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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模式下恭维语的会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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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恭维语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对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运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高中英语网课的真实会话为语料，从话轮设计和恭维功能等方面探讨线上教学模式下恭维语的运用，
研究发现师生会话中主要采用了5种类型的恭维语设计，即“问题回应 + 重复学生答语 + 积极评价(形
容词)”、“问题回应 + 积极评价(形容词) + 解释原因”、“问题回应 + 积极评价 + 继续”、“积极
评价 + 询问”和“积极评价”，执行了5种功能，即缓和人际关系、正面反馈、表扬和激励、推进课堂
进程和强化学生正面行为。研究指出在课堂开展过程中可以适度放权给学生，引导学生自我发现与探索，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成为更多的恭维发出者。恭维语的使用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取决
于恭维接受者的回应，因此教师应给予学生更多的回应时间。教师不仅要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要
成为语言运用大师。通过恭维语的使用，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提高信任增进了解，从而建立起良
好的师生关系。该研究旨在探索线上教学模式下高中英语网课中恭维语的使用，为课堂话语中恭维语的
使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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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iment serves as the lubrican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s important in maintaining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for
short) with the conversations of online English class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data,
the current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iments in online clas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urn design and the function of compli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five types of compliment design in the conversation are used, namely “question response + repetition of students’
answer + positive evaluation (adjective)”, “question response + positive evaluation (adjective) +
explanation of positive evaluation”, “question response + positive evaluation + continuation”,
“positive evaluation (adjective) + inquiry”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adjective)” and five functions
are used, namely to ea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o give positive feedback, to praise and motivate,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behavior of students. The present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t is advisable for teachers to moderately delegate power to student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self-discovery and self-explor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participants and builders of the class, and have more possibility to become compliment
givers. Teachers should give more time to compliment receivers to respond because whether
compliments have achieved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 depends on the receivers’ responses.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have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related field, but also need
to be a master of language. Through reasonable use of compliments, teach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loser to students’ inner world, improve students’ trust to teachers,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 and build a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resul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iments used in online English class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compliments in teaching discourse.

Keywords
Compliment, Online Classes,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ompliment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课外辅导机构从线下转为线上的势头上升，而网络课堂究竟效果如何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运用会话分析方法对线上课堂话语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的研究网络课堂话语这一机构话语
的方法。因此，对网络课堂的会话分析研究符合时代需求，对网络课堂的评估具有积极作用，对良好师
生关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恭维语(compliments)，作为一种日常交际用语，是人类交往的润滑剂，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具有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恭维语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可以很好地缓和师生矛盾，维护良
好的师生关系。该研究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高中英语网课的真实会话为语料，从话轮设计、恭
维功能等方面研究恭维语在高中英语网络课堂中的应用，旨在发现高中英语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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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使用提供一定的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起源于社会学研究，是由 Harvey Sacks 等人开创的一种研究方法。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方法，会话分析以日常生活中最为真实的会话为语料，研究话语的规则与秩序，以及
背后所揭示的社会行为(Sacks, 1992) [1]。会话分析学家发现了日常会话的有序性，认为言语也是人们行
事的一种手段，“会话可以使我们了解作为社会生活之源的语言的本质”(刘虹，2004: 23) [2]。
近年来，会话分析在机构中的应用研究大大增多，主要集中在医院和法庭等，而会话分析“在教学
中的潜在作用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开发”(陈艳，程伟，2012: 195) [3]。会话分析“通过录音录像
收集课堂话语，在转写的基础上对会话中的某一特征进行分析”(梁文霞，朱立霞，2007: 63) [4]。
Berger 和 Luckmann (1966, 172: 3) [5]认为“会话是建构现实最重要的工具”。课堂话语是研究一堂
课的好坏，评估教育实施过程的关键。以往对课堂话语的实证研究主要从民族志、系统功能语言学、批
评话语分析和多模态等角度开展，近年来也出现了运用会话分析对课堂话语进行研究的尝试(Seedhouse,
2004 [6]；孟悦，2010 [6]；杨雪燕，2003 [7]；梁文霞，朱立霞，2007 [4])。国内二语课堂实证研究相较
于国外较为薄弱(杨雪燕，2003 [7]；梁文霞，朱立霞，2007 [4])。当前从会话分析角度分析课堂教学的研
究多为理论探讨分析，实证研究仍是少数(黄小苹，2006 [8]；孟悦，2010 [9])，且以往研究聚焦于修正、
打断和互动等课堂要素，而聚焦恭维这一课堂言语行为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因此该研究扩充了会
话分析的范围，对于研究课堂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2.2. 恭维语
恭维语，作为一种融洽人际交流的积极评价言语，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称其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说话者对说话者以外的对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赞誉。Herbert (1991) [10]将恭维语分为明示型恭维(explicit
compliment)和隐含型恭维(implicit compliment)两种。前者包含积极评价要素，往往高度程式化，有固定
的句式，属于直接言语行为，而后者并非程式化语言，恭维意义往往需要推导，属于间接言语行为。
从会话结构来看，恭维总是成对出现的，发话者的恭维总是伴随着听话者对恭维的回应，即恭维答
语 (compliment response) 。 恭 维 发 出 者 (compliment giver) 的 目 的 是 否 达 成 还 要 取 决 于 恭 维 接 受 者
(compliment receiver)的反应，交谈双方在话轮互动中完成恭维这一社会行为。恭维答语受到两个原则的
制约，即一致原则(减少自己与他人观点的不一致)与谦逊原则(减少自我表扬) (Leech, 1983 [11])。接受恭
维遵守了一致原则，却违反了谦逊原则，而拒绝恭维则遵守了谦逊原则却违反了一致原则。而优先原则
的不同则进一步表明不同文化中的谈话双方会选择不同的话语优先结构体现其不同的优先行为(张艳红、
于国栋，2016) [12]。
当前对恭维语的研究主要从语用学角度开展，从会话分析角度进行的研究仍是少数。目前国内仅有
张艳红，于国栋(2016) [12]、于国栋，张艳红(2019a [13]；2019b [14])三篇文章采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对
恭维语序列进行研究，旨在揭示恭维语的会话常规(social practice)和结构模式(pattern)。
综上，当前国内外关于课堂话语的研究较少关注课外辅导机构群体，运用会话分析方法对网络课堂
进行分析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当前对网课效果心存疑虑的学生家长不在少数，为减少纠纷，增强信任，
有效的沟通必不可少。因此，会话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窥探言语序列背后的社会行
为，具有研究可行性。探究课堂话语中恭维语的应用对于扩大和丰富当前会话分析研究的语料，促进良
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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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1) 网络课堂会话中涉及哪些恭维语及其答语？
2) 这些恭维语及其答语旨在实现哪些功能？

3.2. 研究步骤
研究步骤如图 1 所示。语料收集工具包括视频录制工具(Windows10 自带的捕获录屏功能)，和视频
存储工具爱国者 U 盘(256GB，USB3.1)。所收语料均为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某知名教育机构的真实网络课
堂会话。该机构采用自主研发的网络课堂平台进行授课。所有学生均为高中生，学生信息如表 1 所示。
语料采集之前得到了相关人员的同意，符合研究的伦理要求。语料为视频形式，共计 20 小时。任课老师
为有教学经验的机构老师，高中寒假班的授课内容以语法为主。语料采集工作完成后对视频进行阴影处
理，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对语料进行转写。语料转写参考 Gail Jefferson 的转写体系(见附录)。转写之后，
对语料中涉及的恭维语进行分类整理，得到 54 个涉及恭维语的语例，以供后续研究。

Figure 1. Research procedure
图 1. 研究步骤
Table 1. Student age and grade distribution
表 1. 学生年龄和年级分布
性别

年级

成绩范围(150 满分)

学生 1C

男

高三

60~70

学生 2P

男

高二

80~90

学生 3W

男

高一

70~80

4. 研究结果
4.1. 恭维语及其答语
根据恭维发出者的不同以及是否对恭维语做出应答分为以下几种，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liments
表 2. 恭维语
恭维语

教师→学生

学生→教师

答语省略

54

72%

5

6.7%

有答语

16

21.33%

0

0

4.1.1. 教师对学生的恭维
教师对学生的恭维数量最多，答语省略的情况占比 72%，主要用于对学生课堂表现做出积极回应，
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参与到课堂中，从被动的知识倾听者成为主动的知识获取者、交流者。鉴于篇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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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不能对所有语料进行细致分析，仅在此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期对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应用有
更深入的理解。
例1
1) T：那现在呢，你用笔在这个句子上标一下。哪两个部分是这个定语部分？
2) S：((学生划出来一个定语短语)) (0.1)这个。
3) T：→嗯，这个地方，很好，很好，很对。
4) 还有一个，标一下。
该例为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做出回应。此处恭维语的结构为“问题回应 + 重复答语 + 积极评价
(形容词)”。“嗯”是对学生成功找出定语部分的回应，“这个地方”是对前面学生答语的重复，三个连
续的“很好”表达了对学生表现的积极评价，表明学生有所进步，同时第 4 行看出教师还有其他指示，
此处的恭维语是对学生在课堂上接下来表现的鼓励，是对学生能力的恭维，属于明示型恭维。在课堂中，
学生对教师的恭维一般采用沉默应答或省略的方式。此处，教师在完成第 3 行的恭维这一言语行为之后，
学生并未在话论转换相关位置进行应答，教师在该情况下采用了继续发话的策略，让学生继续找下一个
定语从句，保持了课堂的连贯性。
例2
1) T：所以第三句，我们这个定语部分呢其实是有两个地方。
2) The man 那我们定语从句呢？the man who was wearing an orange jacket.
3) 这个男人，什么样的男人呢？穿着橙色夹克衫的男人。
4) 所以后面这个句子呢是对前面 the man 的修饰限定。
5) 捡起了这个麦克风，哪里的麦克风呢？是指我们桌子上的麦克风。
6)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明显的一个定语部分.
7) →刚刚呢。也很恭喜 C 同学在老师的这个给出提示之后呢。
8) →最终咱们是找对了。
该例中，教师在讲解完为何此处是定语从句之后，对学生在该题中的整体表现做了回应，即学生能
够在教师提醒之后做对，是对学生能力的肯定，包含“恭喜”这一明确的积极评价话语，属于明示型恭
维语，此处设计包含“积极评价”。鉴于所教学生水平有限，教师对于学生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认真对待，
认可学生的能力，鼓励学生取得的进步，对于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良好表现具有积极意义。
例3
1) T：判断是不是定语从句是看语意的，语意上。Shark 什么意思？
2) S：鲨鱼。
3) T：Fierce 呢？
4) S：凶狠的。
5) T：→嗯，对，很好，单词掌握得还不错。也就是说这些鲨鱼呢，是什么样的鲨鱼？是凶狠的鲨鱼。
起一个修饰限定作用，所以我们判定它是定语从句。
第 5 行是对学生第 2 和 4 行能够掌握单词意思的肯定，是对学生能力的恭维，包含“好”和“不错”
这两个积极评价要素，属于明示型恭维语。此处恭维语的话论设计为“问题回应 + 积极评价(形容词) + 解
释原因”，恭维原因的解释让学生知晓受到表扬的原因，能够强化学生的优秀表现。教师在学生心中往
往占有很大分量，学生往往具有向师性，恭维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师希望学生达到的高度和
水平，使其向着教师期待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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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1) T：第二–第二句话。C，你自己根据步骤来说一下。
2) S：第二个这一句是。
3) T：→嗯，非常好。继续。
是定语，你怎么判断出来的是定语啊？
该例是对学生优秀表现的肯定，此处恭维语的结构为“问题回应 + 积极评价 + 继续”，此处答语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肯定学生之前的表现同时为使课堂连贯，使用“继续”一词推动课堂的进行。教
师的这一恭维行为并非全无问题，教师并未给学生留出时间对恭维做出应答，学生作为恭维的接收者，
其对待恭维的态度决定了教师恭维言语行为功能的实现与否。师生双向互动才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课堂互
动模式，学生有机会正视教师的恭维，对其做出回应。接受或拒绝教师的恭维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师生关系，学生的自信心和对所掌握知识的情况。
例5
1) T：→感觉你掌握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嗯专门记忆了？
2) S：→当然了。睡觉前还专门记了一遍。Hhh.
3) T：→挺好的–记得挺好的。
该例中，学生对教师之前讲解的内容掌握的非常牢固，教师询问学生是否下课花费时间记忆，采用
的恭维语结构为“积极评价 + 询问”，学生对教师的恭维给与了肯定，认可自己课下所付出的心血同时
也是对教师辛苦劳动的肯定。此处包含“不错”、“挺好的”两个积极评价话语，是对学生能力和态度
的评价，属于明示型恭维语。
4.1.2. 学生对教师的恭维
学生对教师的恭维占比较少。首先，这体现了线上教学课堂依旧是教师占主导的课堂，尤其是语法
课更是如此，教师的教授与讲解是最为主要的课堂展现形式。在整个课堂中，教师话语占主导，学生话
语占比明显较少，这也是导致来自学生的恭维语数量少的原因。此外，权势和信息的不对等，也在恭维
语中有所体现，教师在知识的掌握方面具有更高权威，在知识方面具有更高的话语权，也因此有了更多
使用恭维语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的权利，而学生处于弱势地位，较少成为评价主体和恭维发出者，使用
恭维语也更少。
例 6 (1:50)
1) T：这部分明白没有，还有没有需要再讲讲的？
2) →S：老师你这部分讲的挺详细的，感觉没啥问题了。
3) T：行。
该例是教师询问学生是否还有疑问，学生回答教师讲得很详细，自己能够听明白，不需要再讲解了。
是对教师能力的恭维，不包含积极的评价话语，属于隐含型恭维语。关于此恭维语，教师的回应属于本
质上接受。

4.2. 恭维语及其答语的功能
如图 2 所示，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使用实现了多种功能。首先，恭维语饱含积极的人际态度，具有
维护和缓和人际关系的功能。第二，在课堂教学场景下，恭维语可视为对学生的表扬与激励。第三，在
网络课堂中，教师恭维语的使用是对学生课堂付出的肯定，也是对学生优秀表现的正面反馈。学生需要
来自教师的反馈知晓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从而调整学习进度与方式。第四，为维持师生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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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网络课堂中基本不采用惩罚措施来减少学生的负面表现，反之更多采用恭维语等积极评价对学生
进行表扬和激励，从而达到强化学生积极课堂表现，达到维护师生关系的目的。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
往往在学生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即学生具有“向师性”。通过教师恭维语的使用，学生知晓哪些行为
是教师鼓励的，从而有意无意地在课堂中向教师所期望的方向努力。第五，通过分析可知，教师通过恭
维语的运用保证了课堂的连贯性，推进了课堂进程。

Figure 2. Functions of compliments and its response
图 2. 恭维语及其答语的功能

4.3. 讨论
人类言语行为的本质是互动性的，交际双方(教育资源提供者、教育资源寻求者)通过话论交替实现双
向沟通。这反映了主体交互性，会话者在互动中共享、共建会话意义。因此，对恭维语的研究离不开恭
维答语。说话者根据既定语境对谦逊和一致两种规则不断权衡，最终选择合适答语，从而实现既定目的。
可以说恭维答语体现了恭维接受者对恭维的理解、对语境和亲疏关系的权衡。
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使用反映了师生之间权势和知识的不对等，与前期研究一致(杨雪燕，2003) [10]。
一方面，教师作为教育机构的代表，具有教育机构所赋予的权威性和自身的专业性，与学生之间存在权
势的不对等。这往往体现在真实网络课堂场景下，教师多是恭维语的使用者，而学生则多为恭维语的接
收者，教师具有更多使用恭维语的权力和可能。学生作为恭维语的接受者，对教师的恭维往往不予回应
或沉默应对。此外，网络课堂中教师占主导地位，掌握着恭维语的控制、主导与转让，话题的提出与推
进，学生只是义务性地参与其中，认同或拒绝教师给出的恭维，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缺乏主动发问主
动恭维，缺乏主动性。另一方面，受制于知识地位的不平等，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在专业知识储备方
面处于 K + 地位，而学生对自身英语水平的了解处于 K + 地位。师生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等，教师需要
通过课堂提问与沟通了解学生的现有水平，实时调整课堂讲授方法和策略，从而达到最佳课堂效果。这
反映在教师多是恭维语的发出者，学生多为恭维语的接收者，且恭维语话论结构为“问题回应 + 积极评
价 + 继续”时，教师往往为了课堂的推进而忽略了学生对恭维语的应答。该现象并非个例，属于在网络
课堂场景下较为常见的情况，应当受到教师的重视。因此，恭维语的使用体现了教育机构教师与学生之
间权力与义务的碰撞。有所启发的是，教师作为恭维语发出者应当给予恭维接收者更多时间，做出回应，
从而从其回应中思考恭维语的使用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效果，从而实现强化学生优秀表现的目的，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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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的看法，并及时做出调整。再者，教师仍是课堂的主导者，在课堂开展过程中可以适度放权给
学生，起到引导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作用，增强与学生的关系，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和建设
者，成为更多的恭维发出者。
此外，“积极反馈在改变学生的语言行为方面比消极反馈有效得多，因为教师通过赞扬可以增加学
生的学习动机”(周军平，2006: 70) [15]。该研究同样发现，课外辅导机构教师更多使用恭维语等积极用
语来强化学生良好的课堂表现，而非使用惩罚等消极措施。恭维语的使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师生关系。

5. 结语
该研究以高中英语网课的真实会话为语料，从话轮设计、恭维功能等方面探讨网络教学模式下高中
英语课堂中恭维语的运用，研究发现师生会话中共采用了 5 种类型的恭维语设计，即“问题回应 + 重复
学生问题答语 + 积极评价(形容词)”、“问题回应 + 积极评价(形容词) + 解释原因”、“问题回应 + 积
极评价 + 继续”、“积极评价 + 询问”和“积极评价”，执行了 5 种功能，即缓和人际关系、正面反
馈、表扬和激励、推进课堂进程和强化学生正面行为。研究建议教师适度放权给学生，引导学生自我发
现，自我探索，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成为更多的恭维发出者。该研究旨在发现高中英语
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特点，为网络课堂中恭维语的使用提供一定的指导。教师不仅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
还要掌握博大的语言艺术。通过恭维语等语言技巧的合理运用，教师可以打开学生的心门，提高学生对
教师的信任与理解，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Blackwell, Oxford.

[2]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3]

陈艳, 程伟.《会话分析与第二语言教学: ESL/EFL 教师指南》评介[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7): 345-345.

[4]

梁文霞, 朱立霞. 国外二语课堂实证研究 20 年述评[J]. 外语界, 2007(5): 58-67.

[5]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oubleday, New York.

[6]

Seedhouse, P. (2004) The Intera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Perspective.
Blackwell Publishing, Michigan, 223-262.

[7]

杨雪燕. 外语教师课堂策略研究: 状况与意义[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35(1): 54-61.

[8]

黄小苹. 课堂话语微观分析: 理论, 方法与实践[J]. 外语研究, 2006(5): 53-57.

[9]

孟悦. 会话分析方法与二语语用发展的课堂教学[J]. 教育科学, 2010, 26(1): 39-42.

[10]

Herbert, R.K. (1991) The Sociology of Compliment Work: An Ethno-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sh and English Compliments. Multolingua, 10, 381-402. https://doi.org/10.1515/mult.1991.10.4.381

[11]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London.

[12]

张艳红, 于国栋. 汉语恭维回应语“对比恭维”模式的会话分析[J]. 现代外语, 2016, 39(5): 605-615, 728-729.

[13]

于国栋, 张艳红. 汉语恭维回应语缺失的会话分析[J]. 外语教学, 2019, 40(3): 44-49.

[14]

于国栋, 张艳红. 汉语日常交际中“隐含型”恭维的会话分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2(4):
130-136.

[15]

周军平. 教师话语与第二语言习得[J]. 外语教学, 2006, 27(3): 69-73.

DOI: 10.12677/ml.2021.93085

624

现代语言学

陈璐

附录
会话分析转写符号
符号
[

同步话语(simultaneous utterances)

[]

重叠话语(overlapping utterances)

=

紧随话语(contiguous utterances)

(0.1)
.

话语内部、话语间空当(Intervals within and between utterances)
降调

，

继续语调

？

升调

Good

强调

hhh

呼气

·hhh

吸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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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现象描述

><

速度快

→

需要注意的部分

T

代表老师

S

代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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