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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指导，在对话语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进行修补的

基础上，提出了分析反语生成机制的“基于体认的自主－依存模型”，对反语生成

过程进行了研究。反语的生成，是讲话人在语境的作用下，以其意向性为主导，基

于对外部事件的体验认知，形成概念结构，并基于概念结构形成隐性意义即隐性表

达，进一步依靠相邻关系从隐性意义推衍出显性意义，最后达成显性反语表达的过

程。其中，反语生成过程涉及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自主－依存的关系链；多重互动性

是反语生成过程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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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在话语表达中，反语（或称反话、反辞）

是众多语义修辞格中较为独特的一类，主要

指通过词汇的语义变异建构的表达（廖巧云, 

2018），即讲话人的字面表达与其实际表达内

容相反。反语因其间接性和模糊性，一直是语

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语境和讲话人的意

图，反语可具有讽刺、谴责、幽默、表达消极

情绪、惊讶、自我保护、增添情趣等语用功能

（Robert & Kreuz, 1994），如：

（1）“象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 十个里

也挑不出一个来。”“果然你是个明白人, 比

贾蓉两个强远了。”（曹雪芹《红楼梦》第

十二回）（讽刺）

（2）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

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

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

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

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

刘和珍君》）（谴责）

（3）I lost my purse, and my friend said: 
“You are so lucky today!”（幽默）

（4）女孩瞒着男孩为他准备了惊喜，男

孩对女孩说：“你可真是个小骗子。”（增添

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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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一学科术语的模糊性及其对语言体验

性基础的忽视，有学者提出了将“认知语言

学”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王寅, 2014, 2019b；张克定, 

2019）的主张，并论述了修补的十大原因（王

寅, 2014）。这一理论进展为话语研究提供了

新路径。

体认语言学是在整合认知语言学和后现

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其核心原则为

“现实—认知—语言”。相比原有的认知语言

学，体认语言学更加强调语言的“体认性”，

其中“体”重在“身体力行”，凸显“互动体

验”之义，而“认”意为“认知加工”（王

寅, 2019b）。不少学者在体认观的指导下，

对构式语法（王寅, 2018）、翻译方法（王寅, 

2019a）、语义组构（廖光蓉, 2019）、语义

修辞（魏在江, 2019）等进行了讨论。这些研

究从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多维视角支持

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观点，即语言是人类体

验、认知的结果，论证了体认语言学在语言研

究中的广泛性与实用性。因此，我们认为，体

认语言学也能够对语义修辞话语，如反语等的

生成机制研究带来启示。本文的研究对象，即

反语，体现了语言与现实的“相邻（相反/相

对）”关系，即讲话人所说话语在字面上与其

想要表达的真实意义相反/相对；也就是说，反

语并非直接反映现实，而是通过人的认知对现

实进行加工的结果，这与体认语言学的核心思

想不谋而合。因此，体认语言学能够为本文的

探讨提供理论指导。

33	 反语生成机制分析模型：ECADM

3.1 理论框架基础：话语的自主-依存分析

框架

自主－依存关系是一对哲学范畴，指两

事物在相对独立性上的不对称关系；已有学者

从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

多个角度对“自主－依存”这一对哲学范畴

进行过探讨（徐盛桓, 2007b）。认知语言学

视角下的“自主－依存联结”（autonomy-

dependence alignment）最早由Langacker

（1987）提出。他认为自主结构是可以独立

出现的，其呈现不以预设另一个结构的存在为

前提，而依存结构的呈现需要预设另一结构的

存在，即需要其他结构的支撑（Langacker，

在例（1）中，王熙凤的实际意图是讥讽

贾瑞贪图便宜又好色，但她在字面上使用的却

是“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明白人”“强

远了”等夸赞贾瑞的字眼。例（2）中鲁迅先

生使用了“伟大”来形容枪弹的无情攒射，用

“伟绩”来说明屠戮妇婴这一惨绝人寰的事

实，用“武功”来指称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

行为，无一不在用反语斥责当时的社会。例

（3）中，“我”丢了钱包，是不幸的事情，

但朋友却用“lucky”来形容此事，体现出幽

默、揶揄之义。例（4）中，男孩对女孩偷偷

准备惊喜的“欺骗”行为心怀喜爱，并未有斥

责之意，但他却使用了“骗子”这一明显带有

负面性质的词语，以此来表达恋人间的诙谐与

情趣。以上这些话语的共同特点是：讲话人的

显性话语表达与其大脑中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

达相反。

迄今为止，已有学者针对反语（v e r b a l 

irony）（Kreuz & Robert, 1993）建立了多种

模型来探讨其识解机制（Grice, 1975; Gibbs, 

1986; Giora, 1999; Katz et al., 2004）；也有

学者（寿永明, 2001；等）对反语的生成机制

进行过讨论。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对解释反

语的运作机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体认

语言学视角对反语进行的研究还不多，鲜有涉

及反语生成过程中的体认性问题。因此，本文

试图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提出一个能

够解释反语生成机制的模型，并对其进行描述

和论证。

22	 体认观及其关照下的语言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语言来源的研究

先后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和乔姆斯基

心智主义理论的影响，形成“关门打语言”和

“关门打句法”两条路径（王寅, 2019b）。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强

调心智的体验性、认识的无意识性以及思维

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 1980，1999）

三大原则。每一条原则均涉及了“人”这一

主体，认为语言与现实世界不能直接发生联

系，反对传统指称论、客观主义哲学、真值条

件语义学等观点将“人”排除在语言研究之

外的做法，带来了20世纪语言学的第三场革

命（王寅, 2019b）。但是，由于“认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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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框架显示，“自主－依存联结”在话语

生成过程中具体呈现为双重表述，即隐性表述

和显性表述；前者是自主成分，是讲话人真正

想要表达的意义，而后者是依存成分，是讲话

人在交际中选取的表达方式，依附于隐性表述

（同上：37）。例如，当外在环境为狂风暴雨

时，讲话人想要表达的真实意义（隐性表述）

是“天气不好”（A），为自主成分；讲话人

可以采用“天气可真不好啊！”这一直义表述

（a1），也可采用“天气可真好啊！”（a2）

这一反语表述，还可以采用其他表达方式。此

时，A为自主成分，a1、a2等显性话语为依存成

分。在话语生成过程中，自主成分A需要以讲

话人的意向性为导向，并以相邻/相似关系为主

要手段，推衍出依存成分a1或a2，以此获得相

对完备的表达。此时，自主成分A能够对a1或a2

进行拈连，而a1或a2等依存成分被A所主导，且

必要时可以反溯自主成分A。 

其中，反语表达中涉及的相邻关系主要

指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倾向于以相邻律（Kurt, 

2010）来把握事物间的关系，即把同一认知

域中距离相近的两个成分x、y看作是同一个单

位，x的存在蕴含着y的存在，从而将事物连成

一个可理解、可解释和可预测的网络（Croft 

& Cruse, 2004; 徐盛桓, 2007a）。因此，人们

能够在属于同一范畴的连续统上从x向y进行推

衍。在反语表达中，由于这种相邻关系是存在

于方向相反的连续统上的，即x、y存在相反/相

对的属性，因此有学者也将此类关系称为“反

向相邻关系”（徐盛桓, 2007b）。

“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对于讲话人意欲

表达的实际意义与显性反语表达之间的关系构

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基于外部事件的体

认过程强调不够，而且基本未涉及体认和自主-

依存的多重互动性问题的探讨。因此，本文尝

试基于体认观对此框架进行修补。

3.2  ECADM模型的提出

上述体认观和话语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

的讨论显示，基于体认观构建新的自主－依存

模型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自主－依存”关系与体认语言学的核

心原则密切相关。外部事件是自主的，而讲话

人通过自身的体验认知而产生的表达内容是依

附于外部事件的；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有外部

事件的存在，才有人这一主体对外部事件进行

体验，进而在大脑中产生相应的认识。因此，

这两者之间存在“自主－依存”联结。如上所

述，迄今为止，从体认角度对“自主－依存”

关系进行细化并加以运用的研究并不多见。有

鉴于此，并针对现有分析框架在解释反语表达

方面存在的优劣，我们尝试在体认语言学核

心原则的指导下，对话语的“自主－依存分

析框架”进行修补，从而提出反语的生成机

制分析模型，即“基于体认的自主－依存模

型（Embodied-Cognition-based Autonomy-

Dependence Model, 缩写为ECADM）”。该

模型如图2所示。

图 1  自主－依存分析框架

1987: 486-488）。Langacker（1987）在认

知语法理论中把“自主-依存关系”定义为，

如果A和D是自主-依存关系，那么在一个配价

关系中，A是对D凸显的一个图式性的次结构

（salient schematic substructure）所做的阐

释（elaboration）。

依据该关系提出的话语的“自主－依存分

析框架”是“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中的

一个探讨话语生成过程的重要环节（徐盛桓, 

2007b）。其图示如下（图1）：

自主成分

相邻/相似

依存成分

推衍 反溯

作用于
意向性

体 现

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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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型中，显性反语表达是外部事件

（即“现实”）与人的体验和认知（即“体

认”）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话语”）。反语

的生成过程可概述如下：

反语表达是指在特定语境中，讲话人在

主体意向性的主导下，并在多重体验认知的基

础上，依靠“自主－依存关系链”，生成反语

的过程。更具体地讲，就是讲话人基于对外部

事件的体验认知，形成概念结构，并基于概念

结构形成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进一步依靠相

邻关系从隐性意义推衍出显性意义，最后达成

依附于显性意义的显性反语表达的过程。该过

程涉及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自主－依存关系链，

即“外部事件—概念结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

达—显性意义—显性反语表达”，前一环节成

为后一环节的自主成分。其中，多重互动性是

反语生成过程的重要特征，不仅体现在上述自

主－依存关系链，还体现在讲话人的意向性与

反语生成各环节存在相互联系，同时讲话人通

过多次体认过程与外部事件进行多重互动，且

其体认过程通过影响概念结构而作用于其他后

续环节。接下来对该模型予以阐释。

44	 反语生成过程阐释

本小节的目的在于对反语生成中的重点环

节，如意向性的作用方式、体认过程和自主－

依存关系链的形成以及其中的多重互动性体现

方式进行阐释说明。

4.1 反语生成过程的意向性作用

意向性作为人类意识的核心内容，制约着

反语生成的全过程。讲话人的意向性包括意向

内容和意向态度两方面（徐盛桓, 2007b；廖巧

云, 2008）。在反语生成过程中，意向内容是

讲话人在对外部事件进行体验和认知加工后，

基于概念结构而形成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

也就是讲话人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意向态度

则体现为讲话人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认为直

接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不合适，因此选择了反语

这一特殊的表达方式。

反语表达主体的意向性，操控着外部事

件、概念结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显性意

义和显性反语表达等各个环节的形成和推演，

且与各环节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外

部世界中某一事件发生后，讲话人在其意向性

主导下对该事件进行有意识的体验，并进行认

知加工，形成对客体的感受，从而得出心理层

面的意义表征并对其进行不断完善。另一方

面，意向性也作用于讲话人从概念结构逐步形

成最终的显性反语表达的过程。讲话人在意向

性主导下从抽象的概念结构逐步形成较为完备

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在隐性意义到显性意

义的相邻关系推衍过程中，正是因为讲话人的

图 2  基于体认的自主 – 依存模型

外部事件

显性反语表达

讲话人

认

体

语境意向性

多
重
互
动
的
自
主–

依
存
关
系
链

概念结构

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

显性意义

相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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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作用，他／她才会选择使用反语这一表

达方式；从显性意义达成最终外化的反语表达

的过程中，也存在意向性的制约，即讲话人必

须有想要进行表达的意愿，才会将反语的显性

意义通过话语真正表达出来。此外，讲话人的

意向性不仅作用于反语表达的全过程，同时反

语表达各环节也会对意向性产生反作用，会影

响和制约讲话人在反语生成过程中的意愿和

态度。

因此讲话人的意向性实际上与反语表达的

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对其产

生多重影响。

4.2 反语生成过程的多重互动基础

话语主体即讲话人的体认过程作用于反语

表达的始终，并且存在多重体认的可能性。

反语表达，首先需要讲话人通过身体知觉

如视觉、听觉、触觉等去感知外部世界发生的

事件，体验外部事件的构成要素、性质和特点

等。在此基础上，感知结果进入讲话人的大

脑进行认知加工，形成概念结构。在形成概

念结构后，讲话人可能多次反复地对事件进

行体验和认知。也就是说，讲话人对外部事

件的体验认知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循序渐进、逐步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外

部事件是人进行体认的基础，虽然人作为体

认者是操纵体认过程的主体，具有主体性作

用，但人不能随意地对现实进行体认，而是

必须尊重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这一基础（张

克定, 2019）。因此，语境中的事件实际上对

讲话人具有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作用，因而讲话

人需要对事件进行多次体认，才能达到较为

完备的认知。

基于上述多重体认过程，讲话人形成相

对稳定的概念结构，才能达成接下来的隐性意

义即隐性表达、显性意义和显性反语表达等环

节。也就是说，多层次的体认过程实际上在反

语表达全过程发挥作用，即其通过对概念结构

的影响来作用于后续反语表达过程的各个环

节，而这些环节实际上也是讲话人体认结果的

体现。

因此，在反语生成过程中，外部事件、

概念结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显性意义和

最终的显性反语表达之间存在多重体验互动，

反语表达是讲话人对现实进行多重体认的最终

结果。

4.3 以多重互动自主–依存关系链为核心的

运作方式

在反语生成过程中，自主–依存关系具有

多重互动性。自主成分是相对独立、自主的，

而依存成分依赖于自主成分，受自主成分的限

制，由此建构了贯穿反语生成全过程的自主－

依存关系链。

首先，外部事件与概念结构之间体现为自

主－依存关系。简单来讲，外部事件就是指外

部世界，包括可能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概念结

构（conceptual structure）是基于体验而形

成的认知系统，能够表征并组织人的经验知识

（Evans & Green, 2006 : 201）。通俗来说，

概念结构就是讲话人头脑中对外部事件的实际

认识。因此，就外部事件与概念结构而言，前

者是自主成分，而后者是依存成分。

根据认知语义学的核心原则，概念是通

过身体、大脑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且只

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Lakoff & Johnson, 

1999）。因此，要形成对反语表达对象（即外

部事件）的认知，讲话人必须在特定语境中与

该事件进行互动。例如，在上文例（3）中，

“我”的朋友只有在当下语境中对“I lost my 

purse”这件事情进行体验，才能形成对其的

认识，从而推动后续反语表达的生成。换言

之，在反语表达过程中，概念结构的形成虽受

讲话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但它并非是自主

的，而是基于外部事件才得以形成。可以说，

外部事件是反语表达的物质性基础，概念结构

是讲话人对外部事件进行体认之后形成的依存

性结构。同时，由于外部事件不是一成不变

的，因此当语境中的事件发生动态变化时，讲

话人的概念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由此，在

外部事件和概念结构之间便形成“自主－依存

联结”。

其次，概念结构与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

之间体现为自主－依存关系。在形成概念结构

后，讲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便能够被暂时确定

下来，成为相对自主的成分，动态地存在于人

的大脑之中。仍以例（3）为例，由于概念结

构可外化为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

且语义结构可反映概念结构（Evans & Green, 

2006: 191; Tamly, 2000），因此“我”的朋友

会根据其概念结构形成隐性意义，即针对外部

事件想要表达的实际意义，可体现为“You are 

unfortunate”。这是“我”无法从朋友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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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字面意义中直接获取的，是朋友对其体认

结果的隐性表达，依附于其头脑中的概念结

构。因此，概念结构相对于外部事件而言是

依存性成分，但相对于隐性意义而言则是自

主成分，这是因为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是在

概念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两者之间也存在

“自主－依存联结”。

再 次 ， 隐 性 意 义 即 隐 性 表 达 与 显 性 意

义之间体现为自主－依存关系。在隐性意义

形成后，该环节同样能够成为相对自主的成

分，供讲话人利用相邻关系进行推衍，从而获

得显性意义，即反语的字面语义。在例（3）

中，“我”的朋友对其隐性意义进行推衍之后

得到的显性意义便是“You are lucky”，它

与朋友实际上想要表达的内容相反。此时，讲

话人的隐性意义相对于显性意义而言是自主

成分，这是由于显性意义是由隐性意义即隐

性表达推衍而来的结果，依附于隐性意义而

存在，且其形成和运作受隐性意义的主导和

控制。

最后，显性意义与显性反语表达之间体现

为自主－依存关系。显性反语表达指讲话人最

后的具体话语表达。例如，例（3）中“我”

的朋友在达成显性意义之后，在其意向性的主

导下通过调动发音器官将上述意义表达呈现

出来，形成最终的显性反语表达“You are so 

lucky today!” 此时，显性反语表达是讲话人

头脑中显性意义的外化，因此显性意义相对于

显性反语表达而言具有自主性，为自主成分，

而具体的反语表达则依附于显性意义而存在，

为依存成分。

因此，基于自主－依存关系，我们可以在

反语生成过程的各个环节构筑一条自主－依存

关系链，体现现实、认知、语言三者之间的密

切联系。这一关系链以外部事件为起点，以最

终的显性反语表达为终点，涉及反语生成的各

个环节，形成多个自主–依存联结。其中，每

一个“自主–依存联结”中的自主成分与依存

成分均存在互动，即自主成分制约依存成分，

而依存成分能动地反映自主成分，两者相对应

而存在，共同形成“自主－依存联结”，进而

达成多重自主－依存关系的互动。此外，关系

链中的部分环节（如概念结构、隐性意义即隐

性表达等）存在相对的自主性和依存性，反映

出自主成分与依存成分的相对性问题，即“自

主”与“依存”的区分从来不是绝对的，而只

是一个“程度问题”，且两事物的自主－依

存联结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转化（徐盛桓, 

2007b: 35；Langacker, 1987: 300）。这种

“相对性”也保证了多重互动自主–依存关系

链的顺利达成。总之，反语生成过程中的多

重互动自主－依存关系链贯穿于反语运作的

全过程，是讲话人以外部事件为起点，最终

得到通向显性反语表达通路这一过程的核心

运作方式。

综上所述，反语生成过程的各个环节均充

分体现了体认语言学强调的“多重互动性”。

意向性贯穿于反语生成的全过程，并在各环节

存在多重的相互作用；作为反语生成基础的

体认过程也存在多重互动性，体现在当初次体

认结果无法完整地反映外部事件时，讲话人需

要进行再度体认，以达到最佳理解；自主－依

存关系链也存在多重互动性，即每一个“自主

－依存联结”中的自主成分与依存成分均是相

对概念，失去了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关系链的崩

坏，反语表达便不能达成。

55	 范例分析

为初步验证该框架的可操作性，下面我们

运用“基于体认的自主－依存模型”进行反语

生成范例分析。如：

（5）(Context：Mark is late for work.)
 Tim (to Lily, Tim and Mark’s colleague)：

“Mark is so early today！”

在例（5）中，Tim在知道Mark迟到这一

事件后，对两人的同事Lily做出了“Mark来得

真早”这一评价。Tim在说话时已经知晓Mark

迟到这一事件，但他使用了“so early”这一与

“迟到”的事实不符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反语

表达。其生成过程可解释如下：

1）依据外部事件产生概念结构

外部事件为Mark上班迟到，这是外部世界

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具有自主性。讲话人Tim

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官了解到这一事件，如他从

视觉上目睹了Mark迟到，或通过听觉从别处听

说了Mark迟到的事件。在此基础上，Tim在其

意向性的调控下，将感知结果传输到认知系统

中进行加工，形成概念结构，即“Mark is late 

for work today”。这是Tim在当下语境中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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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事件进行感知的结果，能动地反映Mark迟

到的现实。此时，Mark迟到这一事件是自主成

分，而Tim据此形成的概念结构是依存成分，

依附于Mark迟到这一外部事件。

2）依据概念结构形成隐性意义

T i m在确定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之后，

其概念结构就能够相对自主地存在，并会根

据外部事件的变化而进行调节和更新。由此

Tim可以根据其概念结构形成语言层面的隐性

意义即隐性表达，可体现为“Mark is so late 

today”。该隐性意义或隐性表达是Tim头脑中

抽象概念结构的进一步具体化，反映其真实意

愿并依附于其概念结构而存在，且会根据概念

结构的调整而进行相应改变。

3）依据隐性意义推衍显性意义

在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形成后，Tim在其

意向性的主导下，对大脑中的相对自主的隐性

意义“Mark is so late today”进行反向语义推

衍。也就是说，Tim通过一连串相邻的语义连

续统，即“...so lateso late → late →a bit late → ... → 

just on time → ... → a bit early → early → so so 

earlyearly...”，从“so late”向“so early”逐步进

行推衍。此时，Tim的意向内容即为他的隐性

意义；其意向态度可以体现为，Tim可能认为

在当时语境下，直接对第三人Lily表达自己的

负面评价并非最佳方式，因此他选择了更加恰

当的反语表达来委婉地传递自己的想法。在这

一过程中，Tim的显性意义是通过隐性意义推

衍而来的，依附于隐性意义，与隐性意义所表

达的意思相反。

4）依据显性意义生成显性表达

在此基础上，Tim已从其隐性意义 “Mark 

is so late today”转换至显性意义“Mark is 

so early today”，但后者只是存在于Tim大脑

中的语义，并未成为最后的反语表达。因此，

最终Tim还需将其信息传递给第三人Lily，即将

显性意义用显性反语表达呈现出来，才能完成

整个反语生成过程。此时，Tim的显性反语表

达是显性意义的外化结果，也就是说，要先有

相应显性意义的存在，Tim才能在意向性的控

制下调动发音器官来表达这一语义，从而得出

反语表达的最终结果。因此Tim的显性反语表

达依附于其大脑中的显性意义，前者为依存成

分，后者为相对自主成分。

至此，在该具体语境中Tim的反语表达也

就达成了。

66	 结语

本文以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主要理论

指导，基于话语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建

构了反语生成机制分析模型ECADM，并分析

了反语的生成过程。

对于反语表达而言，基于体认的自主－

依存关系链是其核心运作机制。存在于反语表

达全过程的自主－依存关系链将现实、认知和

语言三者联系起来，构成多重互动关系。在该

框架下，讲话人基于对外部事件的体验认知，

形成概念结构，并基于概念结构形成隐性意义

即隐性表达，进一步依靠相邻关系从隐性意义

推衍出显性意义，最后达成依附于显性意义的

显性反语表达。该过程涉及的各个环节形成了

自主－依存的关系链，即“外部事件—概念结

构—隐性意义即隐性表达—显性意义—显性反

语表达”关系链，前一环节成为后一环节的自

主成分，而后一环节成为前一环节的依存成

分。其中，多重互动性是反语生成过程的重要

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其核心自主－依存关系链

上，还体现在讲话人的多重意向性及其多重体

认过程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多向多重的互动机

制，我们能够从外部事件出发，通过体验和认

知产生丰富多彩的话语表达方式。

本文建构的反语生成分析框架，为反语表

达的分析提供了新视角，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对话语生成过程，特别是

如反语等语义修辞生成过程的解释力。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英语义修

辞的文化机制对比研究”(编号: 19AYY011)

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汉外

语义修辞话语识解的文化机制对比研究”(编

号: 2018114027)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Croft, W. & Cruse, A.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Gibbs, R. W. On the psycholinguistics of 
sarcasm[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2

F
L

C
S

ep
t. 

20
20

V
ol

.1
7 

N
o.

5 
(G

en
er

al
 S

er
ia

l N
o.

97
) 

General, 1986(1): 3-15.
[4]  Giora, R. On the priority of salient meanings: 

Studies of literal and figurative langua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9, 31: 919-929.

[5]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Cole，P. & Morgan, J. L.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6]  Katz, A. N., Blasko, D. G. & Kazmerski, 
V. A. Saying what you don’t mean: Social 
influence on sarcastic language processing[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5): 186-189. 
[7]  Kreuz, R. J. & Roberts，R. M. On satire and 

parod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onic[J].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93(2): 
97-109.

[8]  Kurt, K. The 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9]  Lakoff, G. &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0]  Lakoff, G. & Johnson，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11]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Ⅰ/Ⅱ)[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Roberts, R. M. & Kreuz，R. J. Why do people 
use figurative languag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4(5) :159-163.

[13]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14]  廖光蓉. 体认语言学观照下的汉语语义组

构超常及其典型性[J]. 中国外语, 2019(6): 
34-43.

[15]  廖巧云. 相邻关系视角下的“夸张”[J]. 外
语教学, 2008(3): 13-17.

[16]  廖巧云. 语义修辞的识解机制[J]. 现代外语, 
2018(1): 1-11+145.

[17]  寿永明  .反语的表达机制[J]. 修辞学习 , 
2001(4): 36-38.

[18]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6): 61-67.

[19]  王寅 .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构式语法研

究—兼论体认语言学[J].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132-139.
[20]  王寅 .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

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

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a(4): 156-164+190.
[21]  王寅 .  体认语言学发凡 [ J ] .  中国外语 , 

2019b(6): 18-25.
[22]  魏在江.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成语的转

喻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 2019(6): 26-33. 
[23]  徐盛桓.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J]. 外国语, 

2007a(3): 2-9.
[24]  徐盛桓 .  自主和依存—语言表达形式

生成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J]. 外语学刊, 
2007b(2): 34-40.

[25]  张克定. 体认原则及体认者、现实和语言

的相互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6): 71-80+158.

An Embodied-Cognitive Approach to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Verbal Irony

Abstract: Under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kernel principles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modifying 
the Autonomy-Dependency Framework, proposes 
the Embodied-Cognition-Based Autonomy-
Dependence Model (ECADM), which is applied 
to analyzing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verbal 
iron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Firstly, with intentionality oriented and 
context at work, conceptual structur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speakers’ multilevel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of the events in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ly, covert meaning or implicit expression 
is achieved on the basis of conceptual structure; 
thirdly, overt meaning is derived from the covert 
meaning by means of proximity relation; and 
finally, overt irony expressions depending on the 
overt meaning can be made. In this process, the 
step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orm an 
autonomy-dependence relation chain; and the key 
feature of verbal irony production is multilevel 
interaction. 
Keywords: verbal irony;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ADM; production mechanism; 
multilevel inte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