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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语言顺应论为基本框架解析会话叙事中交际双方的话语选择与交互顺应。交际双方的交互顺应主 

要体现为随时关注交际对象、物理语境、社会语境、心理语境四种交际语境要素的变化，并密切关注语言语境特 

征，确保语言维度的话语选择符合交际和语言语境的动态要求。互动叙事中交际双方的动态选择与交互顺应直 

接促成叙事结构和意义的动态生成。深层来看，双方多维度的顺应与配合是社会交往实践主体通过互动建立“共 

享意向性"的过程，是双方通过经验和情感意义的共享建立团体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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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致的回应叙事建立情感联盟［14］&但关于互动叙事

自然会话叙事指日常会话交际中自发产生的故 

事讲述活动，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叙事由交际语境 

随机促发，反映真实交际需要［1］27 &自然会话叙事 

在国内还是一个少有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笔者曾 

讨论了自然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性［2］和主体间 

性［3］；朱冬怡分析了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的意义构 

建过程⑷和故事的散装性结构特征［5］&国外该领 

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会语言学传统下的口语叙事 

结构分析［6］、会话分析传统下的叙事话语序列分 

析［7］，以及后经典叙事学传统下的自然叙事学研 

究［8］，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近些年自然会话叙事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是，不论是故事结构［9］，还是讲述话语的序列性［10］, 

甚至是叙事者身份［11］，都由于交际语境的影响而具 

有明显的生成性特征&同时,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 

是会话叙事中交际双方在心理维度的交互影响&比 

如,讲述者的重复性话语、引述对话等话语策略可以 

促成听话人心理维度的高度投入（12），交际双方在互 

动叙事中常常采用相同词汇、相同结构甚至相同 

立场［13］，受述者可以通过讲述与对方情感立场一 

进程中交际对象之间语言和心理维度的交互影响 

和同化效应，文献中对这一现象的系统研究暂付 

阙如&互动叙事进程中双方的交互顺应遵循什么 

样的工作机制，是否促进互动叙事结构和意义的 

动态生成，双方交互顺应的深层动因是什么,我们 

尚不清楚&

笔者认为语言顺应论为我们全面描述和理解互 

动叙事中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性，特别是交际中双方 

语言策略和心理感受的趋同性提供了基本的阐释原 

则&语言顺应论的核心观点是语言本质上具有变异 

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运用过程是通过语言结 

构的不断选择来创建意义的过程，而选择过程也正 

是语言使用者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要素的动态顺 

应过程［15］&概括而言,语言顺应论为分析语言使用 

者语言结构要素、态度和情感因素的选择与针对语 

境要素的动态顺应［16-17］及意义的生成性［18-19〕提供 

了宏观的指导框架&本文以语言顺应论作为分析框 

架，着重探究互动叙事进程中故事的讲述者和受述 

者如何通过话语选择完成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 

不断顺应，从而合作建构经验故事的新意义，并缩短 

彼此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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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交际者对交际语境的顺应与话 

语选择

交际语境的构成要素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 

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15]&自然会话叙事中交际 

者对交际语境的动态顺应也相应地体现在这四个 

方面。

（一）参与者在交际角色之间的动态顺应

会话叙事活动的顺利进行首先要求参与者完成 

对叙事和交际层面基本话语角色的认同与顺应。在 

会话叙事中较为常见的是具有经验分享意愿的讲述 

者启动的叙事交际，其中讲述者占据绝对话语控制 

权,在叙事和交际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受述者也 

会对此给予充分的配合,参见例1 &
例1 （语境:教师S在办公室向同事Q抱怨一

位不懂事的学生）①

1S：昨天，我可给那啥了，昨天这"家伙,我生气 

了！昨天上课，学生把我给气得够呛。

2Q：咋了？

（3S-27S 略）

28Q:这种学生吧，你越对他好了 ,就越=
#29S：=就越不行！你说,给我气$得呀，给我 

气得不行了，我跟他说，给他说哭了 -
30Q：把男生给说哭了？

（31S -32Q 略）

#33S:哎，给我气"得呀！后来，我跟他说： 

“你自己琢磨去吧（”我说：“今天这话，我都敞明白 

地说”,我说:“我跟你说,你别对我有怨气,我告诉 

你，我得让你知道我心里咋想的。”

#34Q：唉，这种学生，你也别太-
这一案例的背景是某位学生期末某科成绩不及 

格，却怪罪平时热心帮助他的老师S,S第二天向同 

事Q抱怨学生如何不懂事&为吸引受述者的认知 

注意和情感投入,作为叙述者的S大量引述故事人 

物“我”面对不懂事的学生所说的话语，并再现故事 

人物当时充满气愤的语气、语调（33S斜体部分），渲 

染故事中“我”的情绪，牵制受述者Q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S作为交际主体，也随时关注Q对故 

事经验意义的分析与阐释，为确保自己交际意图的 

实现，时而会越过叙述话语的边界直接面对交际对 

象发声& 29S话轮前半部分“=就越不行！你说，给 

我气$得呀，给我气得不行了”就是S以交际者身 

份明示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话语标记语“你说”鼓 

励对方采用相同的情感立场&

交际的另一方也一直在积极顺应叙述和交际活 

动的进展,扮演双维合作者角色& 30Q中Q作为受 

述者对故事的细节追问“把男生给说哭了？”，鼓励 

讲述者继续故事的叙述&而28Q中的评述“这种学 

生吧，你越对他好了，就越=”主要是Q作为受述者 

表示对故事人物“这种学生”的看法，但也夹杂着Q 
作为交际者对交际对象的同情与安慰,34Q中的评 

述“唉，这种学生,你也别太-”则是Q进一步作为 

交际者表示对S的劝慰&

在会话叙事中参与者的框架是动态的,叙述者 

和受述者可以在讲述中交换彼此的角色，双方可在 

交际中自动顺应角色的暂时性转换，参见例2&

例2 （语境：A在与同学B聊天，讲述自己在

国外的访学经历）

11A：他就评价非常高，后来美国那个教授也特 

别喜欢我，给我那个% Norton Anthology%，知道吗？ 

% American literature%，我全有！

（12B -15A 略）

#16B：[其实，我以前上-
17A :那个% Ameacan professor% ]
#18B:呃，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彳，

19A： ，

#20B：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外教送 

给我一本，美国文学史那个，诺顿那个，最后（.）让 

我给弄丢了。

#21A ：但现在有很多% new editions%。然后， 

这个教授，他就主动开车带着我玩。

在这段以A为主要叙事者的会话叙事中，嵌入 

了一小段B的回应叙事& 11A中叙述者讲述了自己 

受到外教欣赏，获得诺顿文选的经历,而听话人联想 

到了自己的相似经历，试图插入自己的经历叙事& 

在16B和18B中接连表达讲述意愿后,19A中A顺 

应B的要求,让出讲述者占据长话轮的特权&在 

20B中B获得了讲述机会,成为新故事的叙述者& 

而在21A中,A注意到B已完成讲述，又重新接续 

被打断的叙事,继续扮演叙述者的角色&

（二）叙事交际参与者对物理语境的顺应

在会话叙事中，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物理语 

境因素是讲述者链接经验片段的重要线索，也是受 

述者删讲述者故事、重构对方故事世界的主要依据&

首先，讲述者和受述者都会关注事件时间&讲 

述者会利用时间指示语标识故事时间链，而受述者 

也会以时间指示语为线索建构故事世界中事件的先 

后顺序及因果关系,参见例3 &
例3 （语境:研究生L和同学Y在宿舍闲聊）

18L:师兄说找他挺麻烦的，好像签字还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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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Y：嗯。

#20L：都约好了 ,早上九点啊，说是:::师兄和 

LY 一块儿找他签个字，在门口敲门，听庇—面打 

电话，就又敲了 一下门，在—面■的还不回答，还打电 

话，完了我师兄说等了十分钟，他还在打，然后师兄 

就急了，又敲他的门，约好的嘛!是吧？我约好的第 

二天早上九点，写个东西，你说能花多长时间？

2IY：就是啊。

22L：而且，人家敲门，就给你暗示了嘛（

#23Y：你就快点结束呗，对呀!

24L：那啥，十分钟以后，我师兄又敲门，然后又 

等了5分钟，

25Y：啊？！

26L：师兄生气了，就推门进去，把他眸里啪啦骂 

了一顿。

27Y：谁骂了谁了？

28L：P师兄骂了 ST。

29Y：他反正年龄比他大，资格比他老。

30L：嗯，P师兄以前也是当秘书长嘛（

3IY：嗯。

32L：我觉得就应该-
在这一案例中，讲述者顺应交际语境，为受述者 

预留了十分清晰的时间线索（参见粗体部分），受述 

者按照时间顺序可注意到讲述者故事中的主要事件 

如下:早上九点P按照约定找ST签字，在门口敲门, 

ST不回应;十分钟后P再次敲门，ST不回应;5分钟 

后P再次敲门,ST不回应;P生气了，P推门进去，把 

ST骂了一顿。这样的先后顺序也暗含了故事的因 

果逻辑,ST的不回应致使P师兄生气,ST是过错一 

方。从2IY-27Y中受述者的回应来看，受述者顺 

应了讲述者故事世界的时间线索，接受了其间隐含 

的因果逻辑（2IY、23Y、29Y）。

其次，双方在借助时间线索进行叙事层面交流 

的同时，也都在关注着当前的话语世界，双方在故事 

世界和话语世界的交际不断转换。讲述者借助完成 

体标记“ 了”标识故事世界（20L-28L斜体部分）， 

而受述者也顺应这种转换，在关于故事世界事件细 

节的疑问中，同样采用完成体标记（27Y）&在话语 

世界层面双方所做关于故事意义的假设性讨论和评 

述中,话语时间为当前时间，双方均未采用完成体标 

记（参见下划线部分）。

最后，在关注时间线索的同时，为引导受述者理 

解，讲述者也预留了清晰的空间线索，帮助受述者建 

构故事世界。在例3中,讲述者以空间指示语（加粗 

斜体部分）“在门口 ” “进去”描述了人物P由于一直 

被迫等在门口而焦急、生气，并最终推门而入的动态 

的空间变换线索，同时以“在里面打电话……在里 

面的还不回答”描述了另一关键人物ST因为未能 

完成P期待的空间位置变化（走出房间,开门迎接 

P）而惹怒了 P。从受述者的即时回应来看,受述者 

顺应了这一故事空间线索，未遇到任何理解障碍。

（三） 交际双方对社会语境的顺应

交际双方对社会语境的顺应体现在社交场合、 

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几个方面。再次参看例3,双 

方在宿舍闲聊，处于私密的日常生活交际语境，其交 

际目的是加强了解、巩固友谊&因此,双方主要关注 

故事所传达的交际意义和情感意义，并未对事件的 

细节深究，比如，究竟ST在接谁的电话？是否有可 

被谅解的理由？

根据交际双方对故事人物的人称指示,结合笔 

者对叙事交际参与者的进一步访谈，我们注意到故 

事人物P与ST皆为L和Y的高年级学长，其中P 
的年级最高，即将毕业，而L与P为同门，关系亲密, 

Y与P、ST都不是同一导师的学生，接触不多。故事 

讲述顺应这样的社会关系丄在对两位师兄的小冲 

突故事的叙述中,一直尊称P为师兄（或我师兄）, 

而对另外一位学长称为“他”或直呼其名ST&在这 

样的语境下,受述者Y作为L的同级同学,顺应这 

样的社会语境，也选择了对故事主人公P的同情立 

场，在2IY和23Y中附和20L中L的评价性话语, 

表达了对ST的不满和批评。Y的立场选择也顺 

应了其与L通过闲聊巩固友谊的社会交往实践 

需要。

例3这一案例也反映了双方对文化规范的顺 

应。在校园文化中，相对来说,由于高年级学长的学 

识和研究经验更为丰富，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学长 

充满敬意，常常会用尊称师兄或师姐来指称他们,而 

且年级越高、资历越深，受到的敬意和推崇越多。而 

同一导师的研究生之间，往往关系十分亲密，并具有 

团体荣誉感，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案例中L对P师兄 

十分维护的原因。

（四） 交际双方对心理语境的顺应

会话叙事的过程是讲述者与受述者对真实经验 

事件的认知和情感意义的分享过程，会话叙事参与 

者的交互顺应还体现在认知和情感等心理维度。从 

认知维度来看，讲述者为顺应受述者的理解倾向，会 

特意选取适合受述者知识和经验背景的语言结构要 

素,参见例4 &
例4 （语境：XF（父亲）、YR（母亲）和YY#女

儿，大一学生）在家中闲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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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XF：然后我记得以后，说是修铁路的时候， 

修哪条铁路我不知道了，在那儿当会计还当过一段， 

那时候，没说。说是在工程队，发馒头,不舍得吃啊。

14YR：嗯，听你说过，

15XF：不舍得吃，俩馒头吃一个，剩下的拿回 

来，带回来,我们哥儿四个，一人掰一半儿吃。带俩 

馒头回来。

16YY：那我奶吃什么？

#17XF：你奶也不舍得吃啊，你奶自己在家，拉 

扯着我们四个人，你爷在外边，打工呗，所谓的。就 

跟现在农民工在外打工似的。当时，因为当时家里 

没白面啊，吃馒头就好东西了（…）

这一案例中，父亲向女儿讲述了早年爷爷辛苦 

工作的经历。讲述者XF为了确保女儿能够准确感 

受当年家人生活的清贫与辛苦，在17XF和19XF中 

特意选择了“打工”这一近些年流行的字眼,而不是 

当年人们常用的“上班” “干活儿”等词汇，并且对于 

“发馒头不舍得吃”这一年轻一代难以理解的现象 

增加了解释一“因为当时家里没白面啊，吃馒头 

就好东西了”。

受述者会顺应讲述者的故事逻辑，随着叙事进 

程的深入逐渐沉浸到故事所表述的经验世界，甚至 

会将自己代入故事角色,代替角色发声，产生“经验 

取用”现象［20］ &在“经验取用”过程中，受述者的思 

想、理念与人物和讲述者形成自然融合,参看例5 &
例5 （语境:研究生X在与同学Y校园散步中

讲述自己的恋爱故事）

20X：就完了，后来表示感激=
21Y：=就进一步请你吃饭？=
22X : = （ hhh）就进一步带我出去玩，

#23Y：然后一发现啊，小姑娘不光有外貌的这 

个秀丽，还有内秀。

24X：没有，没有。

25Y：然后呢：：你说,你说。

26X：然后就出去玩，我就觉得还行，然后就 

在：：我们去了，就去了那个城墙，

27Y：呃。

28X :他一开始说去bmy吧，

#29Y：可以呀！

在这段会话叙事中，Y显然沉浸在对X的恋爱 

故事的想象中&在21Y中Y在受述者立场上积极 

预期下文X要讲述的情节：“就进一步请你吃饭?” 

到23Y时,Y已在想象中将自己置于男主人公的位 

置，揣摩X男友的心理活动,想象其男友会自言自 

语:“这小姑娘不光有外貌的这个秀丽，还有内秀&” 

而在29Y中，当Y顺应28X所述的男友邀请X去 

bmy时,Y又将自己置于女主人公X的立场，代替女 

主人公发声，激动地说:“可以呀!”

受述者经验取用的过程是其在想象中体验、感 

悟故事世界的图景，并使之与自己的经验世界契合 

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受述者真切体会到讲 

述者的真实经验，并尝试参与意义的阐释时，也常常 

会表现出情感的高度投入,参见例3 &
仍以例3为例,L在叙述时采用了大量的情感 

描述:“麻烦死了、可生气了、都气躁了、可麻烦了、 

急了、生气了、嚨里啪啦骂了一顿”，选择P师兄的 

立场对ST直接质问:“约好的嘛！是吧?” “而且，人 

家敲门，就给你暗示了嘛!”在讲述者的情绪渲染 

下,受述者Y对讲述者的情感表达产生了共鸣，也 

同样将自己置于故事人物P师兄的立场，直接指责 

ST: “你就快点结束呗，对呀!”接下来,在这段叙事 

的尾声部分（26L-32L），交际双方对故事反面角色 

ST的批判立场越来越鲜明&在29Y和30L中二人 

一同为P师兄骂ST进行辩护，在32L中L代表双方 

对故事的意义进行总结，直接表明对P师兄行为的 

赞同&可以想象，交际双方通过表述对故事人物P 
师兄和ST相同的情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 

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建立了情感同盟，加强了彼此 

的友谊&

会话叙事中的情感同盟现象与文学叙事学者探 

究的读者/观众在阅读小说、观看影像中所发生的移 

情现象（21〕相似&但比较而言，会话叙事中受述者的 

共情感受包含的顺应意识更为鲜明&

三、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的顺应体现在篇内衔接、 

篇际制约和序列性三个方面&

最直观体现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顺应的篇内衔 

接手段是话轮的重叠与共建&在互动叙事中，受述 

者会紧紧追随讲述者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交际意 

图，并在完全沉浸于故事的文内语境中后，协助讲述 

者补充完善话语表述，参见例6 &
例6 （语境：老师B与研究生C等闲聊）

86B：因为（...）听着就是=
#87C：=挺让人沮丧的。

（88-91话轮略）

92B：我原来还没见过师母，我不知道，我第一 

次见=
#93C：=但人家跟你说得这么，这么［清楚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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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清楚"，要一般人就觉得，完了，这还考什 

么？(…)

显然，在87C中受述者C清楚讲述者B的逻辑 

和意图，代替B完成了小句层面的语言构建，补全 

了 86B小句中的后半部分；93C中C又揣摩B的语 

气，代替B完成了并列结构的搭建,补全了一个具 

有转折语义的并列分句;接下来94B中B又尝试补 

全C的小句结构，双方的话语出现了短暂的重叠。 

双方在话轮转接中的语句锲入直观地反映了双方对 

上下文语境的顺应。值得注意的是,交际双方在语 

言结构方面的共建与契合一般以之前所述心理层面 

的心理取用和情感融合为基础&

双方语言维度交互顺应的篇际衔接手段突出地 

体现在受述者回应故事与讲述者故事的语言共振现 

象。在回应故事中，第一个故事的语言特征,特别是 

词汇、句法上的特征，甚至是讲述者对事件的审视、 

评价视角都常常会在回应故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复 

制和共鸣,参见例7。

例7 (语境:Y与同学X在校园散步时闲聊)

5Y：(...)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居然在B大门口 

遇上了我外甥女。

6X：啊？

7Y：她们学校组织来B大参观，我妹也没告诉 

我，觉得孩子集体活动嘛，也见不着我。可当时,我 

正要去B大借书，我骑着车正没意思，左看右看呢， 

哎，看见路边一队队学生怎么穿的校服这面熟呢？ 

(…)我接着走，结果看见J老师、W老师-真是我 

们那儿学校的！

8X：你咋还认识那儿的老师啊？

9Y：(...)然后那个W老师说，你过来看你外甥 

女的？我给你喊她过来啊。那个，NN过来！ 一看是 

我，挺意外的。我一把就抱住她了。后来我给我妹 

打电话，我说：“你猜我看见谁了？”

10X：还有比这更巧的呢。我一大学同学跟我 

说在洛杉矶街头居然碰上了一个同学。她去洛杉矶 

出差，那同学也是。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迎面那人 

这面熟呢！ 一看居然是同学！

11Y： 么 上同学了，这 了

吧？！

12X：是啊,她俩都在北京，都一年多没见了，跑 

那儿见去了。

13Y：真也太巧了吧！

在这段会话叙事中,5Y、7Y、9Y讲述了 Y在B 
大门口巧遇外甥女的故事，引发X讲述了一则纽约 

街头巧遇同学的故事(10X)作为回应。在二人的叙 

述话语中,句法结构和语义共振的句子包括：

V5Y：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居然在B大门口遇上 

了我外甥女。

10X：我一大学同学跟我说在洛杉矶街头居然 

碰上了一个同学。

ii. 7Y：我骑着车(...)哎，看见路边一队队学生 

怎么穿的校服这面熟呢？

10X ：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迎面那人这面熟呢！

iii. 7Y：结果看见J老师、W老师-真是我们那 

儿学校的！

10X： —看居然是同学！

讲述者X与受述者Y的评价话语也彼此呼应： 

ie. 10X:还有比这更巧的呢。

11Y：这也太巧了吧？！

13Y:真也太巧了吧！

e. 11Y：怎么跑美国居然碰上同学了，

12X :都一年多没见了，跑那儿见去了。

Du Bov曾指出，当交际者对同一现象产生类似 

评价时，双方其实已把自己置于与对方同一立场。 

语言共振现象的实质是对事件审视角度、态度的共 

振[22] &

互动叙事中双方在序列性上的顺应十分明显& 

比如，例7中的交际双方显然都熟悉互动叙事的序 

列性特征,在讲述前语列，当5Y中讲述者宣布故事 

概要后,6X中受述者迅速做出回应,并顺应讲述语 

列的叙述规约特征，默认7 Y和9Y中Y享有故事讲 

述主体的长话轮&讲述后语列中X则把握回应话 

轮(10X)，在对讲述者故事做出精确评价后，展开回 

应叙事，从而获得长话轮&

四、互动叙事中交互顺应的工作机制

综合前文的语料分析，我们发现互动叙事进程 

中双方交互顺应的工作机制如图1所示& 一方面, 

参与者的话语选择与交际语境的变化相辅相成。参 

与者密切关注叙事和交际两个层面彼此话语角色的 

变化，关注故事的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随时顺应故 

事世界和话语世界之间的转换，并顺应故事讲述相 

关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几方面的社交 

语境变量，也关注彼此的认知和心理因素，顺应叙事 

话语所传达的态度和情感,并据此做出话语选择，而 

双方的话语选择也在不断重新定义、调整着各类交 

际语境因素&另一方面，在顺应交际语境的同时，交 

际双方还积极顺应语言语境的动态变化，受述者在 

篇内衔接、篇际衔接和序列性的语言建构方面,通过 

语言锲入和回应叙事等手段充当积极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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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动叙事中交际双方的动态选择与交 应直

接促成叙事结构和意义的动 成,是话语意义的

动 成机制的关键&语 使用 所以能够完成

动态的话语选择与交 应是由于语言本质上的 

% 性、商性和顺应性”(I5),语言本质上的 「 

特性赋予语言使用 合语境变化和交往实践动态

择语 的可能性。而动交 双方对语

手段、交 的动 应直接促成了话语结

构和意义的动态建构&在互动叙事中,讲述者的 

意义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在受述者的协商、 

合 重 释的,讲述者对受述 入的顺应, 

述者对讲述 应性选择的进一 应，之后

讲述 一层的 与顺应最 促成故事新 

意义的涌现&

层上看，互动双方的交互顺应是由人类互 

动 具有的合作属性所决定的，互动叙事是交际

双方日常 交往实践的一部分。人类的 行为 

本上具有合作属性，是 促进、 的过

程，互动交际个体的每一个 行为是以交际对象 

的前述话语 ，对 进行 、复制和改编

的过程(23)I&也 是说，日常 话中的互动双方需 

要完成的交往实践任务是通过语 的交互分享

来实现的(24)，特定的语 构特 示特定的社会

交 的&

动叙事 与者的顺应与配合是双方默认

的 的一部分,是交 性与常态&日常

动叙事中双方的顺应与配合是 交往实践主

体通过互动建立％ 意向性”的过程(25打语

维度上的交 应和心理维度上的交互融合会促

使双方 和认知个体的界 得 ，而

双方对故事的感知、认、 及 和态度不断

发生同化,最 双方建立认知和 同体

的心理需要&因，交 与者适应交际和语言

语境的要 个话语选择的过程也是其朝着

的交 的、 知 同 体和 同 体

进的过程，是双方建立团体内凝聚意识、建立团 

体文化的过程&

五、结语

而 ，在语言顺应论视角下,互动叙事参与

的交 应直观地呈现了 交往实践的主

体应如何动 择话语 和语 ，从而建立

密的人际关系，并促成认知和 同体的

确立&交 应 叙事语 构和交际意

义的动态建构性也提示了我们语 构与 交际

动 的匹配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

的案例分析聚焦交际双方动 应 成的叙事，

对于多 与者在 语境下的交 应并未展

开分析，未来还需要弥 方面的不足，以便 深

入地理解语言的顺应性和意义的生成性。

注释：

①文中所有案例均来自笔者自建的小型自然会话叙事语料 

库，交际对象为高校师生，交流语言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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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me. During the Shunzhi and Kangxi period, tee distriaution of Jinshi in Hunan was relatively balanced and 
nortt Hunan temporarily played a leading position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1x0-1:10 . However, after tee imperial 
eiaminaiion wassepa,aied and Huguangaeawasdieided inioiwodioeenip oeinces, ihesupeio,poeiiicaeand 
cueiu,aeesou cesweeiansoe,ed ioiheceniaeHunan, especiaeyioChangshaPeoeciu e.Un ihisway, Jinshiin 
Hunan p esenied iheoeaiu eoosiep disiibuiion and ihecenieooNaiionaeUmpeiaeEiaminaiion wasmoeed oom 
iheno,ih ioiheceniaeHunan, whiee emoiea,easweemoema,ginaeized.Aoie,rRenaisancein Tongzhiand 

Guangiu Pe,iodr, ChangshaPeoeciu ebecameapoeiiicaeand cueiu,aecenie,wiih naiionaeinoeuence, and iiwasoo 
geaiimpo,ianceooNaiionaeUmpeiaeEiaminaiion, whe,eboih ihenumbe,and quaeiiyooJinshiwe,eeeadingin ihe 
p,oeince.Theeooe, iieoeecied ihep ocesooiansoe,and conceniaiion ooeocaepowe,in Hunan oom iheeeoeu- 
iion ooihegeogaphicaedisiibuiion ooHunan Jinshiin iheQingDynasiy.

Keywo,ds: Hunan in iheQingDynasiy; ChangshaP,eoeciu e; iheiansoe,oopowe,; ihedisiibuiion ooJinshi

Linguistic Choices and Inter-adaptation Work betweee the Interlocetors in Nateral Conversational Storytel
lings by ZHAO Yurong, SUN Qiuyue, FAN Xucong P. 44

Based on iheiheoeyooeinguisiicadapiabieiiy, ihispapeepeobesinioiheeinguisiicchoicesand iheiniee-adapia- 
iion woek beiween iheinieeeocuioesin coneeesaiionaesioeyieeings.Uiisoound ihaiin ihepeocesooconeeesaiionae 
naeaiion, ihepaeiicipanisiakeeeeeymeansiomakesueeihaiiheieeinguisiicchoicesmaich iheeequieemenisooihe 
emeegenicommunicaiieeand einguisiicconieiisbyaiendingioiheeaeiaiionsin communicaiion obiecis, physicae 
conieii, sociaeconieiiand psychoeogicaeconieii, asweeasiheeinguisiicconieiioeaiuees.And ihedynamic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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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odapta/on in conversational stomteldn/s is believed to ba the direct irnpuWc of the generative nature of the 
n/rative stmctum and discourse meanings. In essenca, the neyotia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in 
the inWractive stomtWlin/s arc motiveted b/ the ends of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s to build up 11 shared 
intentiona/t/"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o establish group identit/ through the sh/ng of expementiai and af
fective meanings.

Key words : natural conversational stomtellin/ ； inter-odapta/on ； linguistic context ； communicative context

LI Dongyang> Retro Poetics in Huai Lu Tang Shi Ha and His Practice b/ HAN Qi-gyi, JIANG Yubin P.61
LI Dongyangi Huai Lu Tang Shi Ha was an impomani poetic theora book in the Ming Dynast/. Retro poetico 

is the cora idea of the book, and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ha believed that musicality was the 
fundamental attrinuia of poetra. Secondly, ha emphasized the emotionality of poetry- Thirdly, ha advocated 1x10/ 

from others and respecting Tang poetry, especially DU Fui. It had a deep cultural background why LI Dongyang 
put fomard his retro poetico, as well as the intem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poetic theog and the practice of 
his literag creation.

Key words : LI Dongyang ； Huai Lu Tang Shi Hua ； retro ； Taiga body; Ni Gu Yue Fu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Special Children > Education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by PENG Yan- 
ling, ZHANG Qin P. 71

Special education in mml reyular classes has always been a social hot topic, but them arc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in mml pgmag schools. The Waming needs of special childmn in mgular clas
ses arc not met, the eveluation work of special children in reyular classes is difficuW to cairy out, and the hamioni- 
ouseneiaonmeniooaeadingin aegueaaceasesismising.Theaeasonsaaeiheeack ooeoeciieeeneiaonmeniooaspe- 
cial education in mml pgmam schools, the lack cf special education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the lack cf attention 
paid by rural parents to the special children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i education 
in mml pgmgg schools,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spe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mml pgmgg schools, to give 
full play of teacheri Wading roles, and W encourage parents to pagicidate in the work of Waming in regular classes.

Key words : mml pgmvg schools ； Waming in reyular classroom ； special children ； countemieasura

Probing into tie Training Patt of Legal Talent# in tie New Era by ZHOU Hua P. 86
The constmction of socialism rule of Ww with Chinese characteg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the mla of Ww has set a higher standard for legal talents train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ached great impoganco to the training of Wyal talents and made impogant speech on it. Ha emphasized the impgr- 
ianieaaueand ounciion ooaegaaiaaenisiaainingioihecompaehensieeoaamewoak ooapaomoiingiheauaeooaaw.Fua- 
iheamoae, in eiewooihepaobaemsand shoaicomingsooetisiingcoaegeaaweducaiion, hepuiooawaad seeeaaadeeea- 

opmeniaequiaemenis, such assiaengiheningiheiheoaeiicaasiudyon iheauaeooaaw, peaoeciingiheconsiauciion oo 
aawdiscipainesysiem, iniensioyingpaaciicaaieachingand aega ap ao oe siona ae ihics educa iion. Ea anes iay s iudying and 

compaehendingiheimpoaianiihoughisooPaesideniXiJinpingon ihecuaiieaiion ooaegaaiaaenishasgaeaiguiding 
signioicanceooacoaegesand unieeasiiiesioconducimoaeeoeciieeaaweducaiion and iheoaeiicaaaeseaach.Toimpae- 
meniiheimpoaianiihoughisin ieachingand scieniioicaeseaach woak isihemosiuageniiask ooacu aeniaegaahighea 
educaiion.

Keywoads: iheneweaa； aegaaiaaenis； iaaining

College Bleeding Teaching Based on Mobile Device#: Connot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by LEI Lanchuan, 
PAN Fan P. 101

Undeaihebackgaound ooinooamaiion iechno aogy ae eo au iion , iihasbecomeihegeneaaaiaend oobaendingieach- 
ingioiniegaaieinooamaiion iechnoaogyand undeagaaduaieieachingdeepay , combiningonaineieachingmodewiih 
iaadiiionaaieachingmode, and paayingiheposiiieeaoaeooiheaaiesiachieeemenisooinooamaiion iechnoaogyin un- 

deagaaduaieieaching.In ihe ieaching o oapp aied-o aien ied unieeasiiies, abaendingieachingmodebased on ihemo- 
bile Waming platWrm of 11 blue ink cloud class11 is introduced, which vtempts to change the teaching mode of
teachers and the Waming mode of students, adjus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eachers, optimizing the classroom 
ieachingeoeci, caeaiingaseao-cenieaed aeaaningsiiuaiion ooasiudenis, impaoeingiheinieaaciion eoiciencyand 
ieachingeoeciieenesooieacheasand siudenis, and ooamingan onaineand o oaine o aganic sys iem combined wiih ihe 

newmodeooneiwoak aeaaning.
Keywoads: baendingieaching； mobiaeequipmeni； connoiaiion； paaciice； i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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