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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运用语言学界较为陌生的西方修辞学核心术语“修辞三段论”来详细刻画语用推理中寓

义的推导过程 ,通过构建不完全关联及无关联话语产生寓义的推导模式 , 揭示寓义表达的隐匿性 、或然

性以及可接受性。其中对后一模式的刻画还说明 ,在具体语境中表面无关的话语很可能蕴涵了一个载

有寓义的修辞三段论 ,我们将其视为修辞式推论的一种可能的新形式。研究显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结

合具有重要的互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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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 ,语用推理的形式化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

了一些成果。 Josephson & Josephson(1994)、Welke r

(1994)、Gabbay&Woods(2005)、Ross(2006)等以及国

内学者邹崇理(2002)、蒋严(2002)、徐盛桓(2005)、熊学

亮(2007)、张韧弦(2008)等从逻辑学 、心理学 、认知科学

等诸多视角 ,对语用推理的许多方面进行过较深入的刻

画。本文拟采用修辞学这个有别于上述几种研究的独

特视角1 ,借助其核心术语“修辞三段论”(rhetorical syl-

logism)对语用推理再做一番探讨 ,以此揭示修辞推论对

语用推理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

我们首先廓清语用推理的研究范围 , 明确其推理

对象主要为非真值条件蕴涵语义 , 同时将本研究的讨

论对象限定为其中的特殊会话含义———此术语在文中

重新表述为“寓义” 。针对 Sperber &Wilson“寓义”研

究止步于寓谓前提(implicated premises)与寓谓结论

(implicated conclusions)的分类 , 而未能构建推理模

式 ,本文借助“修辞三段论”的特征与表现形式 , 力求清

晰刻画由不完全关联及无关联话语产生寓义的推导过

程 ,构建相应的推导模式 , 并揭示寓义表达的隐匿性 、

或然性与可接受性。

2.语用推理中的寓义

2.1　语用推理的对象

Gr ice(1989)及 Levinson(1983)中所涉及的语用

推理主要为寓义(implica tur e), 下分为规约寓义与会话

寓义 , 而后者又有一般与特殊之别。 对于规约寓义语

用学界颇多争议 , 有学者认为可将其归入(一般)会话

寓义或预设中 , Gr ice 本人也认为很难区分规约 与一

般会话寓义2 。蒋严(2001)引述的以关联理论为基础

所作的分类则认为语用推理的对象主要有四大类:显

义 、预设 、寓义及命题态度。 关联理论中的显义(expli-

cature)是指经过充实的直陈义 , 其下限是句子的真值

条件义。显义的种类十分庞杂 ,可包括解歧 、指称指派

和其他充盈过程 、“自由式”充实 、概念意义的临时调整

等 , Grice的规约与一般会话寓义都可归并入其中的

“自由式”充实。预设(presupposition)意指为语句的词

语或结构所触发而由听者逆向推理得出的 、由言者认

定为交际各方已获信息的内容。 命题态度(proposi-

tional attitude)又称高阶显义(higer-level explica-

tur e),是指人持有及表达某个命题的具体方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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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语用义非本研究的焦点 , 所以只作简单说明 , 而且

为了重点讨论寓义 , 将命题态度提前作了解释。 关联

理论体系中的寓义(implicatur e)相当于 Gr ice 寓义分

类中的特殊会话寓义(par ticular 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 tur e , PCI), 指的是从话语的直陈义出发 , 在语

境中顺向推导得出的命题 , 其逻辑式通常与说话人使

用的原语句全然不同3 。

关联理论中的寓义仍是个较大的范畴 , 为方便对

其刻画还需作进一步的划分。Sperber &Wilson(以下

简称为S&W)将会话关联度粗略分为:强关联 、弱关联

与无关联 ,并强调了这种划分的相对性(2001:132),但

他们并未提供对应的例子。本研究避开关联的强弱 ,

将寓义推导中的明示命题仅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理

喻或答非所问的表面无关联话语 , 另一类是言犹未尽

而需要推导得出寓谓前提或结论的不完全关联话语。

第 4 节“寓义的修辞三段论刻画”即围绕此两种情况进

行。

2.2　寓义推导研究浅溯

特殊会话寓义由 Gr ice于 1967 年最先提出 , 他将

这一概念界定为:某一命题在具体的场景中借助于特

别的语境而产生的寓义(Gr ice 1989:37)。 结合其合

作原则及会话四准则 ,Gr ice 分析了几个为后来的特殊

会话寓义研究广为引用的经典例子 , 但最终未建构具

体的 PCI 推导模式。 Levinson 继承了 Grice对特殊会

话寓义与一般会话寓义所作的区分 , 并对寓义推导作

了进一步研究。在 Levinson(1987)一文中 ,他将 Gr ice

四准则修改为三准则 , 每一条准则下都设有“听话人推

论” 。但这些推论主要针对数量关系 , 其广为人知的梯

级寓义(sc alar implicat ure)理论只适用于推导一般会

话寓义。Sear le(1991:266)运用合作原则及言语行为

理论 ,讨论了(1)中对话的推理过程:

　(1)Student X:Lets go to th e movies tonight.

Student Y:I have to s tudy for an exam.

　　针对回应方 Y 的回答 , Sear le共设计了十个步骤 ,

最终推导出 Y 之所言实际上是在拒绝 X 的建议。我

们认为这种推导过程较为繁琐 ,难以提炼成一个可操

作 、可重复的模式 , 也许这是 Searle 十步推导法未能为

后来的语用推理所继承的一大原因。此外 , Searle 的

十步推导法中嵌套了 Gr ice 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 ,

因此并不全是自成一体的推导系统。

S&W 认为“言者意图使自己的语句显明地有关

联 ,她显明地意图对听者显明的语境定识或语境蕴涵

就是寓义” 4 。在此他们明确界定了“寓义”这个概念 ,

但其表述颇为折绕。而随后他们从表现形式上对寓义

所作的分类有助于理解该术语的真正所指。他们指

出 , 寓义可分为寓谓前提(implicated premises)和寓谓

结论(implica ted conclusions)两种命题类型 , 并认为所

有的寓义都不出此两大类型范畴。寓谓前提与寓谓结

论亦正是其明示 -推理交际(ostensive-inf eren tial

communication)中讯递者通过刺激讯号意欲对受讯者

显明的定识之集合 I(a set of assumptions I)。然而 , S

&W 对于寓义的刻画止步于形式上的分类 ,并未进一

步构建可操作的推理模式 , 尽管他们同 Gr ice 一样重

视寓义的可测性研究 , 希望通过推理过程来获得寓义

(S&W 2001:200)。

我们赞同关联理论把寓义分为寓谓前提与寓谓结

论的做法 , 以此为基础 ,本文尝试借助西方古典修辞学

中的核心概念———修辞三段论及图尔明论辩模式中的

一些要素 , 具体刻画寓谓的前提与结论因对话中语言

刺激讯号(明示)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推导过程 ,

并分别构建相应的模式 , 以使寓义的推导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

3.修辞三段论:古与今

修辞三段论(rhe tor ical syllogism)亦称修辞式推

论或恩梯墨玛(enthymeme), 为西方修辞学中的核心

概念。西方经典修辞学由五个基本范畴组成:修辞发

明/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ar r angement)、文体

(style)、记忆(memory)及宣讲(delivery)。每个范畴又

各有一些核心要素 , 修辞三段论即为修辞发明中的关

键要素。亚理斯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修辞式推论是

“或然式证明的躯干” , 是“最有效力的或然式证明”

(1991:22-23)。此概念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伊索克拉提

斯 、西塞罗 、昆体良等其他古典修辞学家的重视 , 尽管

理解不尽相同。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西方掀起了研究恩

梯墨玛的热潮。 Bitzer(1959)、Miller &Bee(1972)、

Coley(1984)、Walker(1994)及 Lauer(2004)都是阐述

此概念微奥特征的力作;而 Corbet t&Connors(1999)、

Bensel-Meyers(1992)及 Gage(2001)则为修辞三段论

应用研究的代表。该术语在我国可能最早是以“省略

三段论”的名称出现于顾曰国(1990)中。 其后有几篇

专论:武宏志 、刘春杰(1994)从逻辑的角度论证了修辞

三段论的价值 , 张春泉(2001)提出“白马非马” 论断为

修辞式推论 , 邓志勇(2003)、袁影(2006)及牟晓鸣

(2008)则对此术语的阐释及应用作了不同层面的探

索。另外还有一些非专论性的文章或书籍也涉及此概

念。总体看来成果还较为零星 , 本研究与语用推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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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希望进一步引起学界对此修辞学核心术语的重视 ,

同时推动此概念的跨学科研究。

3.1　修辞三段论的特征与形式

修辞三段论与常规三段论相比有两个特征 , 即亚

理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明确指出的非完整性及或然

性。前者是指“修辞三段论由很少的命题构成 , 往往少

于常规三段论的命题”5 。常规三段论是由三个命题 ,即

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组成 ,而在修辞式推论中 , 如果命

题是受话方已知的事实(或大家共有的常识或明显的

结论或表达方不愿明说的情况或有意隐藏的意图等),

三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都有可能被省略。或然

性特征是指“修辞式三段论的前提很少是有必然性的 ,

因为我们所要判断和考虑的事情大多数都有另一种可

能”(亚理斯多德 1991:27)。 或然性前提主要是指可

为双方接受但并非绝对正确的观点 、认识等大前提(如

表 1 中“稀有之物比量多之物更好”), 由此推导出的结

论自然也具有或然性。

关于非完整性与或然性两大特征的理解和重要性

评判 ,西方修辞学界存在较多争议 , 有的认为修辞三段

论只要满足非完整性 ,有的认为关键在于或然性 , 还有

的则认为两个条件都需要 ,在此不作展开。根据 Bitz-

er(1959)及袁影(2006 , 2008)对亚氏著作中相关论述及

例子的精细辨析 ,此两特征已被证明都不是绝对的 , 也

就是说修辞三段论可以是完整的 , 也可以是必然的或

实然的 ,关键是:为了实现说服 , 推论中的大前提需是

对方能够或乐意接受的命题。 尽管如此 , 按亚氏所言

修辞式推论大多具有此两大特征 , 并且我们认为体现

非完整性与或然性的三段论更具修辞性 , 因为命题的

省略往往蕴含了修辞者赢得对方所采用的同一策略或

隐藏了不宜公开的动机 、意图等 ,而或然性的前提也时

常需依靠修辞策略才能使由此推出的或然性结论取得

可接受性。

关于修辞三段论的表现形式 , 根据上述对非完整

性特征的较全面认识 ,它可以是完整式 , 也可以是省略

式 ,而所省略的命题数可以是一个或者两个 ,省略的命

题可以是前提也可以是结论 , 我们认为修辞式推论从

命题的完整到缺省共可有七种形态。下面以亚氏《修

辞学》第一卷第七章中的一个完整的或然性修辞式推

论为例(Ar istotle 1954:49), 通过不同命题的省略来归

纳所有可能的修辞三段论形式 ,这些修辞三段论表现

形式中的一些省略式将结合图尔明模式中的辅助要素

应用于寓义推导的刻画:

　表 1.修辞三段论的表现形式

大前提

(MP=major

p remise)

　

小前提

(mp=

minor

pr emise)

结论

(C=

conclu-

s ion)

形式

(T=typ e)

　

　

稀有之物比量多之

物更好。

金比铁更

稀有。

金比铁更

好。

T1:

MP&mp ※C

稀有之物比量多之

物更好。

金比铁更

稀有。

T2:

MP&mp

稀有之物比量多之

物更好。

金比铁更

好。

T3:

MP※C

金比铁更

稀有。

金比铁更

好。

T4:

mp※C

稀有之物比量多之

物更好。

T5:

MP

金比铁更

稀有。

T6:

mp

金比铁更

好。

T7:

C

3.2　修辞三段论在当代的发展:图尔明(Toulmin)论

辩模式

修辞三段论虽然是古典修辞学中的核心概念 , 但

其理论及表现形式仍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英国哲学

家图尔明的论辩模式即可视为修辞三段论在当代的重

要发展。其初版于 1958 年的名著《论辩的功用》(The

Uses of Argu ment)针对传统逻辑在现实中缺乏实际效

用 , 创制了一个较为实用的由事实到主张的论辩模型。

该书至今已出有三个版本 , 重印十多次 , 在修辞学 、法

学 、物理学 、心理学 、传播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模式将论辩中的关键要素提取出来 , 并以体现日

常思维的方式展开其顺序:

D So , Q , C
　

 
Sin ce
W

 
On account of

B

 
Unless

R

(Toulmin 2003:97)

图 1.图尔明论辩模式

　　模式中 D 指 datum“事实” , 一般相当于三段论中

的小前提 , W 为 warr ant“理由” , 相当于大前提 , B 是

backing“(理由的)根据” , R 为 r ebuttal“反证” , 于结论

得出前排除 , Q 指 qualifier“限制” , 表示可能性 , C 为

claim ,即“主张或结论” 。为说明该模式 , 图尔明举了下

面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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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H ar ry was b orn in Ber muda (哈利生于百慕大)-D

[ 事实]

b.(Since)a man born in Bermud a will general ly be a

Bri tish subject((由于)生于百慕大的人一般为英国

国民)-W [ 理由]

c.(On account of)the following statutes an d other le-

gal pr ovis ions:((据)以下条例及其他的法律规

定:)-B [ 根据]

d.(Unless)both his par en ts were al iens/ ...((除非)

他的父母都是外侨/ …)-R [ 反证]

e.p resumably(很可能)-Q [ 限制]

f.Harry is a Bri tis h sub ject (哈利是英国国民)-C

[ 主张/结论]

　　以上模式示例中的“事实”(D)、“理由”(W)与“主

张”(C)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段论的两个前提与结论 ,

所不同的是图尔明将小前提作了前置 , 而其理由命题

即大前提中有“一般”(gener ally)类表或然性的用语 ,

结论也受“很可能”(presumably)类或然性限制 , 这与

标准三段论的必然性有关键区别 , 图尔明称此类形式

的三段论为准三段论。此论辩模式自面世起便招致过

争议 ,哲学界及修辞学界对其价值都各存褒贬。 我们

认为图尔明模式实际仍扎根于传统三段论 , 他主要为

了适应日常实用推理的需要调整了前提次序 , 突出了

或然性 ,并加入了“根据”(B)、“反证”(R)以及“限制”

(Q)三个辅助要素以增强或然性论辩的可接受性 , 对于

非严格的实用推理来说并无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 且此

模式对于日常实用推理的描写与创设具有较强的可操

作性 ,已成功应用于演讲的设计 、写作教学以及法庭论

辩等众多领域中。

图尔明论辩模式被视为与修辞学紧密相关 , 主要

是因其模式中的“理由”(war r ants)与经典修辞学中另

一核心概念“论式”(topos)6有明显联系 ,而一般充当大

前提的“论式”又被亚理斯多德视为恩梯墨马的要素 ,

因此其模式与修辞三段论也就自然联系在了一起。哲

学家图尔明由于缺少修辞学背景 , 在设计其模式时并

未意识到这些联系 ,《论辩的功用》索引中没有出现修

辞三段论或恩梯墨马术语 , 但他后来也公开承认这些

联系(Jasinski 2001:206)。对照前述修辞三段论的特

征及表现形式 ,我们有根据进一步证明图尔明模式实

质上就是一个或然性修辞三段论的完整式(T1), 确切

地说是完整式的扩展形态。因此本文视图尔明模式为

古典修辞三段论在当代的重要发展 , 并将吸收其模式

要素用于辅助刻画寓义的语用推导。

4.寓义的修辞三段论刻画

根据 2.1 节的论述 , 本研究将寓义的推导主要与

两种直陈语句联系起来:一 、不可理喻或答非所问的表

面无关联话语;二 、言犹未尽而需推导得出寓谓前提或

结论的不完全关联话语 , 这又分为明示为大前提及明

示为小前提两类。以下将结合修辞三段论的不同形式

与图尔明模式的一些要素对寓义的推导做出刻画。

4.1　不完全关联话语的修辞三段论刻画

4.1.1　明示为大前提的推导

我们发现在会话中 , 答话方所说的非结论的话语

一般都可被视为相关语用推理的前提 , 而其中有的回

答属于小前提性质 , 有的则为大前提 ,如:

　(3)a.Peter:Would you drive a Mercedes?

b.Mary:I wouldnt drive ANY expensive car7 .

　　Mary 没有直接回答 Peter 的问题, 而是说了“我不

开任何昂贵的车”这样一个含有全称量词(任何)、针对

一般而非个别情况的陈述 , 这类陈述通常应视为大前

提。Mary的回答实为一个省去了小前提和结论的修辞

三段论 T5(MP)式 , Peter 要完整理解她的话 ,就需要推

导出被她隐去的这两个命题。依据明示的大前提和双

方关于Mercedes 车的了解 ,推导可取如下形式:

　(4)Inference:

a.Mary wouldnt drive ANY　　　　明示大前提 MP

expensive car.

b.A Mercedes is an expensive car. 隐省小前提 mp

c.Mary wouldnt drive a Mercedes. 隐省结论 C

　　可见在具体语境中 , 已知大前提 , 很容易补出隐去

的小前提, 进而获得所需的结论。以上推论由于大前提

不带有或然性的词语如 usually(通常),因此结论也就十

分明确 ,无需限制及寻找反证。但如果Mary 说“I usu-

ally wouldnt drive expensive cars.”那么 Peter 推出的结

论应为“Mary presumably wouldnt dr ive a Mercedes.”这

样一个含有“限制”(Q)的或然性结论 , 而此性质的结论

又会伴有“反证”(R)存在的可能。综合两种情况 , 我们

认为明示为大前提的推导模式如下:

MP

↑
mp

↑
C(with Q)(unless R)

图 2.寓义推导模式 I

　　“反证”(R)及“限制”(Q)只有在所给大前提明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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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为或然性时才可能出现 ,因此模式中加了表示非必

需的括号。

4.1.2　明示为小前提的推导

寓义表达中明示为小前提的例子很多 ,在此我们选

用Searle(1975)所举的涉及十步推导的例子, 看是否可

用修辞三段论作更简洁明确的推导。

　(5)Studen t X: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Studen t Y:I h 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该对话中针对学生 X 的“今晚我们去看电影吧”这

一提议 , 学生 Y 没有直接答复 , 而是说:“我得准备考

试” ,X 会即刻得出“Y 很可能不想去看电影”的结论 ,因

为根据常识“准备考试一般需要较多时间” 。在这个补

全的三段论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Y 的回答实际上是

一个只提供了小前提的修辞三段论 T6(mp)形式, X 是

通过一个常识性的大前提推导出结论的。这个常识表

达的是普通情况, 具有或然性 ,推导者可能还会提供“根

据”(B),依此或然性常识推出的结论需要“很可能”这个

“限制”(Q)来体现客观 ,推理者甚至会寻找例外的情况 ,

即举出“反证”(R)。以下为学生 X 可能作出的推导:

　(6)Infer ence:

a.Y has to study for an exam.

明示小前提 mp

b.Studying for an exam generally needs much time ,

隐省大前提 MP

c.for lots of review work has to be done.

隐省根据 B

d.Y probably needs much time/

Y probably would not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

隐省限制性结论 C with Q

e.unless it pains him to miss the movie./ ...

隐省反证 R

　　用模式表达可图示为:

mp

↑
MP(with B)

↑
C(with Q)(unless R)

图 3.寓义推导模式 II

　　图 3 中的“根据”(B)、“限制”(Q)及“反证”(R)我们

也用了表示两可的括号 ,因为虽然上例中大前提是或然

性的常识 ,需要根据并只能推出含有反证的限制性结

论, 但是也有必然性而不再需要根据的常识如“人是要

死的” ,如果所提供的小前提又符合事实, 那么推出的结

论就十分肯定而不必寻找反证并作限制了。比较明示

为大前提及明示为小前提的这两个模式 , 我们发现结论

的表现形式是相同的 ,“限制”(Q)及“反证”(R)的存在与

否 ,即结论的或然与必然都取决于大前提的性质。因此

在不完全关联的寓义推导中, 无论已知的命题是什么,

推导本身并不困难, 关键是把握大前提的性质 ,由此了

知所得结论的性质及其可接受程度。

4.2　表面无关联话语的修辞三段论刻画

产生寓义的另一种会话是字面上问与答毫无关系

的话语 ,这类会话可能没有上面不完全关联的会话出现

的频率高, 但也是交流中常会遇到的情况。以下 Grice

(1989:35)在论及违反关系准则时所举的例子即为典型

的字面义无关联话语:

　(7)A :Mrs.X is an old bag.

B: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summer ,

h asnt it ?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聚会上 , A 口出惊人之语说“X

夫人是只老皮囊” ;B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回了句毫无

关联的“今年夏天天气一直挺舒服的 ,对吗?” 然而 ,毫无

关联只是字面上的 ,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值得推导的一串

寓义。我们不妨作如下推导:

　(8)a.今年夏天天气一直挺舒服的 ,对吗 ?

与话题无关的命题 ,以 p&～ (p s)表示[ p=新表述的

命题;s=上文中彰显的命题; 是融合式合取符号(fu-

sion conjunction);～(p s)意为 p与 s的结合会得出不

一致的结果。]

b.B所言是与话题无关的回应

推导出的小前提,以 mp表示

c.与话题无关的回应一般意味话题失当

推导出的大前提 ,以MP表示

d.因为相关性回应会令人不安

大前提的根据 ,以B表示

e.B所言意味话题很可能失当 ,除非 B心不在焉/ …

限制性结论及反证 , C with Q unless R

　　因此无关联语句之寓义的推导模式可为:

p&～ (p s)
↑
mp

MP with B

↑
C with Q unless R

图4.寓义推导模式 III

　　此模式与前两模式的关键差异在于这类推导所得

出的大前提“与话题无关的回应一般意味话题失当”永

远是个自身需要根据的或然性命题。因此 , 最终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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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从客观起见总需要加以限制并排除反证 ,如回应方

当时心不在焉 ,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 ,或者对话题所知

尚少等。另外, 前两模式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修辞三

段论形式 ,而这一模式却无对应形式 ,我们不妨将暗藏

了一个修辞推论的无关联命题 p &～ (p s)视为修辞三

段论的一种特殊形式 ,可将其列为 T8;此形式似乎只能

存在于会话中。

5.结语

本文尝试性地运用西方修辞学中的修辞三段论理

论来解释语用推理中寓义的推导过程。我们发现:1)寓

义的推导主要包括三个过程:确定明示命题的性质 ,即

大前提还是小前提(或何种类型的修辞三段论);恢复缺

失的前提;推演可接受的结论。而整个推演的可接受性

除了通过两个前提得出结论外 ,由于大前提通常具有或

然性 , 因此为了客观往往还需要排除“反证”并对结论加

以“限制” 。2)修辞三段论可根据明示命题的不同性质

分别构建由大前提 、小前提及表面无关联命题为明示的

寓义推导模式。这些模式能够具体说明语用推理中的

缺项和弱义 ,反映其丰义过程。3)对无关联语句的寓义

推导刻画说明 ,在具体语境中表面无关的话语很可能蕴

涵了一个载有寓义的修辞三段论 ,我们不妨将这种无关

联命题表述为修辞三段论的一种可能的新形式 T8。语

用推理所涉范围广 、对象多 ,本研究只关及其中的寓义

部分。修辞三段论是否还可用以刻画预设和命题态度

等其他语用推理对象? 这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当代语用学的诞生似乎是分析哲学的直接结果 ,与

古典时期就盛行的修辞学无甚关联。但我们发现两者

在一些考察对象上存在相似点或相关性 ,如寓义推导与

修辞推论 、语境与修辞情境等 , 语用学可以从古今修辞

学中吸收新视角或通过相关参照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研

究旨趣 ,修辞学亦可借鉴语用学中的发现来深化研究 、

丰富已有成果。两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互益性。

注　　释

1.修辞理论与语用推理相结合的研究国内外都十分稀少。只

看到林景鸿(2007)运用当代西方“修辞情境论”和“辞格观” ,

对Grice的特殊会话含义进行过分析。Knight &Sweeney

(2007)运用了恩梯墨玛/修辞三段论分析了医患话题交谈中

的省略内容,只零星地运用了一些修辞三段论理论 ,对语用

推理本身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2.规约与一般会话寓义关系之争参见 Levinson(1983:128)及

Grice(1967/ 1989:37)。

3.参见蒋严 、潘海华(2005:8-9);显义的种类详见蒋严(2005)及

其引述的文献。

4.取自蒋严(2008:259)译文 ,对应的原文为:“An implicature is

a contextual assumption or impl ication which a speaker , in-

t ending her utterance to be manifest ly relevant , manifestly in-

t ended to make manifest to th e hearer.”后继语篇还有:“We

will dist inguish two kinds of implicatures:implicated premis es

and implicated conclusion ….All implicatures , we claim , fal l

in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categories.”(S&W 1995:194-

5)

5.作者据权威 W.Roberts英译本翻译 ,因罗念生中译本对此

的理解有出入 ,故未用其译。原文为:The en thymeme must

consist of few proposit ions , fewer often than th ose which

make up the nor mal syllogism(1954:28).

6.Topos 已有多个中译:顾曰国(1990)译为“论式” ,罗念生

(1991)译为“部目” ,刘亚猛(2008)译为“话题”等 ,本文倾向

顾译。

7.该例取自S&W(2001:194)。 S &W 在分析此例时虽论及

implicated premise和 impl icated conclus ion ,但未区分作为推

导关键的大小前提,也未刻画推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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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 ic sen tence(GS)is a sta tement denoting a par ticular f eature of a class of things , which is re alized in

an ad hoc judgment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an implicit universal sentence about the par ticular tr ait of the cla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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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esents a de tailed char acter iza tion of implicature-drawing in pr agma tic infer ence in terms of

“ r hetorical syllogism” , which is less known in linguistic cir cles.Revealed through the infer ence mode ls is the na-

t ure of implica tur e communication:its implicitness , prob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The model on ir relevant utte r-

ance also suggests th at ther e may exist a potential type of rhe tor ical syllogism , which could constr uc tive ly widen

the normal types.The f indings demonstr ate the bene ficial inte rf ace of rhetoric and pragmatics.

Metonymy and situation:Contextual constraints on metonymic thinking of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 by

CHEN Xianglan &SHEN Dan (Sch ool of Interna tional S tudies , Univ.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 ics ,

Be ijing 100029 , China;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Peking Univ., Beijing 1000871 , China), p.104

Taking a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xtual constra ints on the metonymic

thinking of “Whats X doing Y ?” construction.F irst , we explo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ventional metonymic

thinking of “Whats X doing Y?” constr uction.I t is argued tha t the constr uc tion involves no metonymic thinking

in cases where the speaker only wants to get informa tion.Secondly , we discuss under what cir cumstances the met-

onym ic thinking of the construction will involve either two domains or three domains.Even if the speaker uses the

constr uc tion to show metonymically his dissatisf action , so long as the speaker only talks to himself or just speaks

out of surpr ise , then the me tonym ic thinking will only involve two doma ins.I f the speaker indir ectly asks the pe r-

son beside him to stop the action as expressed by the constr uc tion , then the metonymy in the constr uction will in-

volve thre e doma ins.Thirdly , we discuss the diff eren t functions of the verb “doing” in dif fer ent contexts.Final-

ly , we draw attention to the dif fer ence between specific conve rsational context and convention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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