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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的编码与分工
∗

———以南部吴语瑞安方言的句末引述标记为例

吴　 越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提　 要　 本文 介 绍 瑞安 方 言 的三 个 句 末引 述 标 记 “讲 ［ ｋｏ０ ］” “也 讲 ［ ɦａ０ｋｏ０ ］” “恁 讲

［ｎａη０ｋｏ０］”在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时的分工，也涉及“讲”作话题标记的相关功能。 引述内容

的来源，同一内容是否首次被引述，引述时使用言者视角还是言谈双方视角，都影响标记的选择，
反映言者对认识权威的宣告或弃权。 这显示瑞安方言对几个相近相关的认识范畴（示证范畴、意
外范畴、在场范畴、亲涉范畴）进行了局部性编码，尤其反映言谈双方的互动对范畴编码的影响。
相关结论有助于深化以汉语方言为对象的认识范畴研究，汉语方言的个性表现也可能为世界语言

类型库提供新的个案。
关键词　 认识权威　 引述　 交互主观性　 亲涉范畴　 言谈视角

“引述”（ｑｕｏｔｅ）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 因为人们的谈话大多都是与言谈双方相关的

“他人”曾经说过的话（Ｂａｋｈｔｉｎ １９８１； Ｐａｒｍｅｎｔｉｅｒ １９９３；转引自 Ｇｏｌａｔｏ ２００２）。 被引述话语属于

“信息”，信息是在人与人之间交互和流通的，与“人”关系密切。 引述行为又为之增添了更多

“人”的因素。 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５０３⁃５０４）指出，即使言者通过话语呈现事实，叙述和呈现也会带

上个人色彩。 言语中，不同的引述标记可以表现更多不同的“个人色彩”。
我们认为，考察引述标记的“个人色彩”可从三个角度入手： １）标记信息的何种属性；

２）引述行为参与角色（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的分合与交互； ３）“认识权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属于言

者或听者，被“宣告”（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或“弃权”（ａｂｓｅｎｃｅ）。 第一节将详细讨论这三个角度。
对汉语引述标记的讨论已有如方梅（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林华勇、马喆（２００７）、乐耀（２０１３）等，

都显示汉语的言说义动词①在与人类认识相关的范畴（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编码中有较高的参

与度。 这符合世界语言的共性②，与人类认知的整体特点相关③。 汉语及方言的言说义动词在

语法化中还可能产生一些相关的个性功能。 如吴江吴语的“也讲个 ／嘞”表示句子的非预期弱

可能性认识情态（刘丹青 ２０１８）；新邵湘语的“喊”可用于疑问句后，表示就前面疑问句关涉到

—２８—

∗ 本研究受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吴方言的重要句法特征及其系统性后果” （项目编号：
４０６５Ｃ５０２２１２０４０９６）资助。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5.005



的问题再次向听者求证，含有催促听者尽快回答的意味（周敏莉 ２０１６）。
上述研究多详细考察某一具体引述标记的功能演变与发展，对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的编

码只是其多功能性的一部分。 而本文将对引述标记进行专门考察。 我们采用上文提到的三个

考察角度，以南部吴语瑞安方言的三个句末引述标记“讲 ［ ｋｏ０ ］” “也讲 ［ ɦａ０ｋｏ０ ］” “恁讲

［ｎａη０ｋｏ０］”为例，考察引述标记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时的分工。 本文的“瑞安方言”指通

行于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县级市———瑞安市的温州方言，“温州方言”用于统称温州地区的吴

语。 文中例句均为瑞安方言，源于笔者调查和自省，并经两位母语者核对。

一、 引述标记的三个考察角度

本节讨论考察引述标记表现“个人色彩”功能的三个角度：
第一，标记信息的何种属性。 语言中，信息属性可能通过固定表达形式进行范畴化。 例如

认识情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关注言者对信息内容的态度和评价（参看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１ 等），示证

范畴（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关注信息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ｆ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 １９８６；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 ２００４ 等），意外范

畴（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一般被认为与言者的“吃惊”态度（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或对信息的预期（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有关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１９９７；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 ２０１２ 等④ ）。 近年来研究者们又提出了独立的 “亲涉范畴”
（ｅｇｏｐｈｏｒｉｃｉｔｙ，Ｆ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参看吴越 ２０２０），主要指在描述事件或情景时，言谈主体对个

人知识或亲身经历的强调，即认知主体也参与到所谈论的事件之中。
第二，引述行为参与角色的分合与交互。 引述行为主要有两个参与角色：言者 ／引述者

（ｓｐｅａｋｅｒ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下文将引述行为的言者称为“引述者”，讨论非引述行为或不限于引述行为

时统称为“言者”）和听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分合”考虑的是被引述言语的言者和当下的言谈双方

身份是否重合。 常规情况是被引述言语的言者是引述者 ／听者之外的第三方，非常规情况是被

引述言语的言者正好是引述者或听者。 对“引述”的已有研究一般较多关注常规情况，而较少

关注非常规情况（Ｍａｙｎａｒｄ １９９６：２１１；Ｇｏｌａｔｏ ２００２ 等）。 本文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况。 “交互”考
虑的是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问题，即引述者采用言者视角还是言谈双方视角。 例如，一般认为，
示证范畴只考虑言者视角（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ｂ）。 但有些语言也有考虑听者视角的示证标记，
如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ｅｐｅｈｕａｎ 语（Ｗｉｌｌｅｔｔ １９９１；Ｂｅｒｇｑｖｉｓｔ ２０１７ 等）。 而其他的一些参项，如信息的

新旧、确定性等则不仅可以从言者视角考虑，也可以从听说双方各自的视角或互动关系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ａ， ２０１８ｂ）提出独立的“在场范畴”（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⑤，指出它是

对交互主观性（言者站在听者的角度来组织和表达话语，可参看丁健 ２０１９）的语法化，关注语

言使用者对其他话语参与者知识的追踪及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的关联，是言者对与听者共享

注意中心或相关背景知识的程度的假设。 在场范畴的语义重点与 Ｋａｍｉｏ（１９９７）等的信息领地

理论（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有相近之处。 “信息领地”是基于人对信息的掌控程度而划分的

思维领域，涉及言谈双方知识掌控程度的差异与互动⑥。 信息领地理论、在场范畴以及信息的

相对可及性（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参看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ｂ）等都提示了听者和言者的互动关

系。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２０１２）已经指出，“认知地位”（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和“认知立场”（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ｔａｎｃｅ）
是理解语法形式和“社会行为”之间差异的关键。

第三，“认识权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属于言者或听者，是被“宣告”或“弃权”。 “认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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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与言谈双方的参与程度、对知识的“话语权”等参项有关。 示证范畴和亲涉范畴都与认识

权威的“宣告”或“弃权”相关，而对认识权威的不同关注角度则引发了进一步细致区分亲涉范

畴和在场范畴的需求：亲涉范畴由言者强调个人经验与亲身经历以宣告认识权威；在场范畴由

言者主导交互主观性以宣告认识权威（Ｆ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ａ， ２０１８ｂ；Ｂｅｒｇｑｖ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等）。

二、 瑞安方言的句末引述标记系统

本节介绍瑞安方言的句末引述标记系统，主要有三个形式：“讲［ｋｏ０］” “也讲［ɦａ０ｋｏ０］”
“恁讲［ｎａη０ｋｏ０］”。 “讲［ｋｏ０］”源自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 ２． １ 节介绍言说义动词“讲”，
２． ２ 节介绍三个引述标记的功能与分工。

２． １　 言说义动词“讲”

“讲［ｋｏ３５］”是瑞安方言中唯一的言说义动词。 诸如粤语中仍可独立使用的言说义动词

“话”等，在如今的瑞安方言中只能在四字格的熟语中见到，如“陪讲陪话”。 绍兴等方言中还

见到较文的“道”等，并不见于瑞安方言。
瑞安方言的“讲”不仅适用于普通话同样使用“讲”的情形，如例（１），也适用于普通话不

用“讲”而用其他言说义动词的情形，如例（２）。 例（３）记录了一些方言特色搭配。 另外，动词

“讲”独用还有“和解”义（游汝杰、杨乾明 １９９８：２０２）。
（１） 讲故事　 　 讲道理　 　 讲趣笑（开玩笑） 　 　 讲闲话（背后议论）
（２） 讲说话（说话） 　 　 讲演说（演说） 　 　 讲闲谈（聊天）
（３） 讲现成话（事后才说自己有先见之明） 　 　 讲零头（讲无关紧要的话）

讲七讲八（七言八语，形容言论多） 　 　 讲来（谈得来）～讲不来（不和）
例（４）的“讲”是情态动词，表达认识情态———“到了晚上也不知道该睡了”，或动力情

态———“到了晚上也不愿意睡”。 此时“讲”仍是较实在的动词，仍可被否定成分否定。
（４） 黄昏不讲睏，天光不讲爬起。 （晚上不知道 ／ 愿意睡，早上不知道 ／ 愿意起床。）

“讲”还可构成“欲与对方谈话时的提示成分”———“讲那［ｋｏ３５ｎａ０］”，约等于“发语词”（游
汝杰、杨乾明 １９８８：２０２），独立见于句首，可译作“我跟你讲”，如例（５）。 此时“讲”读本调，显
示它是较实在的动词，但它已有从描述言说动作到关注言语行为的趋势⑦。

（５） 讲那，覅坐床上吃物事也。 （我跟你讲，不要坐在床上吃东西。）

２． ２　 句末引述标记系统

本节介绍上述三个句末引述标记。 需要说明，讨论只涉及间接引语（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ｏｔｅ），暂不

涉及直接引语（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ｏｔｅ），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句法上，间接引语一般属于其所在句

子的句法语义组成部分，而直接引语一般不是（Ｐａｒｔｅｅ １９７４，可参看 Ｌｉ １９８６）；第二，语用上，直
接引语属于某种“拟态”⑧而间接引语不是。 综上，只有间接引语标记才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

权威。
“讲、也讲、恁讲”语音形式弱化，均在句末作附缀（汉语附缀的相关讨论可参看董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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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吴为善 ２０１５：６⁃７），详见本节讨论。 当需要标记信息属性或认识权威时必须使用对应标

记。 若不需要或不希望标记信息属性或认识权威，可用“Ｎ 讲……”进行引述。 Ｎ 可以是专有

名词、人称代词、普通指人名词、指示词短语等，如例（６）：
（６） 老张 ／ 渠 ／ 老师 ／ 许个侬讲居日不走来。 （老张 ／ 他 ／ 老师 ／ 那个人说今天不

来了。）
２． ２． １　 “讲”
“讲”标记“首次引述”的信息，同时表明信息来源，但信息来源本身是模糊的，如例（７）：

（７） 渠居日不走来讲。 （听说 ／ 他说他今天不来了。）
“讲”仅标明信息来源于第三方而非言谈双方，并不具体确切指出信息来源。 例（７）中的

“他今天不来了”可以是“他”本人说的，也可以是其他人说的；“其他人”的身份既可通过上下

文或语境判断，也可以不加明确；来源既可以是直接的，如引述者亲耳听到“他”或其他人说，
也可以是非直接的，如引述者听到多次传话的版本（参看 Ｗｉｌｌｅｔｔ １９８８ 分类⑨）。 其中，当信息

来源明确时，可换用“框式”结构“Ｎ 讲……讲”引述，如例（８）：
（８） 老张 ／ 渠 ／ 老师 ／ 许个侬讲居日不走来讲。 （老张 ／ 他 ／ 老师 ／ 那个人说今天不

来了。）
这里涉及的信息来源于第三方，而且是首次引述（引入言谈双方的视野），可推知其一般

是引述者视角中的新信息。 而且，引述标记“讲”只标记引述者视角，不涉及引述者和听者的

互动，不用于引述者故意引述旧信息并借此与听者互动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使用另一标记

“也讲”，见 ２． ２． ２ 节）。
使用引述标记“讲”，引述者一方面可以借此对引述内容免责，对认识权威“弃权”；另一方

面可以借此表明自己对引述内容的态度，其中一种就是意外或反预期，主要借助话语蕴涵⑩

（Ｇｒｉｃｅ １９８９ 等）“浮现”出来，如例（７）可意译为“（我听说）他竟然不来了”。 王健（２０１３）也总

结了南方方言中言说义动词向意外标记发展的过程：言说动词 ＞引述标记 ＞意外标记。 这种

语义浮现是有逻辑基础的。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１９９７）首次将意外范畴视作一个不同于示证范畴的独

立范畴，并提出认定意外范畴的操作性定义：基于推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陈述和基于言者没有心理

准备的直接经验的陈述（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１９９７：３６）。 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２０１２）以说者、听者、主要角色为参

项，将意外范畴的核心语义细化为五个小类（参看强星娜 ２０１７）。 意外范畴和示证范畴都关注

对信息的“感知和觉察”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但意外范畴的重点停留在感知和觉察到

的实现本身，表示“知道了”某件事的状态；示证范畴更注重明确信息“如何”感知（具体来说是

来源）。 无论意外范畴的核心语义为何，都显示出与示证范畴的逻辑联系，证实意外性解读在

标明来源的话语蕴涵中浮现的充分可能性。
综上，引述标记“讲”标明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与示证范畴直接相关，用于言者视角中的新

信息，可以浮现出言者的吃惊、意外等态度，显示信息具有反预期性。
２． ２． ２　 “也讲”
与“讲”不同，“也讲”与信息来源无关，它可以引述第三方话语，如下文例（９）；也可以引

述自我（即言者自己曾说的话），如下文例（１１），因而与示证范畴无关。 “也讲”引述的内容一

定是言者视角中的旧信息。 更重要的是，掌握认识权威的言者使用“也讲”时，不仅考虑言者

视角，还同时对听者的认知程度、言谈双方的信息对称性进行假设或判断。 有两种可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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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引述者预期听者对引述内容的认知程度较低，听说双方信息明显不对称，一般只见于

首次引述第三方话语的情况，如例（９）：
（９） 渠不走来也讲。 （他（竟然）说他不来了。）

引述者首先通过引述行为传递信息，如例（１２）是“他不喜欢吃”，同时传达自己的惊讶或

意外态度，并寻求与听者共情，或对听者施加影响，如例（９）的引述者希望听者感受到自己对

“他”的气恼，甚至希望听者也生“他”的气或一起抱怨，如例（１０）。
（１０） ａ． 渠不走来也讲，我还等到能届！ （他（竟然）说他不来了，我还等到现在！）

ｂ． 渠不走来也讲，你讲燥不燥！ （他（竟然）说他不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二是引述者预期听者对引述内容的认知程度较高。 即在言者的判断中，引述内容对于言

谈双方都属于旧信息，双方信息没有明显的不对称，但听者的实际表现却低于引述者预期。 因

此，引述者用“也讲”再次强调话语所表述的信息。 一般见于以下两种情况： １）首次引述第一

人称话语，如例（１１）； ２）非首次引述第三方话语，如例（１２）。 尽管这两种引述行为本身分别

是首次发生和非首次发生，但被引述内容都不是首次被引入到言谈双方之间。 例（１１）、例
（１２）的言者必然曾经告知过听者“自己马上就来”和“他不喜欢吃”。

（１１） 我走来肇罢也讲。 （我说我马上就来。）
（１２） 渠不喜欢吃也讲。 （他说他不喜欢吃。）

“也讲”标记引述者重申话语信息，希望重新与听者达成一致，或重新对听者施加影响，如
例（１２）可以追补后半句，表明言者希望听者明白“不必准备”，并停止行动，见例（１３）：

（１３） 渠不喜欢吃也讲，你訾那到老准备起。 （他说了他不喜欢吃，你怎么还是准

备了。）
但由于“寻求共情”的过程曾经失败，因而有不耐烦或斥责（ ｒｅｐｒｏａｃｈ）意味。 类似的还有

粤语中降调的“喎”，它表示言者暗示其所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但听者对此没有意识，言者以此

表达不快（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１９９８）。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ｂ）将这一功能概括为引述者判断听者的认知水

平低于预期，这一评价角度也显示引述者对认识权威的宣告。
综上，引述标记“也讲”不关注信息来源，只用于言者视角中的旧信息。 引述者使用“也

讲”时，同时考虑言谈双方视角，对听者的认知程度和双方信息对称性有预期和判断。 引述者

宣告认识权威，并寻求与听者共情或对听者施加影响。 总的来看，“也讲”的表现可认为是交

互主观性的实现，与在场范畴（详见第一节第二点的讨论）较为相关。
２． ２． ３　 “恁讲”
“讲”和“也讲”主要关注被引述的话语信息的具体内容与特征。 “恁讲”则主要关注“同

一内容是否首次被引述”这一指标可能对话语信息内容的特征产生的影响 IS：当相同的话语内

容被重复引述时，可能附加上首次引述时不存在的特征。 “恁讲”在使用中的具体效果与被引

述话语的言者和引述者的分合有关。 “恁讲”一般用于再次引述言者自己或第三方的话语，如
例（１４）。 “恁讲”大致可译为“我跟你说过了”，强调同一内容曾被同一引述者引述，体现引述

者较高的参与程度，同时再次强调了话语信息。 “也讲”就不表达这层意思。
（１４） 我 ／ 渠走来肇罢恁讲。 （我跟你说过了，我说我 ／ 他说他马上就来。）

“恁讲”也可用于被引述话语由听者说出的特殊情况，即引述第二人称。 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一定与信息来源（示证性）无关。 我们引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６）指出的使用示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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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条标准中的两条来证明这一点 I2：一是听说双方直接观察到所陈述的事实，二是引述者是

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引述第二人称的情况与此不符。
（１５） 你（自） I3讲居件衣裳不喜欢恁讲 ／∗也讲哞，好虽我冇买来。 （你（自己）说

不喜欢这件衣服的，所以我才没买。）
第二，被引述话语的认识权威不在引述者而在被引述者（即听者）。 引述内容是听者曾经

说过的话。
第三，引述者借此试图向被引述者（即听者）“夺取”认识权威。 在引述第二人称这一特殊

情况中，被引述话语的认识权威属于被引述者（即听者）。 但引述人可以通过强调先前已知甚

至熟悉被引述话语，提高自己在引述行为中的参与程度，从而“夺取”部分认识权威。
综上，“恁讲”标记引述者的认识权威。 “恁讲”引述第一、三人称话语时，认识权威属于引

述者，引述者强调自己曾参与先前发生的引述行为并熟知话语内容，进一步宣告认识权威；引
述第二人称话语时，认识权威属于听者，引述者强调自己曾亲耳听闻并熟知话语内容，试图

“夺取”部分认识权威。 “恁讲”不标记信息的来源，因而不涉及示证范畴；虽强调引述者 ／言者

的认识权威，但并不考虑双方的交互主观性以及信息可及性的差异，因而不涉及在场范畴；多
用于同一内容非首次被引述的情况，强调引述者曾亲身参与引述或至少十分熟知相同的信息

内容，强调言者的主体参与度，借此宣告甚至“夺取”认识权威，涉及亲涉范畴。

２． ３　 小结

引述内容在引述人视角中是新信息或旧信息，信息的何种属性得到标记，引述人是否

考虑听者与其共享特定信息的程度，引述人是否希望通过引述行为对听者施加影响，对同

一内容的引述行为是否首次发生等，都影响引述标记的选择。 归根结底，这都与认识权威

（“人”的要素）密切相关。 Ｇｏｌａｔｏ（２００２）指出，“引述”不仅是语法问题，更是涉及人际互动

的社会现象。 引述的整体环境是由听说双方共同构建的。 瑞安方言三个引述标记的分工

小结见表 １：

引述标记 视角 引述标记所关注的信息属性 对认识权威宣告或弃权

“讲” 言者 引述内容的来源 弃权

“也讲” 言者 ＋听者 引述内容在双方信息领地中的对称性 宣告，并利用其施加影响

“恁讲” 言者 同一内容是否首次被引述
强烈宣告（引述第一、三人称）

夺取（引述第二人称）

表 １　 瑞安方言三个引述标记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的情况

“讲”用于首次引述第三人称话语，被引述内容一般是言者视角中的新信息，可通过话语

蕴涵浮现出言者的意外等态度。 Ｒｅｔｔ ＆ Ｍｕｒｒａｙ （２０１３）研究了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 语的意外性示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认为其有两层语义表达：一是在已知或预设信息、话语蕴涵层面编码示

证范畴；二是在言语行为层面编码意外范畴。 这也解释了“讲”的功能。
“也讲”和“恁讲”均标记言者视角中的旧信息，但又有分工。 “也讲”显示引述人考虑了

听者认知程度，寻求与听者共情或对听者施加影响，体现交互主观性，可能与在场范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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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讲”更关注对同一内容是否首次被引述：它通常只标记非首次被引述的情况（所引内容为

第一、三人称话语），表示相同内容已由同一人引述，是对认识权威的强烈宣告。 特殊情况下，
“恁讲”也标记所引内容为第二人称话语的情况，可认为是引述者试图从听者处“夺取”部分认

识权威。 总体来看，“恁讲”可能与亲涉范畴相关。
综上，“讲”和“也讲”区别信息本身的新旧：“讲”用于言者视角的新信息，“也讲”用于言

者视角的旧信息。 而且，“讲”标记言者仅考虑言者视角，“也讲”标记言者同时考虑言谈双方

视角；“也讲”和“恁讲”都关注言者的认识权威编码，但“也讲”关注言者主导交互主观性，以
此编码认识权威。 “恁讲”关注非首次发生的引述行为，强调多次引述对信息特征的影响，以
此编码认识权威。 “讲、也讲、恁讲”在对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进行编码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分工，显示三者可能编码不同的认识范畴。
当然，不同语言中，功能相近的形义结合体，是判断为某一范畴的不同小类还是不同的范

畴，则受不同因素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表达形式，即这些形义结合体中，相近的语

义是使用相同还是不同的形式表达。 例如，Ｍｅｘａｓ（２０１６）曾指出意外范畴有一小类———听者

导向型意外范畴（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意在对听者施加特定影响，类似于交互主观性

的表现。 但在 Ｍｅｘａｓ 的研究中，这一接近在场范畴的小类就未从意外范畴中独立出来。

三、 引述标记的来源、演变及扩展

本节考察句末引述标记的功能来源及对演变的影响。 ３． １ 节讨论引述标记“也讲、恁讲”
的来源，３． ２ 节简介“讲”的功能扩展———兼用话题标记。

３． １　 引述标记的来源

引述标记“讲”源自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本节进一步讨论“也讲、恁讲”的来源及其

对演变的影响。
３． １． １　 “也讲”
瑞安方言有两个“也” I4，分别是句末语气词和类同义副词，我们讨论的是语气词。
整个温州方言的语气词“也”基本保留中古用法（参看李新魁 １９８３：２４４⁃２４５），既可用于肯

定、解释、判断，也可用于疑问 I5，或用于分句之间表提顿等。 徐烈炯、刘丹青（２００７［１９９８］：９０）
指出，现代汉语语气词兼提顿词“啊”就是古代汉语语气词兼提顿词“也”。 我们认为瑞安方言

的“也”（［ɦａ］）也是如此。
“也讲”是“跨层组合” I6：“也”是被引述话语的句末语气词，位于“内层”；“讲”是作用于

被引述话语整体的引述标记，位于“外层”。 如例（１６）所示，“也”既是内层中表达肯定句子内

容属于事实这一言者态度的语气词，也是外层中言者 ／引述者态度的标记。
（１６） 渠不喜欢吃［也讲］。 （他说他不喜欢吃。）

跨层组合“也讲”可能在长期频繁搭配中固定下来，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引述标记。 同

时，由于语气词“也”的存在，使其获得了更多言者 ／引述者的“个人色彩”。
３． １． ２　 “恁讲”
引述标记“恁讲［ｎａη０ｋｏ０］”由“恁讲［ｎａη３２３ ｋｏ３５］”弱化而来。 “恁讲［ ｎａη３２３ ｋｏ３５ ］”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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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既可指示“讲”的内容，如例（１７） I7，也可指示“讲”的方式（强度或频率等），此时

“恁”一般需要重读，如例（１８）：
（１７） 渠恁讲［ｎａη２１２ｋｏ３５］就冇意思罢［ｂａ０］。 （他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１８） 我恁讲［ｎａη２１２ｋｏ３５］渠也不听。 （我说了很多次，他都不听。）

“恁讲［ｎａη３２３ｋｏ３５］”中，“恁［ｎａη３２３］”是近指词“居［ｋｅｉ３２３］”与“能［ｎａη２１］”的合音成分。 “能”
是状态词后缀，可构成表示状态、性质或动作方式的成分，如例（１９）、例（２０）。 也可用作“比
拟”标记，大致可译作“像……一样”，如例（２１） I8：

（１９） 眙你冇吃饱能。 （看你没吃饱的样子。） 鱼儿未蒸熟能。 （鱼没蒸熟的

样子。）
（２０） 轻轻能走（轻轻地走）早早能倒底睏（早早地躺进去睡）
（２１） 天红咚咚火烧起能。 （天色红彤彤的，像着火了一样。）

合音后，近指词“居”脱落，“能”保留“居”的入声调，获得近指义，意为“这样”。 近指词的

这类合音普遍存在于温州方言（游汝杰 １９８１；郑张尚芳 ２０１４；吴越 ２０１６：２４⁃２５ 等），最常见的

是与量词的合音（例见注释） I9。 远指词“许”没有这一合音现象。
跨语言来看，“比拟格”是引述标记的重要来源之一（Ｈｅｉｎｅ ＆ Ｋｕｔｅｖａ ２０１２［２００２］：３７６⁃

３７８，原文称为“非原封引用”）。 英语、法语、芬兰语、瑞典语表示“像”的形式，德语的方式副词

ｓｏ（“这样、如此、用这个方法”），科伊语（Ｋｘｏｅ）的 ｔａá（（像）那样，这样）都可用于引述，龙州土

语（壮侗语族）的 ｐｉｎ ～ ａｆ（“如此，像这样）是“句末引述助词”。 这显示“恁讲”的表现符合人

类语言共性。 Ｇüｌｄ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２）考察了 Ｓｈｏｎａ 语的引述标记 ｔｉ⁃（“因此 ／像这样”），它一方面

可表示相似性（比拟）或者方式，另一方面又对命题内容具有指示性，综合起来可称为“方式指

示”（ｍａｎｎｅｒ ｄｅｉｃｔｉｃ），对应于引述标记的两层功能。 这一观察也适用于“恁讲”，尤其可以解释

为什么“恁讲”不关注所引述话语本身，而关注引述行为本身的特点及其对所引述话语的特征

产生的影响。

３． ２　 “讲”的功能扩展———兼用话题标记

“讲”可作话题标记。 作为句法成分的话题可在同一句子中多次出现（徐烈炯、刘丹青

２００７［１９９８］：１００）。 理论上，这些话题都可以被标记。 但观察发现，“讲”只标记主话题时接受

度高，而只标记次话题时接受度有波动：例（２２）的次话题“读书”是类指的事件名词，接受度

高；例（２３）的次话题“恁多面包（那么多面包）”是定指的名词性成分，接受度相对较低。
（２２） ａ． 阿林讲读书书包也不带来。 （阿林读书连书包也不带。）

ｂ． 阿林读书讲书包也不带来。
（２３） ａ． 阿林讲恁多面包下吃完罢。 （阿林把那么多面包都吃完了。）

ｂ． ？？阿林恁多面包讲下吃完罢。
语义上，话题标记“讲”仍然延续引述标记“讲”标记新信息的功能，表示言者对话题成分

或相关事件的吃惊、意外，显示信息具有反预期性 20，或通过在“意外三角”中的迁移，表达感叹

或者隐性的语用否定（陈振宇、杜克华 ２０１５），见例（２４）、例（２５）：
（２４） 渠讲居日扮起来恁生好（讲）！ （她今天打扮得真好看！）［感叹］
（２５） 渠讲还想骗我个钞票（讲）！ （就他还想骗我的钱。）［弱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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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话题标记“讲”的发展程度较低，属于“兼用话题标记” 2S （徐烈炯、刘丹青 ２００７
［１９９８］：７４）。 话题标记“讲”的功能受限正与句末引述标记“讲”的表现相关。 ２． ２． １ 节显示，
“讲”作为句末附缀，所标记的句子一般是“全句新信息”，即新闻句，或称为整句焦点。 它发展

为话题标记的关键环境是“讲”标记单名词句，如例（２６）的名词性成分既是话题也是句子唯一

的新信息 ／焦点信息，例（２６）表达感叹或赞美 22。
（２６） 恁大个雨讲！ （这么大的雨！）恁生好个娒娒讲！ （多漂亮的孩子呀！）

而在常规的句子中，话题焦点（徐烈炯、刘丹青 ２００７［１９９８］：８４）和信息焦点不重合，“讲”
可以只标记话题，或只标记句子，或同时标记二者，如例（２４）、例（２５）。 这可以理解，新闻句的

话题也是新信息的一部分，只是焦点性弱于述题 23。 标记新闻句的话题并不与“讲”标记新信

息的功能相悖。 只是当话题也被标记时，言者对话题成分的吃惊或意外可以得到进一步强调。
而且此时，句末的“讲”以不省略为常。 这也是“讲”标记新信息的特点决定的。

相对地，当话题是已知信息时不由“讲”标记，如例（２７）答句，已知信息“渠”不接受“讲”
标记，因此 ａ 不合法。 同理，“渠”的已知性使句子不是全句新信息，影响了 ｂ 句的接受度。
ｃ 句不含已知的话题成分“渠”，述题部分全都是新信息，允许“讲”标记 24。

（２７） —渠走妆乜呀？ （他去干什么？）
—ａ． ∗渠讲走跑步讲！ （他去跑步！） 　 ｂ． ？？渠走跑步讲！ 　 ｃ． 走跑步讲！

３． ３　 小结

“也讲”是被引述话语句末语气“也”和被引述话语整体引述标记“讲”的“跨层组合”， 在

长期频繁搭配中，成为相对独立的引述标记；引述标记“恁讲［ｎａη０ｋｏ０］”由表示“这样讲”的
“恁讲［ｎａη３２３ｋｏ３５］”发展而来，跨语言地看，符合“比拟格引述标记”的发展路径。 上述两条相

异的路径也影响了二者的功能演变与分工。
由言说义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讲”则进一步发展出兼用话题标记功能，用于标记新闻句的

话题，这显示其标记新信息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同时，由于这类句子多由言者直接陈述，信息

来源已基本明确或明确信息来源的必要性下降，话题标记“讲”基本上不再标记信息来源。

四、 结论与余论

本文介绍瑞安方言的三个句末引述标记“讲［ｋｏ０］”“也讲［ɦａ０ｋｏ０］”“恁讲［ｎａη０ｋｏ０］”，讨
论三者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时的分工，也涉及进一步发展的兼用话题标记“讲”。 可以看

到，引述话语的来源，引述行为是否首次发生，使用言者视角还是言谈双方视角，都会影响标记

的选择，反映言谈主体认识权威的宣告或弃权，显示瑞安方言对几个相近认识范畴的局部性编

码，小结见表 ２。 这一观察尤其启发我们考虑言谈双方的关系和互动对范畴编码的影响。
Ｂｅｒｇｑｖｉｓｔ（２０１７）集中考察了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言者视角下的主观性编码（例
如示证范畴）与言谈双方视角下的交互主观性编码之间的差异。 这组差异也越来越成为相关

主题研究中的关键区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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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可用场景 对认识权威的处理 相关范畴

讲［ｋｏ０］
首次引述第三方

话题标记

弃权

宣告

示证（浮现意外解读）

意外

也讲［ɦａ０ｋｏ０］

首次引述第三方

（言者对听者的认识水平预期低）

非首次引述第三方

（言者对听者的认识水平预期高，
但听者的实际表现低于预期）

首次引述自我

宣告

（寻求共识，施加影响）
在场

恁讲［ｎａη０ｋｏ０］

非首次引述自我

非首次引述第三方

引述第二人称

宣告

夺取

亲涉

表 ２　 瑞安方言“讲、也讲、恁讲”的功能与分工

这组句末引述标记的表现符合言说义动词的多功能性和转喻过程的普遍性。 从引述内容

到表明引述者的态度，体现引述者对认识权威的宣告（甚至夺取）或弃权，表明引述者对言谈

双方信息对称性的判断等，都符合“主观化”过程（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１９８２；沈家煊 ２００１ 等）。
据此，我们可以对已报道现象进行再审视与再分析，深化对信息属性、认识权威编码及相

关问题的探讨。 同时，各个引述标记的构成、功能分工的具体格局、引述标记的后续发展也与

语言 ／方言自身的特点和条件有关。 例如“讲”在保留其编码信息属性和认识权威特征的同

时，发展为标记新闻句话题的话题标记，与瑞安方言的话题优先性密切相关。 在更深理论基础

上对这些范畴做进一步挖掘有助于加深具体语言 ／方言的研究。 下一步，我们考虑可以在

Ｋａｍｉｏ（１９９７）等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不同信息类型对相关现象的影响，以此验证、修正或进一

步深化理论。

注　 　 释

① 言说义动词容易发生从话语内容到言语行为本身的转喻（刘丹青 ２０１８）。

② 世界语言的“讲”类言说义动词有 ８ 个常见的语法化目标：１）原因（ｃａｕｓｅ），２）标句词（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３）

条件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４）传信（本文译作“示证”，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５）目的格（ｐｕｒｐｏｓｅ），６）引用标记（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７）比拟格（ｓｉｍｉｌｅ），８）从属连词（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Ｈｅｉｎｅ ＆Ｋｕｔｅｖａ ２０１２［２００２］：４４５）。

③ “言说”和“认知”在主观化的作用下产生密切关系（参看李明 ２００３ 等）。 从语言交际角度看，说出（ｕｔｔｅｒ）

一个过程可能等同于实现（ａｃｈｉｅｖｅ）。 和一般的行为动词一样，“说”可以是“做”。 “引用”则可视作对象

在语言中的实现（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或将对象置于（ｐｏｓｅ）语言中，使其存在（ｅｘｉｓｔ）（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④ 意外范畴的独立范畴地位还存在争议，可参看强星娜（２０１７）的综述。

⑤ 中文译名似未统一，由笔者暂拟。 对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这一范畴的关注最早见于法语研究和语篇研究。

⑥ 一个人信息领地中的信息必然是已知信息，但已知信息不一定都是信息领地内的信息。 即，信息领地中的

信息是已知信息的真子集。 据此，将人们信息领地中的信息分为四个主要的大类（Ｋａｍｉｏ １９９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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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方梅（２０１７）指出，汉语言说动词和见证动词向元话语的功能扩展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⑧ 语言交际中的拟态表达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实体的属性和行为可以通过非语言（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手势

表达；第二，可通过拟声词等非典型（ｎｏｎ⁃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语言符号象征性地表示某种情况或事件；第三，声音模

仿（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第四，狭义的直接引语（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是人类语言的次级表现

（Ｇüｌｄｅｍａｎｎ ２００２）。
⑨ Ｗｉｌｌｅｔｔ（１９８８）将证据分为直接来源的和间接来源的。 直接来源的包括亲眼见到的和亲耳听到的；非直接

来源包括听说（ｈｅａｒｓａｙ）和推理。
⑩ Ｇｒｉｃｅ（１９８９）指出，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可分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 语义层面是“说了什么”（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ａｉｄ），语用

层面是“蕴涵 ／ 暗示了什么”（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IS 但这并不是说引述行为本身与认识范畴之间是交叉关系。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引述行为“是否首次发生”

这一指标可能对所引述的话语信息特征造成的影响，即，仍然考虑信息内容的特征。 若引述行为不是首次

发生，可能影响信息的下列特征：信息新旧、信息的一手来源与二手来源之差异、反复引述这一行为可能附

加在所引述内容上的语用效果等。 只是部分语言中，上述特征或没有得到关注以至于没有明确的形式编

码，或以词汇等其他手段编码。 而瑞安方言对引述行为“是否首次发生”这一指标特别重视，且使用“恁

讲”这一专门程度相对较高的句末引述标记进行编码，主要涉及引述人之于相关信息的认识权威等问题。
虽与“讲、也讲”不同，“恁讲”转以引述行为的特点作为切入点，但关注仍然是信息的特征（包括引述行为

的特点对信息特征造成的影响）：同一内容是否首次被引述，与引述者 ／ 言者的认识权威有关，仍是对信息

进行“个人色彩”的编码。 综上，引述行为本身与相关认识范畴之间仍然是平行关系，而非交叉关系。 感谢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问题。
 I2 另一条标准是示证标记一般用于“断言”（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而不用于非现实小句或预设句。
 I3 在人称代词后加“自”是温州方言的人称代词强调式，即：我—我自，你—你自，渠—渠自。
 I4 不排除两个“也”存在联系：类同义副词可能源于句末语气词（的逆语法化）（可参李宗江 １９９７）。
 I5 温州方言中的句末疑问语气词“也”具有较高的强制性。 游汝杰（２００３）将温州方言选择问句的连接词

记作“也”，如：你爱吃饭也吃面？ （你要吃饭还是吃面？）将“问是非”的句末语气词记作“阿”，如：衣裳

晒起罢阿？ （衣服晾起来了？）从游汝杰（２００３）的描写和举例看，选择问句连接词和语气词实际上应该

都是“也”。
 I6 跨层结构是指不构成一对直接成分而是分属不同句法层次但在线性顺序上邻接的两个成分组成的序列

（吴竞存、梁伯枢 １９９２，转引自董秀芳 ２０１１［２００２］）。 董秀芳（２０１１［２００２］）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I7 需要说明，讨论不涉及以下情况：“恁讲［ｎａŋ３２３ ｋｏ３５］”可回指“讲”的内容，因此也可作直接引语标记，如：

“我不想出居笔钞票”（渠）恁讲。 （“我不想出这笔钱”，（他）这样讲。）；或用于成人要求幼童复述自己的

话以进行学习：“谢谢嬢嬢”恁讲。 （说：“谢谢阿姨。”）。 这种“恁讲”也可能发生语音弱化。
 I8 “方式”（ｍａｎｎｅｒ）到比拟格（ｓｉｍｉｌｅ）是常见的语法化路径，如上古汉语状态词后缀“……然”构成的状语就

既可表示动作方式也可表示比拟（Ｈｅｉｎｅ ＆Ｋｕｔｅｖａ ２０１２［２００２］：２８５）。
 I9 合音后，量词保留入声调，获得近指义，近指词“居”脱落。

量词举例 量词 合音 量词举例 量词 合音

张 ʨｉɛ４４阴平 ʨｉɛ３２３阴入 条 ｄｕɔ３１阳平 ｄｕɔ２１２阳入

本 ｐａｎ３５阴上 ｐａｎ３２３阴入 件 ｄʑｉ２４阳上 ｄʑｉ２１２阳入

个 ｋａｉ４２阴去 ｋａｉ３２３阴入 份 ｖａŋ２２阳去 ｖａŋ２１２阳入

撮 ｔｓｈａ３２３阴入 ｔｓｈａ３２３阴入 集 ｚａ２１２阳入 ｚａ２１２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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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强星娜（２０１７）观察发现，上海话的话题标记“倒”表示反预期，而意外标记“伊讲”表示突然发现、始料未及

和吃惊。 这一观察给我们启发。 瑞安方言中，话题标记“讲”与“伊讲”解读相近。 若要产生反预期的解

读，可以使用话题标记“还”。
 2S 该标记在表示其他语义或话语功能同时可能兼有表示话题的作用（徐烈炯、刘丹青 ２００７［１９９８］：７４）。
 22 感叹或赞美与意外性在语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和相关性，可参看 Ｒｅｔｔ（２０１１）等。
 23 话题提供话语的起点，并预示着它必须有后续成分（述题）。 话题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诉听话人话题后将有

围绕话题展开的内容（徐烈炯、刘丹青 ２００７［１９９８］：１８２）。
 24 Ｈａｉｍａｎ（１９７８）提出“条件就是话题”。 江蓝生（２００２）、刘丹青（２００４）、林华勇、马喆（２００７）都指出条件句、

假设句是话题成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中间阶段。 由此可见，标记条件句、假设句是不同语义来源的成分语

法化为话题标记时几乎必经的阶段。 但是，瑞安方言的话题标记“讲”并不经过这一阶段，反而表现言者

对话题成分或事件的意外态度（一般只有已然事件才能引起意外态度，这与条件、假设是非现实性是相反

的）。 可见“讲”发展为话题标记的路径并不常规。 我们认为这与瑞安方言的话题更优先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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