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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compares Chinese and western car ads in light of the transitivity theory from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quality of the texts and to testif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theory in guiding comparative text analysis and to put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r advertiseme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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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对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汽车广告的文本进行及物性对比分析，以
此审视文本质量、评析文本优劣，并验证及物性系统理论在文本对比分析上的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为
中国汽车广告的发展提出些许建议和借鉴，以促进中国汽车业的传播，乃至中国商业向国际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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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文本建构的世界中。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承载
着各种各样的功能[1]，在这其中，及物性系统表达概念功能，是进行语篇分析的重要理论之一([2], p. 293)。
在现代社会，广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不仅可以促进产品的
销售，还可传递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这都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予以思考。突出产品优势，获得消费
者共鸣，激起消费者购买欲望，是汽车广告的功能[3]。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汽车广告文本，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西社会文化差异，以便为中国汽车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意义。不少研究者
已经从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学等角度研究中西汽车广告[4]，但至今鲜有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
系统的视角来分析。对中西汽车广告文本现象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和深入的阐释，正是平衡发展广告学
的客观需要。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解释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系统，接
着概括出中西汽车广告文本的及物性数据，最后是对及物性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这也是本文最关键的讨
论所在。

2.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系统
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
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这三者构成了语言的意义潜势。其中，他认为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
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验的表达，也包括在内心世界中的表达。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分析源于韩礼德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明确指出，及物性由小句决定，是小句的重要特征之一[5]。及物性系统将人类的
经验世界理解为一套可控的过程(Process)，目的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做作为分成若干
种过程，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从而研究小句如何表达概念意义，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
与者和环境成分([6], p. 162)。概念意义的实现在于小句的组织。分析一个小句，不仅要分析它的过程类
型，还要分析与之相关的次要系统，如参与者，环境和结构。韩礼德认为这套可控的过程包括六种过程
类型。一是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即某个实体所做的及采取行动的过程，它主要涉及身体动作，包
括动作者和参与者两个因素，是及物性系统中数量和形式变化最多的过程。二是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即某个实体所想的过程，通常必须有两个参与者。参与者包括感知者和想象两个因素。三是行
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它处于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是描述生理活动的过程。通常它只有一个
参与者，名为行为者。它涉及的动作者只能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四是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即某个
实体所说的过程，通常有三个参与者，包括说话人、受话人和措辞内容。五是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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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某个实体的存在，由 there 做主语，它只有一个参与者，名为存在物。六是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即事物间所处的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两个不同的实体，表达了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7]。
简言之，就是表示“是”或“属有”或“时空状态”关系的过程。这六种过程类型中，前四种直接关联
到行为和事件，而后两种一点也不涉及到行为意义，而是状态意义([8], p. 254)。本文将以及物性的这些
主要过程为理论依据去对比解读中西汽车广告间的不同。

3. 中西汽车广告文本的及物性数据
本研究摘引两则典型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所拍摄的汽车广告视频。中方汽车广告以 2015 年比较火的时
长 60 秒，广告价值为 3000 万天价的“优信二手车”汽车广告为分析对象；与之对比的西方汽车广告，
我们选取由美国拍摄的丰田凯美瑞汽车为原型的一则名为“勇敢老爹”的汽车广告。运用系统功能语言
学的知识对中西两则汽车广告文本进行及物性分析，揭示语言与商业广告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用一
种新颖的视角来解读广告和审视语言。
60 秒的中国“优信二手车”汽车广告总共有九个场景，分别为九个明星代言九款不同类型的汽车。
汽车广告文本如下：“买辆喜欢的；买辆她喜欢的；买辆拉货的；买辆拉风的；买辆有面子的；买辆有
里子的；买辆能装的；买辆不装的；无水浸事故；车辆关键部件检测正常；发动机检测正常；车辆手续
合法；无火烧事故；不管买什么，买辆放心的。”美国丰田凯美瑞汽车广告“勇敢老爹”文本如下：Being
a dad is more than being a father. It’s a choice. A choice to get hurt rather than to hurt. To be bold when others
are scared. A choice that says you’ll be there, to show them right from wrong by your words and by your actions. Being a dad is more than being a father. It’s a commitment. One that will make a wonderful human being
who will make their own choices some day.
经过分析，中国“优信二手车”汽车广告文本由 14 个小句组成，而美国丰田凯美瑞“勇敢老爹”汽
车广告文本由 8 个小句组成。对中国和美国这两则典型汽车广告的具体地及物性分析，可见表 1。
表 2 为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及物性系统对这两篇中西汽车广告文本进行的数据统计，两个文本所
运用的及物性过程类型、数量和所占比例：
Table 1. Transitivity corpu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ar ads
表 1. 中西汽车广告的及物性语料
文本

过程类型

参与者

环境成分

我、车辆、关键部件、发动机、
手续、事故

正常、合法

dad, it, choice, one

when others are scared, who
will make their own choices
some day.

物质过程 11 个：
买，检测
中国
“优信二手车”

存在过程 2 个：
无
关系过程 1 个：
是
物质过程 1 个：
get

美国
“勇敢老爹”

心理过程 2 个：
be bold, will make
言语过程 1 个：
says
关系过程 4 个：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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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ransitivity data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ar ads
表 2. 中西汽车广告的及物性数据
中国广告“优信二手车”

美国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

及物性系统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物质过程

11

79

1

12.5

心理过程

0

0

2

25

行为过程

0

0

0

0

言语过程

0

0

1

12.5

存在过程

2

14

0

0

关系过程

1

7

4

50

过程总数

14

100

8

100

4. 及物性数据的对比分析
美国汽车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文本分析中，关系过程所占比重最高，为一半的比例，其次是心
理过程，占全篇 8 个过程类型的四分之一，然后是物质过程和言语过程。一般来说，描述性语言即解释
语言事实上是怎么被使用的，而叙述性语言即解释语言原本应该如何被使用。所以，表示描述意义的过
程是关系过程、存在过程和心理过程，而表示叙述意义的则多为物质过程。由此分析可见，因为中国“优
信二手车”广告所阐述的内容属于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是符合语场(语场即强调我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
主题，与及物性系统密切相关)需要的，所以物质过程所占比例最高。在此广告中，物质过程占总过程的
79%，而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仅占 21%，这意味着该汽车广告的文本特点是以叙事型为主，描述型为辅。
在美国汽车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文本中，关系过程所占比例为 50%，此过程不但表示人与人、人与
事以及事与事之间的关系，还能体现某种特点和态度。在此广告中，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占总过程的 75%，
而物质过程仅占 12.5%，这意味着该汽车广告的文本特点是以描述型为主，叙事型为辅的。在对比中美
两则汽车广告的过程类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优信二手车”广告强调事实，突出信息，而美国汽车
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则强调故事，突出情感。
依据交际过程中的中心内容，James L. Kinneavy 将语篇划分为以作者为中心的表达类语篇、以读者
为中心的说服类语篇、以话题为中心的参考类语篇和文学类语篇。语篇类型的差异是构成及物性差异的
基础，中国广告“优信二手车”属于以汽车为中心的表达类语篇，而美国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则属
于以读者为中心的说服类语篇，两则广告的语篇类型是截然不同的。语篇类型的不同会演绎出不同的意
义潜势，而意义潜势是语言的自然语境与社会语境的总和。在意义潜势的社会语境下，意图意义通常包
括劝说语篇和侧重心理描写。心理过程在美国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中占 25%，虽然所占比例不大，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优信二手车”广告强调单纯性的描述，只强调了如何进行选车，如无水浸事
故，车辆关键部件检测正常/发动机检测正常等。相比之下，美国凯美瑞“勇敢老爹”广告则重在情感描
述，把如何选择当老爹描述地淋淋尽致，这则广告通过把选择当老爹所突出的可靠性和依赖性与中国广
告把选车的单纯性的叙述进行对比，进一步突出了其优势。
通过具体地对二则汽车广告的文本进行及物性过程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中国和美国这
二则汽车广告之间的不同。中国“优信二手车”汽车广告的 11 个小句属于物质过程，前 9 句都强调要消
费者“买”，这种像神曲似的重复性的动作，其目的在于把“优信二手车”这个品牌灌输到消费者的大
脑中，让消费者记住这个品牌。后两句的物质过程则把注意力转移到车辆上，强调“优信二手车”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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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 CPI (公司承诺和保证)，即让消费者相信其品牌产品的一流质量([9], p. 182)。“无水浸事故/无火
烧事故”属于两个存在过程，再次强调我们有什么，我们专注于质量保证。“车辆手续合法”属于关系
过程，旨在让消费者信赖于我们的产品。整个文本都在强调“优信二手车”这个品牌有什么，能给消费
者带来什么，比较直接客观，但是没有情感因素的广告往往不能吸引大多数消费群体的眼球，这也暴露
了其广告的缺陷。
美国汽车广告凯美瑞“勇敢老爹”：Being a dad is more than being a father. /It’s a choice. /Being a dad is
more than being a father. /It’s a commitment. 在总共八句的文本中，这四句属于关系过程，用 is 来承接上
下小句关系。第一二句旨在引出主题，三四句与一二句形成排比句，有强调作用，也进一步增进了文本
的情感因素，结合广告视频表现出来，效果更佳，会让消费者印象深刻，然后驱使他们透过这则故事性
很强的汽车广告去了解丰田凯美瑞汽车本身，通过主体性的自我搜索，自我记忆，达到对产品的全面了
解，从而达到了广告的最终目的。To be bold when others are scared. /One that will make a wonderful human
being who will make their own choices some day. 这两个小句属于心理过程，be bold, will make (will be)表达
了参与者的感情和想法。这两句处于文本的中间和结句，是爸爸对女儿的言传身教，从而让女儿学会一
些基本的特质，让女儿勇敢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A choice to get hurt rather than to hurt. 属于物质过程，
get hurt 这种抽象行为来表达爸爸对女儿的爱。A choice that says you’ll be there, to show them right from
wrong by your words and by your actions. 属于言语过程，从 says 可以看出。与心理过程不同，言语过程的
参与者不一定是有思想意识的动物实体，还可以指任何发出信号的实体([10], p. .244)，如 a choice. 通过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文本是在围绕着一个情节故事而展开，围绕爸爸对女儿的爱这条主线，结合广
告视频，情节波荡起伏，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广告文本中对如“卖、
买、车”等字眼只字未提，而且在广告视频这个大背景下，丰田凯美瑞也只是作为背景而出现。虽然如
此，这样就足够博得消费者的眼球，让消费者因为具有丰富情节的故事而对汽车品牌提起兴趣，从而驱
使消费者主动去了解品牌，很好地达到了品牌宣传的目的。因为强烈的情感因素在广告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丰田凯美瑞这则汽车广告曾被评为 2015 年美国最具震撼力的广告之一。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运用及物性系统对中国“优信二手车”汽车广告和美国凯美瑞“勇敢老爹”汽车广
告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由于视角和依据的背景知识的不同，中西方对汽车广告文本的建构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中西方对及物性系统过程类型中各个因素的选择也不尽一样。一般而言，意图意
义包括劝说语篇和侧重心理描写。因此，在对文本的及物性分析中，要把意图意义贯穿于概念意义的描
述中，特别是侧重心理过程的意图意义。不同的语篇有不同的过程类型，而不同的过程类型可以揭示文
本的语言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为我们分析不同的过程类型提供了很好的模式。
语言与人类的社会话语与社会实践是紧密相关的。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统进
行中西汽车广告话语分析，既可从宏观上把握汽车广告的总体框架，又可从微观上了解汽车广告的叙事
意义和描述意义，还可通过对比分析肯定以故事为主线的情感表达为主题的汽车广告的优势。延伸到整
个商业界的广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绝大部分的广告均以客观的物质过程为主，在话语层面强调我们
有什么，传播效果往往只能通过广告控制消费者怎么想。而大部分西方的广告则习惯于以间接主观的关
系过程和心理过程去向消费者宣传，并打动消费者，在话语层面它在强调我们能做什么，传播效果往往
通过广告宣传不仅能控制消费者怎么想，还能控制消费者想什么。这就是以故事为导线的广告宣传片的
魅力所在。总而言之，文本的及物性系统分析不仅可以提高对话语文本用词的范畴划定和用词准确性，
还可延伸出一个优秀广告的固态的宣传模式，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播，达到其应有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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