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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原则的普遍适用性: 
来自汉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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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语用层面，DuBois提出了“共鸣原则”。汉语充斥着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究其原因，在普遍因 

素方面，主要源于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会话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效应，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 

的对称倾向；在汉文化的独特因素方面，语言内动因包括汉语的词法、句法特性，以及平行结构的语用经济性， 

语言外动因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和认知思维方式、审美观等等。这些结论进一步证明了 “共鸣原则”的适用 

性，并解释了其深层的动因。

关键词：对话句法;共鸣原则；平行结构;证明；汉语

中图分类号 : H14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4 - 342(2019)02 - 75 - 06

Du Bois发现，在同一个自然会话中，后续的语 

句经常把前面的语句当作模板，再次选用或复用其 

中的词语、结构和其他语言资源，形成平行或对仗 

(pamllelism)，让人感觉到前后两个语句之间，及其 

两句对应的结构成分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和亲缘关 

系，即产生共鸣( resonance );在共鸣着的语句的对应 

成分之间存在着某种映射关系 （ mapping relation

ship) ，这是一种处于句子层面之上的句法关系 [1_2] 。 

Du Bois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作对话句法现象，并提出 

了一系列创见[34]，总称为对话句法理论 （ Dialogic 

Syntax) 〇

其中，在语用层面 ， Du Bois提出了“共鸣原则” * *

( Principle of Resonance)，认为，说话人经常有意使用 

平行或对仗的语言形式，以产生共鸣的效果，为此有 

时甚至付出贻误语句的其他目的的代价[1]17_18。 Du 

Bois把“共鸣原则”表述为:在等同的情况、适切的条 

件下，要把共鸣最大化。 [1]18Du Bois认为共鸣原则与 

合作、礼貌等同属语用原则，在言语互动中共同发挥 

作用。[1]18至今无人对这一原则进行证明。

审视汉语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古到今、从文 

言文到白话文、从诗歌到散文、从书面语到口头语， 

汉语无不充斥着丰富多样的平行结构，无不遵循共 

鸣原则。只不过，汉语指称这种现象的术语更为丰 

富，而且汉语研究者们一直将其当作修辞手段，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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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欣赏，没有上升到指导言语交 

际的语用原则的层面。本文将从平行结构充斥汉语 

的现象、成因及其功能等方面，为共鸣原则提供证 

据，进一步增强其说服力。

关于术语，本文将借鉴高婉瑜[5]58的观点，把汉 

语的对偶和排比视为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统。以此 

为基础，我们把汉语的对偶、偶对、排偶、对仗、对句、 

X才举句、对句文、对语、对反、骈俪、骈偶、俪句、俪语、 

丽辞、俪辞、对联(楹联、楹贴、对子)、排比等等统称 

为平行结构，因为它们都符合上述平行结构的定义， 

即:前后语句形成了语言结构上的平行;而且，由于 

这种平行，让人感觉到二者存在映射关系，进而产生 

了共鸣，出现了丰富的额外意义。另外，我们把对偶 

等对音韵规整、结构对仗要求严格的称为严式平行 

结构，把其他要求不那么严格的称为宽式平行结构。

一、汉语中平行结构的丰富多样性和独特性

汉语中存在丰富多样的平行结构，平行结构在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热爱者、广泛的应用范 

围。我们暂时无法给出准确的量化数据，但这里略 

举几位学者的论断，作为佐证。

从时空上讲，对偶萌芽于《诗经》，发展于屈赋， 

转折于魏晋南北朝诗，定型于唐律。[6]76〃7“从最早的 

先秦文献，到六朝骈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至 

现代汉语诗文，对偶一脉相承。汉语所特有的‘对 

联’都是对偶句。”[7]14于广元也说:从历时看，对偶从 

先秦产生开始，历代一直广泛运用，直至今日；从共 

时看，在各种文体之中，在各类人员身上，在社会生 

活的诸多方面，对偶都得到广泛使用;在当今世界， 

凡有华人身影之处，皆有对偶出现。[8]58

从使用者和使用范围上讲，朱承平强调:从宫殿 

庙堂到俚俗民间，对偶广泛流传，不仅深受王公将 

相、文人墨客的喜爱，也渗透到民俗文化和童蒙教育 

之中；即使在白话文主导的当今，对句仍然随处可 

见，广泛应用于新闻标题、广告影视、对联题赠、公文

演讲、文学创作等等方面。[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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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行结构在汉语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1°]82学者们甚至认为严 

式的平行结构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特有现象，是“汉 

语言文化的有意味形式”[1()]82。“对仗是中国语言的 

特有格式，……是一项美好法则，……，是中国语言 

艺术的瑰宝之一”。™ 48郭焰坤认为，对偶是汉民族 

喜闻乐见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植根于汉语 

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发端于汉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模 

式。[6]76沈祥和甚至得出结论:汉语修辞是对偶的修 

辞，汉文化是一种对偶文化。[12]54

二、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的原因 

那么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则的原因 

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既存在普遍因素的影响，又有 

汉文化独有的原因;既存在语言内的动因，又存在语 

言外的动因。

下面我们首先从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普遍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的体验 

性和象似性、会话中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 

(priming)效应，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的对称 

倾向。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主要从语言内动因和语言 

外动因两个层次进行讨论:语言内动因包括汉语的 

独特词法、句法特性，以及汉语平行结构的语用特 

性;语言外动因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观、认知思维方 

式、审美观等等。

(一)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 

和相似性:首先，从语言的源头讲，语言是基于身体 

经验产生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是对身体部位、空间 

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产生的;其次，从语 

言表达的概念化讲，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 

语言符号遵循着“现实 -认知 -语言”的进展程序， 

在很多情况下是象似于客观现实的。[13]37

对偶等平行结构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客观依据， 

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于客观现实的亲身体验和象似 

摹状的结果。人类利用自己的身体对客观现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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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最先体验的对象是以自身为参照的空间，如地 

点、方向、运动等等;然后，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 

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逐步发展起来。[13]37自 

然界中存在着大量平衡对称的规律，例如，人类和动 

物的身体都是左右完美对称的，植物的形状也大体 

是对称的。所以，人们自然而然觉得对称是个好的 

形状，自然去寻找、追求事物的对称性;延伸到中国 

人的生活，对称的事物难以计数，从古到今的各种建 

筑构成便是明证之一。王水莲也认为，平行结构的 

词汇和语义选择揭示了人的身体体验和日常生活体 

验;平行项排列的顺序表现了真实世界中现象的真 

实，揭示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抽象。[14]139

我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 

是对偶等平行结构的认知基础。据《文心雕龙•丽 

辞》，由于古人认识到自己的手足、身体、事物及其内 

部规律存在对称性，所以形成了对称的概念，进而在 

文辞运裁时自然成对，形成对称的语言形式。[8]a)

(二 )会话中的“概念协议/合作”和启动效应

心理学中分布式认知的研究表明，人类在会话 

中存在“概念协议/合作 ” （ conceptual pact/coordina- 

tion)和启动效应，因而在同一会话中倾向于再次选 

用之前语句的语言资源和结构，进而可能形成平行 

结构，促成共鸣。

如 Brennan &  Clark考察了会话中的词汇同步 

(lexical entrainment)现象，即会话参与者倾向于使用 

相同的语言手段去指称同一实体。[15_ - 1493他们认 

为，会话参与者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会话的 

之如部分，参与者在互动中已经达成了 一^种临时的 

概念协议或者共同的概念化，一 致同意在当前会话 

中以同一种方式具体识解这个实体，并临时使用同 

一个词汇或短语去指称它。[15]1482-1493 Bmne &  Zima认 

为，这种概念协议/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词汇选择， 

语法选择也应该存在这一过程;因而，在同一会话互 

动中，参与者在语法选择上也可能达成临时的一致 

协议，选用对方使用的语法手段和语言结构，借以

“表达与对方的互涉和（至少是部分的）概念化合

作 ，， [16]464 - 465

Pickering &  Gairod认为，会话并不仅仅存在概 

念协议/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情景模式的自动 

或无意识的互动协调，即参与者经常被对方的语言 

输入启动（primed)，倾向于使用自己刚刚处理过的 

X才方的语句;双方在语言各个层面(音位、语义、句 

法)的相互一致反过来会促进情景模式的协调。[17] 

这种启动效应也是人们使用平行结构的动因之一。

(三 )  人类心理、认知和本能中的对称倾向 

目前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认知和本能中存在

着明显的对称倾向。

首先，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模式识别的格式 

塔原则之一就是对称性原则:在识别模式时，人类有 

个明显的倾向，即认为对称的模式是个“好”模

^  [18]59-60

其次，从认知上讲，语言结构的象似性之一即是 

对称象似动因。[8]59[18]139_198即与对称的概念相适应， 

语言产生了对称的形式，对称的语言形式象似于对 

称的概念。人类生活存在很多对称性概念，要用语 

言来表达，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对称的语言形式。周 

艳芳得出结论，人类认知概念的对称性推动和导致 

了语言中对偶的形成。[2〇]4°

再次，伍铁平还认为，对称是人类的本能。[21]29 

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已经发展出对称的概念;儿童 

也表现出对称的趋向，儿童的对称趋向反映了原始 

人类的对称本能。到了成年阶段，对称的本能更是 

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构词法，字词格律(包括平仄、韵 

脚、格等），修辞中的对偶、排比等等。

(四 ） 汉语独特的词法、句法特性

汉语一̂ 字一̂ 义、一̂ 字一̂ 首、更趋意合的特点，易 

于产生平行结构，易于创造工整对仗的效果。

首先，汉语以单音节词(字)作为表意基本单位， 

一^字一^义，构词时一^般以双首节为基本结构类型。

汉语的字独立性极强，轻便灵活，易于排列组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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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整齐划一的排偶的效果。以字组词时，合成词一 

般以两个音节联合表意，如“途径、价值、关闭、治理、 

富强”等等;其他构词类型如偏正、陈述、支配、补充 

等，也基本都是双音词;一方面，这为对偶准备了丰 

富的语言材料，另一方面，词语的双音化，也必然诱 

使人们在词语单位之上，在语句层面使用成双成对 

出现的语句。[1°]82

其次，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很少受形态成分的制 

约，不需要很多形式手段表达意义关系和句子内部 

的语法关系，连接成分少。另外，词序灵活，有很强 

的重组再生能力，各种成分在成句时往往不是依赖 

语法关系，而是依靠语义的联系，只要符合语义的表 

达就可成句，顺来倒去皆成文章;甚至在不影响表意 

的前提下，可以在平行结构内部改变词序，暂时打破 

句法规则。而且汉语语法简洁，为了对偶的需要还 

可省去很多成分，如虚词，甚至主语、谓语动词。[1()]82 

这为严式对偶的形成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良好的条 

件。

(五）汉语平行结构的语用特性：经济性

汉民族崇尚形式简约、意义丰富，汉语重视语言 

简洁、意蕴深长。

以对偶为代表的平行结构在构成形式上极其简 

约，在表达上非常经济，但从语用价值上看，却具有 

增势广义、强调突显言语焦点、类推联想和营造和谐 

音律的特征，具有丰富的表意功能。在理解时，平行 

结构利用整个表达中语义场或框架的统领或支点作 

用，将每个构成成分的语义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较 

少受到句法规则的影响，甚至可以为了意义暂时牺 

牲句法规则，[20]4°以达到语言表达省力的目的。如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前两个双音词构成名 

词的对举，后一个单音词是形容词的对举，全句中没 

有一个动词，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两行诗形成 

工整的对仗结构，让我们首先想到了古代战时塞外 

奇特壮丽的风光，构成一个大的语义场或框架。而

后，两个名词的对举使我们进一步清楚了景物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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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形容词的对举让我们明白了主要景物的性 

状。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大”字。边塞荒 

凉，一柱烽烟就显得格外醒目，所以用“孤”字。“孤” 

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无人无物。其后出现的“直” 

字却表现了烟的挺直和劲拔，也暗示了场景的无风 

孤寂，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紧急军情与战场拼杀。 

沙漠一望无际，所以只能用“长”形容穿流其中的黄 

河。落日，给人感伤的印象，又用“圆”字形容，极其 

醒目，加强了景物框架中别无他物、单调寂寥的感 

觉。

以对偶为代表的平行结构兼具简约的语言形式 

和丰富的表意功能，是语言经济性的体现。这一语 

用特性完美满足了汉人和汉语的要求。

( 六）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认知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的整体论、求取中和、对立统一的思 

想，以及哲学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平行结构的形 

成、创作和理解。

首先，整体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整体论。[2〇]39 

中国哲学从《易经》开始，至今都关注对天、地、人的 

整体的、联系的探索。中国哲学的基础是有机自然 

主义，把宇宙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说单一的有 

机体。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汉语的句子分析只 

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汉语的语法是整体思维、综合 

知解的。汉语虽然较少用形式标记表示句子内部语 

法关系，但汉人的思维善于内外结合，形成一体，从 

整体上去理解句子。

其次，求取中和、平衡的思想。儒家求取人和， 

以中庸之道为至德。道家强调“天和”，“一上一下， 

以和为贵，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汉语 

的对偶，两行对齐，作用于视觉，能给予明显的上下 

左右对称的平衡感;作用于听觉，平平仄仄平平仄， 

K K 平平仄仄平，音节循环往复，节奏勻称相对，能 

给人“力”的平衡感受，完全顺承东方崇尚和谐的审 

美意向。[1()]84

再次，对立统一的思想。中华民族祟尚“对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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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偶就是一个完美的对立 

统一体:一方面，对偶的两句使用的语言资源不同， 

意义有差异，甚至相反(如对偶中的反对）。但在另 

一方面，两句在平仄上构成一定的韵律模式和规律， 

构成一个大的音韵整体;在意义上形成更大的语义 

场或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的， 

构成一个大的意义整体。

最后，在方法论上，对偶中不少具体的创作手法 

脱胎于传统的哲学方法论[22]32: —是对偶的归类直 

接脱胎于辩证方法论的归纳法。受《易传》以阴阳之 

道归纳宇宙万物的方法论的影响，对偶在运用中对 

字、词、形象、意境等都有具体的归类要求，必须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二是对偶的平仄运用方法极为明 

显地受到了“阴阳”学说中相对法的影响。“阴阳”学 

说特别著重方法的相对性。以律诗的平仄运用为 

例，平仄在律诗中的运用，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平 

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二是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 

无论是本句的交替，还是对句的对立，在方法上都是 

相对法的运用。[22]32

(七）中华民族的审美观

从大的审美观讲，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特别重视 

对称美，如建筑、美术、书法等等，已成共识，毋庸再 

证。这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就形成了对偶这一修辞 

手法。

从具体的文学审美效果来讲，对偶等平行结构 

在音韵效果、篇章结构、意义扩展、时空构建方面，有 

着极其重要的审美价值。[23]5°_52—是对偶能够实现 

齐整、规则的音韵效果。对偶的上下两句节奏相同， 

间歇相同，但读音平仄相对，抑扬顿挫相交。[12]54二 

是对偶等平行结构有助于建立严整的篇章结构。平 

行结构后一语句的出现，将二者各自所在的部分联 

系起来，构成一个更大的语篇结构;很多作家正是巧 

妙利用平行结构的这种篇章功能，在合适的位置安 

排平行结构，赋予作品以严整的结构。三是对偶等 

平行结构有助于实现圆润丰富的意义。[23]5°_52对偶

是一种建立在词语无限变换基础上的重复，重复相 

同的句式和词类，能够使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扩大写 

景、抒情、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对偶等平行结构 

有助于建构时空开阔的审美效果[23]52。对偶的运用 

正可以使律诗时空开阔，极大增强语义张力。篇幅 

虽然短小，但其中融合了无限的时空关系，沟通了人 

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也是对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 

时关系的串通。

从作品的参与双方来讲，由于对偶等平行结构 

符合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认知思维方式和审美观， 

所以能够“让中国人得到满足”[12]55。一是从对偶本 

身看，语句排偶化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这一艺 

术形式本身就让偏爱对称的中国人得到语言、文化、 

心理诸多方面的满足。[12]55二是从创作方面看，对偶 

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对 

偶甚至被中国人当成了发挥才智、炫奇斗巧的手 

段。[12]55三是从阅读方面看，诗文里无数巧妙的对 

仗、对句提高了读者欣赏的兴趣。

三、结论

在语用层面，Du Bois提出了“共鸣原则”，我们 

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汉语充斥平行结构、偏爱共鸣原 

则的原因，主要包括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 

普遍因素是指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会话中的“概 

念协议/合作”和启动效应，以及人类心理、认知和本 

能中的对称倾向。在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中，语言内 

动因包括汉语的词法、句法特性，以及平行结构的语 

用经济性;语言外动因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和认 

知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观等等。汉语充斥平行结构、 

偏爱共鸣原则，进一步证明了“共鸣原则”的适用性。 

诸多普遍因素和汉文化的独特因素为这一语用原则 

提供了深层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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