确定性 ”( kilpert 2003:

184 - 188)来概括。Halliday摈弃结构主义的二

元对立学说 ,侧重研究语言运用 ,并把语言系统和

语言运用联系起来 ;根据功能主义的语言选择研

究 ,语言功能由语境对语法规则的要求来实现 ,语

境的变化决定语法规则的选择 ,意义不再是事先

确定的字面意义 ,而是实际应用中通过语言选择

来实现的功能 ,从而确立了意义 /功能的动态特

征。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对语言运用的不确定

性更是明确再三。这首先体现在选择对象的扩

展。语用学的语言选择对象不是固定的语法规

则 ,而是实际运用中范围不确定的语言要素 ,包括

语音、词汇 ,也包括语言策略 ,甚至“活动 ”( ac2
tion)这类非语言的交际因素也被纳入选择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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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 Scollon & Scollon 2003)。除此之外 ,语言运用

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语言运用的商讨性方面。语

言选择是无规则可循的 ,有的只是可变性极强的

原则和策略 (Verschueren 2000: 61)。社会语言学

将语言选择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 ,将语

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拓宽到“语体 ( style /

genre) ”、“语步 ”(moves)、“语码转换 ” ( code2
switching)等 ,而且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目的探

索也触及到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社会地位、思

想意识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 ,把语言研

究与社会课题紧密联系起来。总之 ,功能语言学、

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都体现出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影响 ,带着反

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特征。

尽管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

言选择的研究在整体上都体现出语言研究的后现

代特征 ,但是 ,其体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这反映在

对语言选择的意识程度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Thomp son (2000 /1966: 8)提请读者注意 ,“选择 ”

这个词并不一定指说者有意识的选择过程。Ver2
schueren (2000: 56)也指出 ,“选择 ”这个术语如果

总是表明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就起误导作用了。显

然 ,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倾向于语言选择具有无

意识特征 ,认为多数语言选择是人们无意间作出

的选择 ,或是人们在具体情景中本能的顺应行为。

与此相反 ,社会语言学更倾向于语言选择是有意

识的 ,是语言使用者为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

位主动作出的选择。这种对语言选择意识程度的

认识差异反映出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

学所体现的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在程度上存在

的差异。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

主的结构体 ,试图在语言系统内部对语言进行静

态研究 ,找出语言中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内部规

律。对这种主流语言思想进行反思 ,就必须研究

语言主体 ,研究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语言。把语

言选择看成无意识的选择 ,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只

会囤于没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研究 ,即使拓展到

研究语言选择与社会的关系 ,也只能停留在语言

选择的反映功能上 ,如 Labov (1972) 研究中语言

选择反映出选择者的社会身份。只有将语言选择

视为有意识的选择 ,视为选择者主动的选择 ,话语

才能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这一至关重要的

语言思想体现了语言选择研究、乃至整个语言研

究的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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