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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和功能

吴东英 秦秀白 吴柏基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考察和分析了当前香港报刊语言所呈现的

口语化趋势。本研究课题采用的语料来自 2000 年至 2002 年香港的四家主要报纸( 明报 、 星岛

日报 、 苹果日报 、 东方日报 ) ,语料的体裁包括广告和新闻报道。研究发现: 当前香港报刊语

言的口语化形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问- 答 语对的广泛应用; ( 2)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

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 ( 3)粤语入文。文章还就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功用和价值做了详

细的探讨。

关键词 语言变异 语体研究 报刊语言

1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 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具有截然不同的语言特征、风格特征和交际策

略; 口语语体中行之有效的语言成分和表现风格在书面语体中并不奏效, 反之亦然。然而,

近年来, 在香港学生的写作和香港的报刊语言中, 都出现了口语化倾向, 引起不少教育工作

者的关注(卢丹怀等 1998; 曾志雄 1998)。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香港的中文已趋贫瘠、衰败,

质量恶化; 书面语体频临死亡, 甚至会给香港的文明带来灭顶之灾。

然而, 很少国内或香港的学者运用社会语言学或话语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审视口语语体

和书面语体的社会交际功能以及各自所具备的优势, 更缺乏对香港报刊书面语体中所呈现的

口语化趋势进行认真而系统的考察。因此, 本文尝试对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以及

其功能做一次认真、系统的分析, 力求回答两个问题: ( 1)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主要表现形

式在哪些方面? ( 2)在香港特定的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下以及广告、新闻语篇的微观情景中,

口语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交际功用和价值?

2 文献检索

近几十年来,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 国外社会语言学家、人类学

家及其他人文工作者对言语交际和大众传播的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并从不同角度对口语

和书面语这两种基本的传播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多采用 二分法 集中讨论口

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的区别性特征, 普遍认为: 口语语体的句子结构简单, 书面语体的句子结

构复杂( Akinnaso 1982) ; 口语语体表意隐晦, 书面语体表意明晰( DeVito 1966) ; 口语语体的

语篇结构可以杂乱无序, 书面语体的语篇则讲求谋篇布局( Ochs 1979) ; 口语交流时, 交际情

景对语义的制约非常明显, 书面语交际则不像口语交际那样地依赖语境( Olson 1977) ; 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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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具有 零散性 的特征, 而书面语体则具有 完整性 特征( Stubbs 1980) ; 口语交际时, 交

际双方都尽量体现 参与 和 介入 意识, 而用书面语交际时交际者则常努力体现 超脱性

( Chafe 1982)。

然而, 近 20年来, 越来越多的社会语言学家认识到: 口语和书面语的划分是个十分复杂

的问题, 简单地从 说 和 写 这两种基本交际媒介角度来区分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是不够

的, 因为它不能解释语言在履行其社会功能时所呈现出的纷繁多变的情况。人类学家还从人

类交际的历史角度阐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 Goody and Watt 1963; Goody 1968, 1977;

Ong 1971, 1977, 1982)。他们指出: 人类的言语交际经历了从口语向书面语过渡的历史进

程, 收音机和电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言语交际的历史进入了 第二个口语交际阶段 , 而在人

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 口语和书面语一直都是互补、互助且共同完善的。早在 1982年, 美国

社会语言学家 R. T . Lakof f就深刻指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继印刷技术高度发展

之后, 高科技电子技术在大众传媒得以广泛应用, 人类的言语交际行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人为的口语和书面语交融 的现象。一些口语交际策略广泛用于书面语交际之中, 这在年轻

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实证研究, 有些学者( Linn 1995; Horow itz 1995)还指出: 在使

用双语的地区或国度, 说双语的人和跨文化意识强的人在表达其情感和民族(或种族)主体意

识时, 惯于使用本地语言和本民族口语中经常使用的交际策略。

近年来, 研究大众传媒和媒体话语的学者也将其注意力转向媒体话语生成过程中出现的

话语(语篇)体裁混合与交融的现象。比如, Fairclough( 1995)发现: 英国电视的 午夜特别节

目 本来是政治新闻和评论节目, 但在播送的政治话语中经常夹杂仿真对话和娱乐性表演。

Fairclough认为, 传媒消费已发展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消遣活动, 观众期望的是消遣、放松

和娱乐; 观看电视节目时, 观众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 而不是市民 ( Fairclough 1995:

179)。

有关中文书面语体中夹杂口语语体特征的现象, 也引起香港语言学界的重视。Lo 和

Wong ( 1990)发现, 香港传媒中存在着 多语混杂 的状况, 香港的 大报 (即内容较严肃的报

纸)更倾向于使用书面语风格和书面语交际策略, 而一些通俗报刊的语言则呈现出明显的口

语化特征, 其语体风格更接近香港粤语的口语风格。吴东英等人( Wu and Man 1997; 吴东

英、许谦文 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报道娱乐界新闻时, 香港的印刷媒体比内地报刊更具

有口语化色彩, 同时也使用更多的口语交际策略。但在阐述其成因时, 多数学者都简单地将

其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 香港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运用口语语体风格或交际策略能吸引更

多、更广泛的观众。然而, Snow ( 1994)则认为, 进入 80年代以后, 粤语文化在香港的兴起说

明香港人的 方言区域 意识正在增强,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粤语看作是香港文化及其主体意

识的象征。

不难看出, 国外学者对英语书面语体的口语化以及不同语体重迭或混杂使用的情况作了

不少的研究; 然而, 对汉语书面语体口语化和不同语体交叉混用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尽管国

外学者( Fairclough 1995: 167)指出,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 体裁的交叉和混杂 是当

今话语实践的一大特点, 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很不够, 还没能系统地阐述语篇混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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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及其语义特征和社会功能。因此, 本文尝试对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做一次认真、

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 1)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究竟有哪些主要表现形式? ( 2)口语化的

这些表现形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多种功能和意义?

3 何谓 口语化

区分口语和书面语要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 言语交际的媒介/媒体和言语交际的表

现风格。本文着重讨论的是香港报刊(印刷、书面媒体)语言的口语化表现风格。我们对 口

语化 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 Raible( 1996)的观点为依据的。Raible( 1996)认为, 不论是通过口

语媒介还是通过书面语媒介所表现的 口语化 风格, 都以其内容上的和语言上的 简洁

( simplicity)为主要特征, 而朋友间的日常随意交谈或 闲聊 则是典型的 口语化 风格( Raible

1996: 20)。

近年来, 学者们讨论香港书面语所出现的口语化倾向, 往往只局限于对 粤语入文 现象

的分析(于君明 1995, 1997; 汤志祥 2000)。然而, 能够体现口语化风格的语言特征是多种多

样的。在本文中, 我们将应用话语分析学的最新发展, 对香港报刊语言所出现的口语化倾

向, 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1) 问- 答语对 ( quest ion answer pairs) 的使用。据话语分析家 ( Sacks et al . 1974;

Stenst rom 1994)的理论和发现, 问-答语对 是口语交际中的典型话语结构单位。

( 2)感叹词、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据话语分析家们 ( Biber 1988;

Chafe 1982; Fairclough 1995)的理论和发现, 这类词语表示积极参与并富有感染力, 充分体

现了口语交际的感情色彩, 易感染读者, 使读者更易介入。

( 3)香港粤语口语中特有的词语和句法的使用。这些粤语词语或句法是香港人在非正式

场合(如朋友之间的 闲聊 )中经常使用的风格, 具有典型的口语化特征。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语料来自 2000年至2002年香港出版的四家主要报纸, 即 明报 、星

岛日报 、 苹果日报 、 东方日报 , 尤以广告和新闻报道两种语篇体裁为主。

4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

4. 1 大量使用 问- 答语对

问 与 答 是会话结构的支柱 ( Stenstrom 1994: 1) , 在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 不论

是新闻报道还是广告, 都大量使用了 问- 答语对 这种富于典型口语特征的结构。例如: 出

现在香港报刊广告的 问-答语对 有(下划线部分为粤语词语) :

( 1) a. 还要费时捕捉低位入市的好时机吗?

崭新 自动捞底 机制让您掌握入市低位 , 更定时定候有回报!

(道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DaoHengFund M anagement L td. ) ( 明报 2002年 7月 2日)

b. 文件唔见 , 点算?

无论是报价单、定单、送货单、发票、收据、合同 等, 都能透过

有效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 立即将文件电子化, 方便日后搜寻使用。

(泛讯有限公司) ( 星岛日报 2002年 7月 17 日)

c. 点解人人都争住要 TOUCH?

只因艺康 TOUCH 轻便相机系列

一触即影听晒你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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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kon/艺康香港有限公司) ( 苹果日报 2001 年 11 月 22 日)

d. 二百万海景楼 市区边处有?

月供万余元 海景在眼前

旭日豪庭/ SUNRISE VILLA

(旭日豪庭/ SUNRISE VILLA) ( 东方日报 2001 年 11月 20 日)

问- 答语对 的形式还常出现在香港的新闻报道。出现在娱乐新闻的有如例( 2) :

( 2) a. 问到丰丰与宝咏琴现时的关系如何? 他笑笑口地说: 我而家已经打开 自己道门先, 理想来说

我希望可以做番朋友 ( 明报 2000 年 1 月 12 日)

b. 至于 CCT 电讯公司给他的酬劳如何? 华仔话: 钱系商业秘密唔方便讲, 而呢个网页会有广告,

计划将广告赞助的费用作为慈善基金 ( 星岛日报 2000 年 1 月 18 日)

c. 问到Eason 知不知好友霆锋与王菲复合? 他即扮傻说: 边个阿菲呀, 我净系识陈见飞(陈冠希胞

姊)咋? , 我唔识王菲, 唔识谢霆锋。 家呢鶣时候, 梗系乜都唔识啦! ( 苹果日报 2002 年 7

月 4日)

d. 问东东与前女友张柏芝昨日同日返港, 有否在机场碰头? 他说: 我? 见到面, 不过我在车上

听到? ? 电台访问, ? 答得好大方呀! ( 东方日报 2002 年 7 月 2 日)

问- 答语对 形式出现在香港地区新闻的有如例( 3) :

( 3) a. 她当官数十年, 可有遗憾?

她说: 我觉得很多事,

已经尽了本分,

都应该是问心无愧。( 明报 2001 年 1 月 18 日)

b. 成绩不好, 早料到不能升读原校, 只能以候补生身分, 与同学阿欣一同入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 IVE)的中专证书课程。当记者问她们上课念的是甚幺, 阿欣顿了一顿, 嬉皮笑脸地答道:

Monday 啦、 Teens 啦、 Yes 啦、一本便利 啦 ( 星岛日报 2002 年 7 月 17日)

c. 问她有没有锦囊给候任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 任太谦虚地说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她

在环保上的知识比我深。( 苹果日报 2002 年 6 月 26 日)

d. 昨日由入境处调任到廉署的李少光, 被问及国家主席江泽民要各主要官员服从特首, 身为廉政

专员会否担心工作受到干预, 李表示, 不论任何国籍及背景人士, 即使是特首也不会讲情面,

一切将依法办事, 不会因某部分人影响, 放软手脚唔查 。( 东方日报 2002 年 7 月 3 日)

虽然新闻报道中出现的 问-答语对 并不完全像日常交往中的问答行为那样 对称 , 但

使用问答语式谋篇布局、叙述事件或描写人物是当前香港新闻报道语体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

充分体现了香港新闻报道语体的口语化倾向。

4. 2 大量使用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

据语篇分析家 ( Biber 1988; Chafe 1982; Fairclough 1995)的理论和发现, 感叹号、语气助

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能充分体现口语交际的感情色彩, 更容易感染读者, 使读

者更易积极介入并参与交际。

运用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实例在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俯拾即

是。从前面 4. 1部分所列举的实例中, 如例( 1a)、( 2c)、( 2d) , 我们可以看到感叹号的使用;

从例( 1a)、( 2c)、( 2d)及( 3b)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语气助词 吗、呀、啦、咋? 的使用; 第一

人称代词 我 、 我? 和第二人称代词 你 、 您 则分别出现在例( 1a)、( 1c)、( 2a)、( 2c)、

( 2d)、( 3a)及( 3c)中。我们再看下面这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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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感叹号的使用:

a. 独赢 1 百万

你会 High成点?

至 High百万富翁

无需抽奖, 得奖话 易!

(新鸿基财务)

( 苹果日报 2001 年 11 月 21 日)

b. 至于有线主持每次都化大花面妆出场? 志伟续言: 今次有线可能想同观众打成一片, 所以个个

主持鬼五马六, 但有鶣观众想净睇场波、有人分析, 志在睇波, 唔系嬉戏!

( 明报 2002 年 6 月 30日)

( 5) 语气助词的使用:

a. 到底边个第一呢?

知道 SUNDAY第二就够嘞 ,

如果讲你听边个第一,

我? 咪好瘀?

( Sunday ) ( 苹果日报 2000 年 1 月 12 日)

b. 问伊健有否被过电时? 他笑问: 落雨咩, 电? ? 呢件事, 导演仲赞阿 Sa 拍戏做足功课又

认真。( 星岛日报 2002 年 7 月 1 日)

( 6) 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

a. 您得到的 额外丰厚过人

我们比别人更厚待您 送上额外基金单位

(信安 强基金/ Principal) ( 苹果日报 2001 年 11 月 18 日)

b. 有记者问梁锦松, 在其五年任期内, 联系汇率会否脱钩, 梁拒绝保证, 并说: 最弊你不知我 任

内 是多久, 可能明日已无得做, 不讲这个问题, 不讲这个问题。

( 明报 2002 年 6 月 27日)

从研究的新闻报道语料中, 我们看到: 感叹词、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常常

出现在新闻的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中。不论是在 硬新闻 如地区新闻, 还是 软新闻 如娱

乐新闻, 我们都可以发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广泛运用, 而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

第二人称代词就常常出现在引语之中。

4. 3 大量使用香港粤语口语中特有的词语和句法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另一表现形式是 粤语入文 。粤语是香港公众经常使用的语言,

特别是在非正式场合, 如朋友之间的 闲聊 。粤语拥有一些自己特有的词语和句法, 而这些

特有的词语和句法常常被借入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中, 李家树、汤志祥等人 (李家树等

2000; 汤志祥 2000)称其为 粤语入文 。

香港的新闻和广告撰稿人经常不太遵守标准现代汉语的语用常规, 在其文本中夹杂许多

粤语口语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既涉及粤语词语的选用, 如例( 1)至例( 6)中的斜体部

分, 也涉及到粤语语法规则的使用, 如:

( 7) a. 问到丰丰与宝咏琴现时的关系如何? 他笑笑口地说: 我而家已经打开 自己道门先, 理想来说

我希望可以做番朋友 ( 明报 2000 年 1 月 12 日)

b. 故宁愿摆支表出来拍卖

都好过卖泳衣; ( 东方日报 2000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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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a)中的 打开 自己道门先 相当于标准汉语书面语的 先打开了自己这扇门 ; 例( 7b)中

的 好过卖泳衣 相当于标准汉语书面语的 比卖泳衣好 。总之, 熟知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法、

语用习惯的人很容易在香港报刊上察觉到这种不同的语法、语用习惯。

5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功用与价值

下面让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剖析当前香港印刷媒体出现的口语化趋势。这里说的

宏观角度, 指的是香港社会文化、语言政策以及传媒技术发展的现状; 微观角度指的是广告

和新闻报道这类语篇在其生成过程中所面临的情景制约因素。

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渊源的, 也是香港传媒在其特定历史

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自鸦片战争至今 150多年以来, 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变迁使得香港的

语言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沦为殖民地之初, 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语。1858年签定的 天津条

约 第五十一款规定: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 暂时仍以汉文配送, 俟中国选派学生学

习英文, 英语熟习, 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 凡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邹嘉彦 1997)。到了 20世纪 70年代, 港府宣布: 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语言。于是香港逐渐

成为一个 两文三语 的社会。 两文 指英文和中文; 三语 指英语、国语(即普通话)和粤

语。港人说粤语、写标准现代汉语, 但又时常以粤语行文, 即将粤语口语词语直接用于标准

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之中; 而香港中文教育界也常鼓励 我手写我口 , 允许学生在用现代汉语

写作时可以使用粤语方言词语(李家树等 2000)。香港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语用现实, 必然促

使大众传媒在选择其表现手段和表现风格时必须不断地努力适应其社会文化特点和语用现

实, 必然对香港报刊语言所采取的口语化策略、口语化表现手段和表现风格产生不可低估的

影响。

当代传媒手段广泛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 兼之广播和电视的普及, 人类社会进入了 第

二个口语时代 ( Ong 1982)。在这种宏观背景下, 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必然首当其冲,

受到冲击和影响。就传媒领域而言, 其 发展的趋势是对其宣传的对象更显随意, 反对装腔

作势, 传媒策略更加灵活, 讲求可行性, 注重迎合和满足观众的口味和需求( Tsang 2000, 转

引自 Tsui 2000)。此次调研中我们还发现: 随着香港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 也鉴于香港的

特殊经济和文化地位, 许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的 方言意识 日趋强

烈, 而传媒界人士为了开拓事业、赢得更多的观众、听众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同, 冒着被

指责为 格调低下 的危险而大量在印刷媒体中借用口语的语体风格和交际策略。

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也是受其新闻和广告语篇情景因素制约的结果。就广告而言, 任

何一则广告的产生都受特定时空因素的制约, 广告的目的和功能是要在短短的时间或篇幅

内, 以种种引人注目的文字的和视觉的手段向读者传递商品信息, 诱发人们的购买欲望, 鼓

动人们采取行动获取有关的商品或服务。因此, 一则好的广告, 其语言必须具有 推销能力

( selling pow er) , 应能使人产生强烈的购物欲望; 必须具有 记忆价值 ( memory value) , 应能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使公众能随时想起某种商品的长处和特点; 必须引人注目, 具有 注意价

值 ( at tent ion value) 和 可读性 ( readability , Leech 1966; Vestergaard and Sch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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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实的需要, 也是语言在行使其交际功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同样的, 不同语体的交叉和

混用既是社会文化现实的需求, 也是社会文化因素对语用实践制约的必然产物。作为社会语

言学研究者, 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进一步描写交际策略和言语风格的变化情况和趋势上,

深刻解释变化的成因, 把握其发展趋势, 并通过分析语用习惯和表现风格给社会、文化以及

教育事业可能带来的得与失, 制定符合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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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Jingmin, The reference of third person pronoun and its contextual constraints in

Mandarin Chinese

T his paper examines contextual const raints of exophoric and anaphoric references of third person

pronoun in M andarin Chinese. It argues, in general terms, that the use of third person pronoun is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informat ion principle. More specif ically, w hen used exophorically in

introducing, the third person pronoun is only constrained by the informat ion principle. When

used exophorically in conversat 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onst rained by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L ikew ise, w hen used anaphorically, third person pronoun is constrained by the

funct ional principle. When used both anaphorcially and exophorically, it is part ially const rained

by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functional dif ferences betw 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se of third person pronoun, and st 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 een the

tw o pronoun systems.

Wu, Dongying, Qin, Xiubai andWu, Boji ( NG Pat kei) , Orality in Hong Kong Print Media

T 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societal and the generic const raints of the media genres have

led to the use of orality in the Chinese print media of present day Hong Kong. The data for the

study are draw n from the four major newspapers in H ong Kong Ming Pao Dai ly New s, Sing

Tao J ih Pao, App le Daily News , and Oriental Daily New s from 2000 to 2002, both the

advert ising and the new s texts being included. Various forms of orality that are mingled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 ritten media discourse are identified, and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ese

orality oriented features or st rategies are discussed. F inally, implicat ions and suggest ions are

prov ided for a dynamic approach tow ards language us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in a society .

Turner, Ken, A note on the Neo Gricean foundations of societal pragmatics

Societal pragmaticists accuse ( Neo ) Gricean pragmatics of ignoring socio cultural factors, and of

being ethnocentric. At tardo ( 1998 ) presents a useful and t imely defence of Neo Gricean

pragmat ics, but he shares w ith crit ics the m istaken belief that Grice w as principally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the design of a theory of conversat ion. Many crit icisms of Gricean pragmat ics in

fact can be defused if it is remembered that it is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not sociolog ical analysis,

that underpins the Gricean inquiry.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one of the Gricean themes that has

not at tracted the at tent ion in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that it deserves is his defence of m aterial

implicat ion.

286 当代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