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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the self
address forms of the character “Wu Yingxiong” in the novel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claimed pragmatic identity by limiting the listener obje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peaker body prominently constructs the status of “lower officials” and “ministers”.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immed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use of the self address forms is transformed and adjusted, and the pragmatic identity is dynamically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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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语用身份建构相关理论，考察了小说《鹿鼎记》中人物“吴应熊”的自称语使用实态，并通过
限定听话客体来考察自称语语用身份的建构实态。总体来看，说话人主体突出建构了“下级官吏”、“大
臣”的身份。同时又根据交际双方即时关系的变化，转换调整自称语的使用，动态建构语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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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用身份建构研究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研究语言使用不能不研究语言使用者的身份，
话语生产者无论在其口头或者书面语篇中都会表达其态度和立场，通过语言的、非语言的资源对其在语
篇中的身份进行定位(袁周敏，2012) [1]。陈新仁教授首创“语用身份”术语，他认为特定场景交际环境
下交际者从若干身份中选择甚至新建某个特定的身份进行交际是一个语用过程，通过特定的话语方式加
以建构具有目的性和动态性。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做出不同的身份选择和建构会对交际产生不同的影响[2]。
袁周敏(2008)认为身份建构(identity construction)即是个体通过相关行为或者语言与他人对话、向他人展示
独特的自我，从而实现其身份建构。人们通过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一方面说话主体自我身份定位，另
一方面听话客体又可以通过回应等多种手段影响说话主体的身份定位[3]。
自称语是说话人构建自我身份的首要工具和手段，从古至今，汉语自称语数量繁多，迂回复杂，且
随说话人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场合和所处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比如下面的例子：
例 1：(吴应熊第一次见到韦小宝时)桂公公，我……在下……(他先说了个“我”字，觉得不够恭敬；
想自称“晚生”对方年纪太小；如说“兄弟”，跟他可没这个交情；若说“卑职”，对方又不是朝中大
官，自己的品位可比他高得多，急忙之中，用了句江湖口吻 1，一瞬间的心里活动，就出现了“我”、“在
下”、“晚生”、“兄弟”、“卑职”5 个自称词，说话人主体(吴应熊)在权衡了年龄、双方关系、官职
高低等条件基础上，选择了自认为比较妥帖的“在下”。其实这种选择合适妥帖的自称语的过程，就是
说话人“语用身份建构”的过程。说话人如何选择、何时选择体现为一种会话策略，不同的选择会突显
不同的身份特征从而带来不同的交际效果(袁周敏 2012) [1]。
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或者礼貌原则的角度出发探讨自称语的种类以及特征，却鲜有
对自称语选择过程的实质研究。袁周敏(2012)提出了自称的使用是说话人在顺应论框架下发出的一种语用
身份建构的语用行为。本文从此观点出发，考察《鹿鼎记》中吴应熊的自称语使用，分析说话人主体的
语用身份建构。

2. 研究对象
为了保证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从小说《鹿鼎记》(朗声新版，2013 年 4 月，广州市朗声图书
1

《鹿鼎记》 (朗声新版) 2013 年 4 月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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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4])中标记并提取“吴应熊”的自称语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并分析说话人主体是如何动态的建构
语用身份。
选择自称语说话主体(吴应熊)的依据主要有(对比书中主人公韦小宝)：
1) 家庭成长环境较好，应该受过当时的“高等教育”，说话得体；
2) 人脉广泛，对不同的交际对象会使用不同的自称语；
3) 身份地位(官职)发生过起伏变化，影响自称语的选择；
4) 出场时长较合适。
自称语说话主体(吴应熊)贯穿小说 1~4 册(共 5 册)，通过逐字阅读、标记筛选，共提取到 56 个(次)
自称语。

3. 分析
3.1. 自称语的使用实态
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5]2 将 56 个自称词分成 7 类，并统计了各类型的使用比例。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说话人最经常使用的自称词是常规的第一人称单数(复数)“我(我们)”，其次作为官吏，
“卑职”、
“微臣”等也是十分常见的自称词。正常的社会人一般拥有多个身份，当说话人突显某一特定的身份特
征则是说话人为实现交际需要而顺应性选择的结果。总体来看，说话人突出建构了自己作为“官吏”、
“大臣”的身份。
Table 1. The use of the self address forms by “Wu Yingxiong”
表 1. “吴应熊”自称语的使用实态
种类

自称语

使用比例

第一人称单数、复数

我，我们 3，我父子

39.29%

旧时多用于下级官吏对上司谦称自己

卑职，卑职父子

17.86%

大臣对皇帝或者皇帝的代表、皇亲国戚的谦称

微臣，微臣父子，臣吴应熊

14.29%

某个范围内所有人，包含听话人的亲近称呼

咱们，大家

8.93%

旧时谦称，男子跟辈分相同的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

兄弟

8.93%

谦词自称，多见于早期白话和传统戏曲

在下

7.14%

旧时文人在前辈面前的谦称

晚生

3.57%

3.2. 自称语的语用身份建构
身份本身虽然具有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交际双方总是在一种身份设定下进行交谈。随着交谈的
推进，说话人会对双方的身份进行调整，并通过自称语重新建构自己的语用身份(袁周敏，2011) [6]。比
如下面的例子：
例 2：(吴应熊和韦小宝第二次见面)卑职的胆子很小，卑职不大明白……(昨晚在康亲王府，他自称
“在下”，今日韦小宝乃奉旨前来，眼见他趾高气扬，隐隐觉得势头不好，连声自称“卑职”)卑职怎能
干这等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事 4。
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 年 1 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现代汉语中“我们”和“咱们”有时可以通用，但是本文的分类是“我们”不包括“听话人”、“咱们”包括交际过程中的所有
人。
4
《鹿鼎记》(朗声新版) 2013 年 4 月，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p. 4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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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间上仅仅隔了一个晚上，但是交际双方的即时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初次见面时一个是皇帝贴
身太监，另一个是封疆大吏的世子。从群体身份

5

的角度看，二者还是“吴高韦低”。但是第二天再见

时，已经是皇帝钦差和面临检查的下级官员，在此情况下，为了应对已改变的即时语用关系(韦高吴低)，
说话人不得不自动选择更得体的自称语“卑职”来维持语用平衡，建构自己“下级官吏”的语用身份，
达到抬高对方身份的目的，优化交际效果。
我们将听话人客体限定为“韦小宝”，再次统计说话主体(吴应熊)的自称语使用。见表 2。说话人通
过不同的自称语，在不同语境下(即：双方交际即时关系产生变化时)建构不同的语用身份。
Table 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claimed pragmatic identity
表 2. 自称语语用身份的建构实态
种类

自称语

即时关系

语用身份

比例

第一人称单数、复数

我，我们，我父子

彼此认识或者熟人

常规式交际者

32.43%

旧时多用于下级官吏
对上司的谦称

卑职，卑职父子

皇帝钦差与被调查官员

面临检查的下级官员

27.03%

某个范围内所有人。
含听话人的亲近称呼

咱们，大家

同朝为官

相熟的同事

13.51%

谦词自称，多见于
早期白话和传统戏曲

在下

双方初次见面

自负而又不失礼貌的交
际者

10.81%

对皇帝或者皇帝的代表

微臣，微臣父子

皇帝钦差与被调查官员

面临钦差检查的官吏

8.11%

旧时谦称，男子跟辈分相同的人或
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

兄弟

熟人

关系亲密的好朋友

8.11%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吴应熊在面对韦小宝时，除了使用常规第一人称单数(复数)外，较多使用了“卑职”、
“微臣”等自称语，建构了“下级官吏”的语用身份。“微臣”虽然是大臣对皇帝、皇亲国戚的谦称，
但是作为皇帝的旨意的发言人“钦差”也就代表着皇帝，所以当韦小宝以钦差身份与之对话时，吴应熊
自称“微臣”也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更能表现出对皇权的尊重，展现此人深谙官场规矩，圆滑世故的性
格表征。
当他使用“咱们”、“大家”、“兄弟”等自称语时，多是有求于听话客体(韦小宝)，通过构建“熟
人”、“关系亲密的朋友”的语用身份进行自我身份定位，试图影响听话客体对双方关系的认识，从而
达到说话主体想要的交际效果。比如：
例 3：(韦小宝作为公主和吴应熊婚事的赐婚使在云南)铜钱银子的事情，咱们是自己兄弟，自然一切
好商量 6。
例 4：这件事情，我也明白十分难办，事成之后，父王和兄弟一定不会忘了韦大人给我们的好处 7。
最后，“在下”的 4 个使用例都发生在交际双方初次见面时，正如前文例 1 阐述“用了江湖口吻”，
建构了“自负又不失礼貌”的交际者身份，体现出说话人主体不卑不亢、用词得体的性格表征。

4. 总结
本文考察了小说《鹿鼎记》中人物“吴应熊”的自称语的使用实态，并通过限定听话人客体来考察
5

群体身份反映了交际者的机构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和专业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y)，能够对交际者在某一群体中进行定位，
从而折射出了其所在群体的某些特征(袁周敏 2011)。
6
《鹿鼎记》(朗声新版) 2013 年 4 月，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p. 1085。
7
《鹿鼎记》(朗声新版) 2013 年 4 月，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p.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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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语语用身份的建构实态。总体来看，说话人主体突出建构了“下级官吏”、“大臣”的身份。同时
又根据交际双方即时关系的变化，转换调整自称语的使用，动态建构语用身份。
语言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Verschueren, 1999) [7]。顺应性是其核心
概念，意味着语言选择以策略为参照，以满足交际需要为目的。这种顺应性具有双向性：语言成分的选
择顺应语境；语境的选择也顺应语言成分。自称语的选择也是顺应语境而发生变化的过程，以促使交际
顺利进行。
当说话主体通过改变自称语以建构新的语用身份，多是为了影响听话客体对双方关系的认识，从而
达到说话主体想要的交际效果。但是听话客体是否认可双方关系即将发生的变化，是否会配合交际顺利
完成，都是需要进一步考察分析的，这些问题将作为接下来的课题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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