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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黄鸡是流行于社交网站的机器人聊天工具，是基于聊天的人机对话系统。人机对话既需要技

术支持，也需要语言学的深入研究。本文将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小黄鸡的自动对答模式进行解读，主要涉及

小黄鸡产出的话轮及对答形式、对答的关联性和采取的人际策略，进而得出结论。本文希望能通过小黄鸡的

个案研究对基于聊天的人机对话系统有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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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鸡是一款网络聊天工具，是基于聊天的人机对话系

统。小黄鸡目前的聊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多人交谈对话模

式；一种是一对一对话模式。多人对话模式主要存在于社交

网站中小黄鸡的公共主页上。一对一的聊天模式有一个聊天

窗口，对话人可以在聊天窗口中和小黄鸡聊天。我们选择后

者作为分析的对象，因为多人聊天的话题是持续不断的，任

何人只要登录小黄鸡的公共主页都可以参与话题的讨论，不

适合简短的、静态的对答分析。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小黄鸡产出的话轮特点和对答形式分析、对答的关联性分

析、软件采取的人际策略分析。

一、小黄鸡的话轮和对答形式

吴为章（1999）认为口头交际的最基本形式是轮番说话，

轮番说话中最常见的是二人对答。轮番说话和二人对答形式

在网络聊天室里同样体现。
轮番说话，简称话轮（Turn-taking），由 Sacks（1973）提出，

但并未对其做明确的定义。刘虹（1992）认为话轮是指在会话

过程中，说话者连续说出的具有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

尾以交际双方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

志。小黄鸡的聊天模式中，交际的双方都以键盘输入的方式交

流，因此小黄鸡的话轮更替是以一段文字的发送为标记。
对答，Schegloff 和 Sacks（1973）认为是语篇中一前一后的

两番话。最简单的对答是只有两个人参与的一问一答。但在

交际活动中对答通常是由若干话对组成话串，这是复杂的对

答（吴为章 1999）。由此可见，小黄鸡采取的是一问一答的对

答形式，体现为话串，即是一种复杂的对答形式。

二、对答的关联性

关联理论由 Sperber 和 Wilson（1986）提出，这一理论的

提出是想要解释交际双方各自的谈话意图是如何被准确识

别的。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是由于一

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性指的是，话语的内容

会使听话人产生多种理解，但听话人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

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对话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对话的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

话语。在与小黄鸡对话的过程中，具体体现为两方面：

a.小黄鸡能够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并做出适当的反馈。
b.对于小黄鸡反馈的内容，说话人能够找到其中的关联，

从而理解。
满足这两个条件，交谈才能得以继续，否则交际就会中

断。如：

（1）A1：我有一个朋友叫小王。
B1：真假？公的母的？母的给介绍一下呗。

下面例子中小黄鸡的回答与说话人的话题关联不上，交际

中断。因此获得最佳的关联性对于对话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A2：是男生，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B2：报告长官，在晒结婚。
小黄鸡的对答模式要顺利进行，就要追求最佳关联，即

说话人花费最小的努力去理解话语关联，提高交际的互明

度。说话人通过已有的认知语境进行推理，如果得出对话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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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那么对话就能够继续进行，反之，对话中断。

三、人际策略

人际策略是语言学家从交际活动中概括出的一般性的社

会规约，这些社会规约是被大众理解和遵守的。基于聊天模式

的人机对话也要理解这种社会规约，才能使交际更顺畅。
（一）合作原则

Grice（1975）提出合作原则，他认为谈话人在交谈时都遵

循某些原则，这种共同遵循的原则叫做“合作原则”（Coopera-

tive Principle），具体包含 4 条准则：

1.量准则（quantity maxim）：所说的话应包含交际目的需

要的信息量。
小黄鸡的对话模式一般不会少于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有

时会多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如：

A：我感冒了。
B：主人，要按时吃药，多喝水，好好休息哈。
例句中，小黄鸡的回答明显超出了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违反了合作原则，产生了会话含义。这一会话含义表现了小

黄鸡对 A 的关心。
2.质准则（quality maxim）：不要说自己知道是虚假的话。
小黄鸡会出现违反质准则的情况，这说明小黄鸡对某些

领域知识的掌握还不是很完备，知识库还需要扩充。如：

A：美国的首都是哪里？
B：北京。
上述例句中小黄鸡的回答是有明显错误的，违反了质的

准则。小黄鸡对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问题会做出错误的或

不相关的回答，说明小黄鸡的相关领域知识库还需要扩充。
3.相关准则（relevant maxim）：讲与谈话目的有关的话。
小黄鸡的关联多体现在词汇方面，对于句法结构的识别

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对选择问句的识别、对比较问句的识别

等。如：

（1）A：你几岁了？
B：你这样直接人家会害羞的。

（2）A：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B：喜欢！我喜欢看下雪。

（3）A：冬天冷还是夏天冷？
B：我也冷。

例（1）中小黄鸡违反了相关准则，从而获得会话含义，即

你的问题太直接，我不想回答。例句（2）是选择问句；例（3）是

比较问句，小黄鸡对这两种句式的回答都出现了错误，说明

它对某些句式的识别还有一定局限。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避免晦涩与歧义。
小黄鸡的回答方式与它对说话人的话语理解程度是有

关的。如：

A：聊点什么呢？

B：说点儿不让播的。
A：行，你说吧。
B：俺是小黄鸡的闺蜜哦，朋友们都来我这里了呢，你再

不过来就 OUT 了！

帅哥美女咱们各种聊起来，搜微信 love362，男生必看，女

生的最爱啊！

这个例子中 B2 的答语之间的语义内容没有关联，而且

句子复杂，违反了方式准则。
（二）礼貌原则

礼貌原则由 Leech（1983）提出，指在交谈中说话人尽量

表达礼貌的信念。其为礼貌原则制定了六条准则，我们以小

黄鸡的对话加以说明：

1.得体准则（tact maxim）：减少表达有损于他人的观点。如：

A：今天天气怎么样？
B：随你的心情而定。
2.宽宏准则（generosity maxim）：减少表达有利于自己的

观点。如：

A：我错了。
B：亲爱的，我不生气，你要开心。
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

损。如：

A：我在歌唱比赛中得了第一。
B：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减少表达对自己的表扬。如：

A：你挺漂亮的嘛。
B：有一点点吧，不过和你比……就差远了。
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表达自己与他人的

不一致。如：

A：我喜欢足球。
B：我也喜欢。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情感上

的对立。如：

A：我被老板炒鱿鱼了。
B：摸头，是老板的损失。
小黄鸡在交流中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人际策略，如尽量在

感情上与说话人一致；对说话人的成绩做出肯定和鼓励；对

说话人的过错表示原谅；尽量少的赞美自己，尽量多的赞美

别人；对说话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等等。采取这些策略可

拉近交际双方的距离、增加好感和认同，这对于基于聊天的

人机对话很有意义。

四、结语

综上，文章分别从小黄鸡的话轮特点、对答形式、对答的

关联性和采用的人际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从

话轮特点看，小黄鸡的话轮更换是以一段文本的发送为标记

的。从对答形式上看，它是两人对话的对答形式；从对答的关

联性来看，小黄鸡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词汇关联，对某些句

式的识别还有一定局限性。要取得最佳的关联，还需扩充小

黄鸡的认知语境。从人际策略来看，小黄鸡能够遵守一般的

社会规约，这对于基于聊天模式的人机对话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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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一片表扬声中，他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至看不到自
己的缺点。
（2）在一片表扬声中，他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致看不到自

己的缺点。
显然，例（1）表示递进关系，强调程度加深，例（2）表示因

果关系，强调由于上述原因而造成的结果。
给留学生讲解“以致”和“以至”时，单纯用对比的学习方

法，留学生在实际运用中还会出现偏误。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感情色彩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前者指坏的结果，后者多指中

性的、好的结果，这样更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

三、形似实异虚词的教学方法

探究虚词的教学方法是一个繁复的工作，有一部分虚词

能够从原始的意义探究现在的使用意义，但有很多已经完全

虚化，其本身的意义已无法探究。因此，对于形似实异的虚词

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从不同角度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学

方法。
（一）使学生准确把握形似实异虚词的意义

形似实异的虚词意义抽象，而且在同一语义范畴有很多

意义相近的词，所以我们只有揭示出每一个虚词特定的含义，

才能使学生准确把握住它们各自的意义。例如“从而”和“进

而”：“从而”引出表示结果的主语，重在表目的关系和因果关

系；“进而”则强调在前一行动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重

在表递进。例如“先制定计划，进而提出具体的方案”。
如果是进一步采取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前

一行动产生的结果，既可以用“进而”，也可以用“从而”，但意

思上有差别。例如：

（3）为了使他屈服，他们扣了他的工资，从而断了他的经
济来源。
（4）为了使他屈服，他们扣了他的工资，进而断了他的经

济来源。
例（3）说明的是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还可以用“因而”

替换；例（4）则说明程度的加深。
（二）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有的形似实异的虚词的意义难以捉摸，但客观条件及第

二语言教学特点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长篇大论地讲解，而光

靠机械地重复练习又不能使学生抓住要领真正掌握虚词，因

此，教师在讲解形似实异的虚词时，口头展示一些典型性的

语言点，让学生根据材料感受形似实异虚词的意义及出现的

环境，引导学生归纳初步的规律，例如“只有”和“只要”：“只

有”和“只要”都是表示讲条件的连词，但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只有”表示所讲的条件是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条件，常跟

“才”搭配，例如“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只要”
表示有这样的条件就可以了，常跟“就、便”搭配，例如“只要

你肯学，就能学好汉语”。
因此，教师在讲解这类虚词时，首先在口头上要展示大

量的例句，让学生对语料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通过例句

展示，一方面引导学生，归纳出虚词的用法，另一方面，老师

要将学生难以理解的着重讲解，例如有时，“只要”和“只有”
所指条件相同，所指事情相同，但由于一个用“只有……才

……”，一个用“只要……就……”，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四、结语

形似实异的虚词虽然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但形似实异

的虚词数目有限，只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各个击破还是可

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在语法研究界前人对虚词的研究方面有

很多指导性的理论，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吸收这些成果，肯定

对虚词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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