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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ry pragmatics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by integrating
pragmatic theories with literary theories. Based on relevant pragmatic theories, this paper,
through a literary pragmatic analysis of some dialogues excerpted from La Ronde et autresFaits
Divers of J.M.G. Le Clézio, attempts to dig out its pragmatic appeal and reveal the depth of the work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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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语用学将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用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与批评。本文以勒•克莱齐奥的《飙车》
为例，结合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选段进行语用学分析，挖掘语用感染力，揭示对作
品的深度理解，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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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语用学(Pragmatiquelittéraire)旨在将语用学原理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1]。
该学科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登上舞台，其主要理论包括英国哲学教授奥斯汀(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
美国哲学家塞尔(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以及英国语言学
家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等。文学语用学的目标是将文学语言与认知、交际、社会功能相结合，强调文
学语言的社会意义。本文拟以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为框架，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研究勒•克
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飙车》(La ronde et autresfaits divers)中的人物对话，探讨该理论在小说对话中
的实用性，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进而提高文学欣赏能力。

2. 文学语用学的主要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语言哲学教授奥斯汀于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提出的，是现代语言学中的重要理
论之一。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主张可概括为“说话即做事”(Quand dire, c’est faire)。语言不只是用于“意
指”，更是用于“行动”。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输出，同时也是在实施某个行为。“言
语行为三分说”是奥斯汀提出的著名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说话者在说话的同时便施行了三个行为：
言内行为(actelocutoire)、言外行为(acteillocutoire)和言后行为(acteperlocutoire)。言内行为与传统概念的“意
指”相似，发出可理解的话语；言外行为体现一种言语力量，用于完成某种行为；言后行为指对人产生
的影响[2]。由此可以看出：语言背后所能表达的深层含义要远比文字表面意义要多得多。
合作原则是 1967 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讲座上提出的。在
他题为“逻辑与会话”的演讲中，格赖斯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以及会话含义理论。他指出，在正常情
况下，交际是不会由一连串没有联系的话语组成的，为了保证会话等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
需要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四条准则构成：(A) 量的原则，即要提供充足的信息，
但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B) 质的原则，即要求说话人提供真实的信息。(C) 相关准则，即要提供相关的
信息。(D) 方式准则，即清楚明了的表达。假如遵守以上原则，那交际就能保证高效、合理。但并不是
所有交际都会遵照合作原则，有些对话甚至会刻意违背合作原则。这就使得听者需要去揣摩并设法领会
说话者语言中的隐含意义，即会话含义[3]。
为了进一步解释交际中有时会出现违背合作原则的现象，英国语言学家利奇于 1983 年提出了礼貌原
则，“礼貌原则以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他指出：在双方交际中，有时出于礼貌的考虑会刻意违背合
作原则。礼貌原则有六条准则：(A) 策略准则，尽量减少对别人不利的信息，尽量让别人多得益。(B) 慷
慨准则，尽量减少利己的信息，尽量让自己少得益。(C) 赞誉准则，尽量减少对别人的指责，尽量多赞
誉别人。(D) 谦逊准则，尽量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指责自己。(E) 赞同准则，尽量减少与别人分歧，尽
量多赞同别人。(F) 同情准则，尽量减少与别人的对立情绪，尽量增加双方的谅解。隐蔽、委婉、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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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礼貌原则的明显特征[4]。

3. 《飙车》对话的语用分析
《飙车》(原名《飙车及其他社会新闻》)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最具
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之一，由 11 篇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飙车》(La ronde)、《莫洛克》(Moloch)、《逃
犯》(L’échappé)、《阿里亚娜》(Ariane)、《曙光别墅》(Villa Aurore)、《安娜的游戏》(Le jeu d’Anne)、
《奢华的生活》(La grande vie)、《偷渡客》(Le passeur)、《小偷啊，小偷，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Ô
voleur, voleur, quelle vie et la tienne?)、《奥尔拉蒙德》(Orlamonde)、《达维》(David)。小说中的主人公
大多都是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少男少女，游离于世界之外、文明之外，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格格不入。无论
是《飙车》中逃课尝试干一票摩托抢劫却被卡车撞死的马尔迪娜，《莫洛克》中被抛弃后与狗相伴拒绝
别人帮助的孕妇莉亚娜，还是《安娜的游戏》中计划在爱人发生车祸的地点撞车自杀的悲情男子，抑或
是《达维》中为了见在监狱中的哥哥而去商店里偷钱的小达维，他们都选择逃离这个社会，自觉“边缘
化”。克莱齐奥关注他们的孤独、恐惧和焦虑，以及他们内心对他人的不信任，怀抱着怜悯的情怀思考
着现代工业社会对这些边缘人物、弱势群体的摧残。在克莱齐奥的笔下，一个个残酷的社会新闻通过简
洁的速写描绘出来，仿一幅写意白描画。但是从字里行间、线条勾勒中细细推敲，读者可以体会出小说
中人物性格、思想，以及他们心底的无奈、痛苦和挣扎。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本文就选取小说中
的人物对话为切入点，运用语用学理论细致分析角色之间的交流会话，研究对话中如何体现言语行为理
论以及其中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的使用，并进一步分析对话中违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带来的深层会话
含义。
《莫洛克》描写临产少妇莉亚娜在被西蒙抛弃之后，极力拒绝他人的帮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她甚至独自生产，之后带着新生的女儿和狼狗尼克相依为命。在莉亚娜怀孕期间，社会援助管理员曾多
次来她居住的活动房屋里看望她，并希望莉亚娜接受社会的帮助。但莉亚娜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违反合作
原则，管理员也未遵守礼貌原则，使得对话不能够顺利进行。在莉亚娜晕倒不省人事时，社会援助管理
员正好前来探望她。她醒来之后和管理员有如下一段对话：
“Ça va aller mieux, ça va aller maintenant ?”

“快好些了吗，现在好些了吗？”

La voix douce est insistante aussi. La jeune femme la regarde
attentivement, elle dit:

那柔声柔气的说话声也是同样的执着。那个年轻的女人目
不转睛地看着她，对她说道：

“Je vais aller chercher un docteur.”

“我去叫医生来。”

“Non !Non !” dit Liana avec force. “Çavabien, je vaisrentrer chez
moi.”

“不！不！”莉亚娜费力地说道，“快好了，我要回家去
了。”

“Je vais vous aider.”

“我来帮您。”

Liana essaie de se redresser seule, mais elle pèse trop lourd. Elle
s’appuie sur le bras de l’assistante, et elle avance en boitant vers le
mobile homme.

莉亚娜独自一人重新站起来，但是她太笨重了。她靠在社
会援助管理员的手臂上，一瘸一拐地朝着活动房屋的踏板
走去。

“Vous êtes sûre que vous ne voulez pas que j’appelle un docteur?”

“您肯定您不想让我叫一名医生来吗？”

Liana dit vite, avec une sorte de rage:

莉亚娜急切地、有些气愤地回答道：

“Non ! Je ne veux voir personne !”

“不！我不想见任何人！”

“Dans votre état, ça vaudrait peut-être mieux, si votre malaise vous
reprend.”

“依您的身体状况，也许最好是叫医生来，万一身体又不
舒服的话……”

Liana dit durement, presque méchamment:

莉亚娜有些没好气地冷冷地说：

“Je n’ai pas de malaises. C’est mon chien qui m’a fait tomber.”

“我没有不舒服。是我那条狗把我弄倒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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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对话中，社会援助管理员从一开始就反复询问莉亚娜的身体状况，并在莉亚娜没有回答的情况
下直接表示要去找医生来帮助莉亚娜。从莉亚娜的角度来看，莉亚娜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并没
有清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完全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格赖斯认为这是言语交际中最不
遵守合作原则的方式。但会话沉默却是礼貌原则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它有效的规避了交际中双
方因为言语形式而可能产生的尴尬[6]。虽然莉亚娜牺牲了合作原则，却维护了礼貌原则。从社会援助管理
者的角度来看，她无视了对方的“会话沉默”，违背了礼貌原则，所以莉亚娜接下来才会以连续两声“不”
作为回答。然而，管理员却不断地违背礼貌原则中的赞同原则和同情原则，坚持自己的想法，想要拨打电
话寻求医生帮助，不顾对方的情绪及意见，以至于最后莉亚娜不得不违背合作原则中的质和量的原则，并
且情绪上升为愤怒。莉亚娜首先违背了量的原则。管理员只是询问是否需要找医生来，但是莉亚娜却回答
了她不见任何人。她所回答的比所要求的要更详尽，表达了她说话时心中气愤的心情。接着，管理员仍是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坚持，再一次表达要找医生的意愿，莉亚娜只能没好气地撒谎说她没生病，只不过是被
她的狼狗尼克给绊倒。在对方的一再相逼之下，她只好违背质的原则，被迫说与事实相悖的话。
仔细分析莉亚娜与管理员的对话，可以发现二人对话最终没有得到双方期待结果，也是因为二人都
无视了对方的言外之意。并没有认真思考对方说话时的意图，也没有认识到每一句话都是服务于一定的
目的的。从管理员角度看，莉亚娜用两声“不”拒绝让她找医生之后，便说：“快好了，我要回家去了。”
这言外之意便是告诉管理员可以不用再操心她，她想一个人休息。但管理员也没有领会到。从莉亚娜角
度看，管理员几度询问并坚持要找医生来，其实言外之意便是要莉亚娜接受医生的帮助，以免危及生命。
但是莉亚娜也是置之不理，所以这样的交际注定要是失败的。
言语行为理论在书中另外一篇小说的人物对话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奢华的生活》讲述的是两个被
收养的年轻姑娘布西和布丝，毅然决定抛下血汗工厂的缝纫活去冒险。她们在异乡过上了自己一直憧憬的“奢
华生活”，吃好、住好、玩好。没钱了就去行窃，住酒店不付钱，骗吃骗喝，大胆而无所畏，尽情享受物质
生活。小说最后以二人双双入狱告终。在她们的冒险旅途中，布西和布丝没钱坐车就决定沿路搭顺风车到意
大利去，于是便坐上了陌生男人的车。车主是个花花公子，意图挺明显，想和美女们来一次邂逅。从他们斗
Et puis il a dit, tout d’un coup :

然后，他突然说到：

“Vous savez que c’est risqué de faire de l’auto-stop comme ça, pour deux
jolies filles comme vous ?”

“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搭便车太危险了，你们长得
那么漂亮。”

“Ah bon ?” a dit Poussy.

“真的？”布西问道。

L’homme avait un petit rire de gorge.

那人从喉咙里挤出一点笑声：

“Oui, parce que si je vous emmenais faire un tour, là où il n’y a personne,
qu’est-ce que vous pourriez faire ?”

“是的，如果我带你们转上一圈，到一个没有人的地
方，你们怎么办？”

“On sait bien se défendre, vous savez.”

“您知道，我们会自卫。”

“Qu’est-ce que vous feriez ?”

“你们怎么办呢？”

Après avoir réfléchi, Poussy a dit tranquillement :

布西思忖了片刻后，平静地说道：

“Eh bien, moi je vous donnerai un coup de manchette sur la pomme d’Adam,
ça fait très mal, et pendant ce temps, ma collègue vous claquerait des deux
sur les oreilles pour faire péter vos tympans. Et si ça ne suffisait pas, avec une
épingle que j’ai sur moi, je vous donnerais un bon coup dans les parties.”

“那好办，我用手肘朝您的喉结上猛击一下，您会疼
得哇哇叫的。这时，我的伙伴朝您的两只耳朵甩上几
记耳光，让您的鼓膜爆裂。如果这还不够，我身上带
了一根别针，我用它猛刺你那玩意儿。”

Pendant un instant, l’homme a conduit sans rien dire. Poussy voyait qu’il
avalait péniblement sa salive. Alors l’auto est entrée dans le ville de Menton,
et l’homme a donné un coup de frein, sans avertir. Il s’est penché, il a ouvert
la porte par-dessus Poussy, et il a dit avec une drôle de voix méchante :

那人又片刻工夫没有言语，只是默默地开车。布西看
见他吃力地咽着口水。这时，汽车进入芒顿市区，那
人没有预先通知就猛地把车刹住。他俯下身子。俯身
打开布西那边的车门，用充满恶意的异样噪音说道：

“Allez, vousêtesarrivées. Foutez-moi le camp.”

“喂，你们到了。滚吧！”

68

张金晓

智斗勇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布西的机智，也充分地体现了“说话即行事”这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命题。
在载着布西和布丝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陌生男人见两个女子对他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搭话，只是
单纯来搭顺风车，就突然不怀好意地向她们提出了奇怪的问题：“假如我兜一圈，把你们带到没人的地
方，你们怎么办？”陌生男子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量的原则，所说的话和当前的交
谈并没有直接的前后联系。于是就产生了隐含的会话含义，即“我要是想把你们带到哪里去，想做什么，
你们也无能为力。”话语中透露着他现处地位的优越感。其次，这话中的言外之意也是很明显的，“你
们不要这么嚣张，是我让你们搭顺风车，态度给我好一点！问你们话就回答。”陌生男人想要通过这几
句话达到“以言行事”的目的：以言语暗含的力量威胁布西和布丝。他是刻意违反合作原则以使得对方
能听懂言语的未表达之意。不过，布西的回答更是当仁不让，更甚一筹。面对陌生男人的威胁，她丝毫
没有畏惧，而是遵守合作原则中的相关原则和方式原则，和对方争锋相对。直接准确地回答对方提出的
相关问题，毫不示弱，将她和她的伙伴将如何自卫反击的画面清晰地勾勒出来：她手肘朝男人喉结狠狠
一击，布丝再狂甩他几个耳光让他鼓膜爆裂。特别是那一句“如果这还不够，我身上带着一根别针，我
用它狠刺你那玩意儿。”把那陌生男子吓得不轻，也气得不行。短短一段话却表现着强有劲的语言力量，
告诉对方她们可不是好欺负的。不过这段话中，布西很有可能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的原则。因为她是
否有别针，和她是否能够和布丝配合的如此默契来和对方斡旋都是缺乏足够证据，可能不真实的。同时，
布西也违背了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原则和谦逊原则，她毫不让对方得益，占便宜，没让自己吃一点亏。而
且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将如何防卫的周密计划，言语中显露着自信。从而使得对方心生胆怯、面子受损、
颜面尽失，让她自身受益。虽然她违反了准则，但是听话人却明确的领会到了发话方的隐含意义。布西
想要的言后之效达成了。最后停车时陌生男子故意猛地把车子刹住不预先通知她们，态度极其恶劣，但
最终还是将她们安全送达至芒顿市，二人毫发无损，语言在其中发挥的力量功不可没。

4. 结语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探究人物性格、情感、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分析人物对话对读者理解作品的中心思想、作者的创作意图都有极大的引导作用。通过语用学理论来分
析人物对话，是研究视角的新探索，也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人物的会话含义，挖掘出浅层对话中的深层
意义，使得文章内涵更加深厚。此外，通过语用分析可以细致剖析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让读者得到心
灵的共鸣，文章的感染力也进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应用语用学理论分析人物对话，适用性以及
实用性强，可以作为重要的途径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欣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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