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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依据 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及Brown和 Levinson的礼貌理论,运用言语行为理论

对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批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批评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批评语用策略分

为直接批评策略和间接批评策略,批评言语行为的回应策略包括道歉、允诺、解释和否认四个策略.研究表

明,恰当地选择和使用言语批评策略和回应策略,有利于交际双方更好地沟通进而达成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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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不断发

展和深入.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一

句或多句话来实现或完成一个或若干个行为,例
如抱怨、拒绝、致歉、请求等行为,都属于言语行

为.除此之外,还有批评言语行为.批评言语行

为在言语交际中比较常见,所以受到学界的众多

学者关注,批评言语行为从广义上讲属于言外行

为的一种,具体是指针对特定缺点和错误提出相

对应的意见,以达成让说话者对交际中出现较多

的不规范、不符合说话规则要求的现象加以改正

的目的.

一、批评言语行为的相关理论

(一)批评言语行为理论

１９５５年英国著名哲学家 Austin在哈佛大学

做了一系列的讲座,１９６０年他的讲座演讲稿被学

生 Urmson结合自己的听课笔记整理后出版了

«论言有所为»(HowToDoThingsWithWords)
一书.在这本书中,明确地阐述了 Austin言语行

为理论的核心思想“说话即做事”,他认为有些话

语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说话本身就是做了某

事,不使用语言说出来就不能做某事,这一理论

的提出使对语言的研究从静态发展到了动态.

Searle在 Austi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间接言语

行为理论,指说话者在表达 A 的时候,其意图是

在做 B.按照这种理论,批评属于典型的言语

行为.
批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在表达批评时,会

有自己的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显性批评言语行

为和隐性批评言语行为.显性批评言语行为的

识别特征就是有标志性批评动词的出现,施动方

明确告诉对方说话者的意图是表达批评,标志性

词语为“批评”“训斥”“说”等,这些词语无论如何

表述和组织,一旦在话语中出现就意味着这句话

为显性批评言语行为.隐性批评言语行为指的

是施动方批评意图的表达并不明显和突出,没有

直接点名被批评者的行为是错误的,而是采用了

委婉含蓄的方式传达,使用一定的批评策略进行

转述,希 望 听 话 人 自 己 来 发 现 说 话 人 的 批 评

意图[１]２１９.
说话人进行表述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显性批

评言语行为的标志性动词,其出现便说明说话人

采用了显性批评言语行为,属于显性批评言语.

９０１



例:不是我想 要 批 评 你,是 你 自 己

不知道珍惜,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
这一事例中,出现了“批评”这一典型的批评

性言语行为动词,属于显性批评言语,而隐性批

评言语里面则不会出现典型而有标志的类似

“说”“批评”这样的动词.
未见明显标志性动词,说话人想要传达的意

思就是对对方擅自行动的事件表达不满和含蓄

的批评,属于隐性批评言语行为.
例:我们多次 强 调 过 这 个 知 识 点,

你怎么就给忘了呢!
这一事例中,未见明显标志性动词,说话人

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对对方忘记强调过的知识

点事件表达不满和含蓄的批评,属于隐性批评言

语行为.
(二)三分法

Austin除了提出“我们说话就是在实施某种

行为”的理论外,还提出了三分法.他认为言语

行 为 可 以 分 成 三 个 层 次,分 别 是 以 言 指 事

(locutionary)、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和以言成

事(perlocutionary),也可以总结为言内行为、言
外行为和言后行为[２]４４－４５.

言内行为是指通过描写说话人声音中所包

含的词汇、语法结构和分句所表达出的意义,是
在说某些话语时实施的行为,即话语内音.

言外行为是指除了字面意思之外,一个人正

在说话过程中做出的警告、许诺等意图行为.不

能直接获得,需要交际双方根据语境做出推断才

能获取的意思.美国哲学家约翰将言外行为分

为描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警告类五种.
言后行为指的是一个人说话除了字面意思

以及需要推断的内容,他还可能有吓唬、劝告或

是说服的行为.言后行为是话语产生的后果或

引起的变化.
在一次对话过程中,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

言后行为都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和理解.
单就“饭店人多”这句话,它所体现出的言内行为

即字面意思为饭店人多.言外行为就是这句话

所隐含需要推断的意图,即说话人想换一个饭店

吃饭.言后行为是这句话所带来的影响,即双方

交流之后他们去另一个饭店吃饭了.
一般来讲,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在一个人说

话的时候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听话人可以

从说话人所说的话语中直接获取交际意图.当

然也有特殊情况出现,即说话人采用了一定的批

评言语行为策略,其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可能会

不一样.有时候说话人使用了一些缓和批评话

语的语言策略,不使用明确的称呼指示语,用一

些范畴比较大的词语来指代听话人,概念相对模

糊.像“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这样的指称,“我们

中间的几个人”指代并不明确.但是有些时候批

评是心照不宣和对号入座的结果,对于委婉含蓄

的批评语言,需要听话一方进行推理才能理解言

外行为.批评言语行为之后,言后行为的差异取

决于被批评者的态度和反应,听话人可以选择接

受或者拒绝.
通常情况下,一场交际进行的过程中,三层

语意可能并不相同.
例:“我也得说你几句,这件事你的

处理方式也有欠妥的地方”
事例中,三层语意并不相同.言内行为就是

批评对方处理方式不妥,言外行为是希望对方认

识到自己处理方式的问题,言后行为就是批评结

果,听话人是否进行了反思和改正,谈话之后的

时间里听话人是否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方式.
(三)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

R．Lakoff的“礼貌三原则”是２０世纪提出

的,具体内容为讲求礼貌原则,即在交际过程中

因为每个人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说话场合不

同,所以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选择在说

话过程中给对方留有空间和余地.例如老师与

学生、上司与员工,双方的权势地位并不均等,老
师不能把自己思想强加给学生,上司不能把自己

的思想强加给员工.Leech将礼貌原则具体概括

为六个准则,分别是: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

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２]４４－４５.
例:你简直进 步 神 速,这 么 短 的 时

间内迅速学会了分数乘法,当然如果没

有这两道错题就更好了!
人们在批评言语的选择上会根据礼貌原则

选择一些雅言避免粗俗地表述,赞誉为主,贬损

为辅.以上事例就是遵循了礼貌原则中的慷慨

准则,弱化批评的功效,反而使表达更加顺畅.
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礼貌原则对交际能顺

利进行的贡献举重若轻.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
礼貌原则本身对礼貌的得体性考虑不够周到,很
多形容词描述范围不够清楚,例如“最大”“最小”
“尽量”等.于是 Brown和 Levinson就在１９７８
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面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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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理论依托于合作原则,人与人的交际过

程中,每个人都需要有面子,为了保留面子,不让

对方在交际过程中威胁到自己面子,交际双方就

会进行合作.如果遇到已经威胁到对方面子的

情况下,交际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全自己

的面子,争取在保全自己面子的同时也不损害到

对方的面子,最好方式就是双方有意识的使用礼

貌原则,遵循面子理论.
面子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

面,分别是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也称

正面子,消极面子也称负面子.积极面子指的是

对自身公开形象得到赞许的需求,而消极面子即

个人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现代汉语批评言语

行为是为了实现交际的目的,在礼貌原则、合作

原则和面子理论共同作用下达成的最大化功效

的表达.

二、批评言语行为的实施策略

本文研究的是批评言语行为,这种“批评”由
于其本身传达内容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到积极

面子.按照面子威胁理论的具体内容,对批评者

提出采用一定的批评策略的要求,以此来达成交

际目的.与此同时,批评策略的使用也能将对对

方的影响减到最低.由于交际双方的身份、地

位、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在实施

这一言语行为时,要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选择

合适的批评方式,保证交际顺利进行.
关于会话策略的分类和处理,有很多学者做

过研究,其中陈建祥区分为直接策略１种和间接

策略１６种[３]４６－５０.王谨以意图明显与否为标准

进行分类,分为直接批评策略７种,间接批评策略

１６种[４]５４.吴淑琼和樊葳葳在研究英汉批评言语

行为的策略对比时,将策略分为７种[５]２２－２５.赵

英玲的划分结果是非公开政策和 公 开 政 策 ２
种[６]６９.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批评言语行

为的实施策略分为直接实施策略和间接实施策

略两种.
(一)直接批评言语行为的实施策略

直接批评言语行为的实施策略是指说话人

对听话人的行为失误或者明显错误公开点明和

指出,不顾及对方的面子.直接批评言语行为的

实施策略可以分成缓和策略和非缓和策略两类.

１缓和策略

缓和策略是指通过使用言语缓和剂,如模糊

限制语“也许”“可能”“大概”“有一点”“有几分”
来缓和、减轻批评的程度.或使用先表扬后批评

的方式,即说话人对自己的批评进行前期铺垫,
以表达批评的善意性,让听话人有个心理预期,
以此降低批评的唐突性缓和批评语势,从而更加

便利地实施批评言语行为.
缓和策略的使用会对即将发生的批评行为

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缓和策略使用过程中,标
志性词语“大概”“可能”“有一点”等词语出现的

时候,被批评者一定会观察批评者的状态和情

绪,试图了解批评者的意图,当被批评者接收到

批评者表情、动作或者眼神的提示时,他会选择

立刻做好心理建树,那么这个过程中,批评者本

身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选择.即将说

出来的话语会在这样短暂的交际过程中做出调

整,语势的强弱会取决于被批评者给出的态度.
例:最近观察 下 来,我 想 有 一 件 事

我不能不说了,(被批评者和批评者之

间有了眼神交会)当然了,也是为了你

的发展考虑,最近你迟到的次数可能有

点多.
在这一例子里,为了缓和受话人被批评的程

度,说话人采用了缓和前语,“不能不”将批评语

变得婉转,也让对方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使
得被批评者更容易接受批评.当被批评者听到

这样的词语的时候他的目光和批评者之间有一

个交会,进而传达出认识到了错误的意思,与此

同时,批评者为了表达批评的善意性,使用了模

糊限制语“有点”来减轻批评语势.

２非缓和策略

非缓和策略跟缓和策略相反,具体是指批评

者不顾及被批评者的面子,不使用任何模糊、善
意的限定语,也不给予对方缓和的心理过程,直
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明确指出对方

的错误所在.由于这一策略具有很强的面子威

胁性,使用者使用的时候都很谨慎.
这一策略通常使用在特定背景、特定环境、

特定身份的前提下,被批评者所犯错误已经非常

严重,对批评者构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或者是对与

之相关的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批评者不想或者

根本不需要顾及被批评者的面子,有意而为之,
意在明确指出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期待.

例:老师:你也太不像话了,天天上

课睡觉,能学就学,不能学就赶紧回家!
在这个事例里,因为说话双方特定的身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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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交际环境决定了非缓和策略的使用.老

师批评学生,老师没有顾及学生面子,把问题直

截了当点明,是因为老师觉得这么表述出来,才
能起到批评的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改正错误并

争取学生以后不会再犯.所谓 “爱之深、责之

切”,老师有意选择这样直接的批评方式,因为在

他看来这种方式简单、有效,同时可以确定师生

关系非常密切,允许这样的批评方式发生.
(二)间接批评言语行为实施策略

间接批评言语行为实施策略是指不直接对

对方提出批评或指责,而是通过暗示、提出疑问、
告诫或是警戒四种较为模糊婉转的形式来展开

言语行为,在这种实施策略下,被批评者的面子

不被伤及,批评者的话语也比较含蓄.不直接指

出被批评者的做法和行为,也不明显提出错误,
言在此而意在彼,对话双方心照不宣,很好地保

全了说话人的面子.具体有以下几种模式:

１表扬式批评

表扬式批评是典型的间接批评言语行为实

施策略的一种模式,其内涵为不直接指出听话人

的错误或在某一场合、领域中的不足,转而和听

话人表扬其他人在相应情境中优秀的表现,给听

话人留下了足够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意在通过这

种间接方式隐含地批评听话人,避免直接或间接

提到听话人或他的错误行为.
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表扬可以具体分

成两类,一类指的是避开受训人转而对与之相关

的其他人进行表扬,表扬他的优点或者是突出表

现,但前提是所表扬内容一定是受批评者所不具

备的,也就是批评者的主要意图的传达.另一类

是直接对受批评者提出表扬,表扬的话语极有可

能是反语.比如一个经常在课堂上照镜子的女

同学有一次在课堂上被老师发现,老师对她说

“不用照了,你已经很美了!”看似在表扬该同学

长得漂亮,实则暗指这一行为发生在课堂上不太

合适.
例:老师:小红,你们两个都是值日

生,看,小明把黑板擦得多干净!
在这个事例中,老师并没有直接批评小红,

而是通过表扬小明一个人把黑板擦得干净,让小

红来理解这一表扬背后的潜台词.这属于表扬

式批评的第一类.这样的表述也可以看出中国

人都很讲求“面子”,在交际中经常会传达出“请
给我几分薄面”的意思,所以特定社会背景下衍

生出特有的交际准则,我们在选择批评言语行为

时往往会考虑到礼貌原则,尽量做到礼貌批评,
这样既能保全对方面子,也更加容易被接受.

２讽刺式批评

作为日常交际口语和书面语中一种较为常

用的语言形式.讽刺其实是批评言语行为的一

种策略.善意的讽刺策略恰当地被使用的结果

是在谈笑间让听话者认识并改正错误.从这个

程度上讲,反语式讽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批评言

语行为方式.相对而言,恶意的讽刺通常达不到

批评的目的,只会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糟.但是

并非所有的讽刺话语都可以明确地被界定为善

意还是恶意的.
例:当三个女子从容的辗转于文明

人所发明的枪炮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

怎样惊心动魄的一种伟大啊!
在这个例子中,正话反说具有幽默性与讽刺

性,同时更有力量地表达出内心的强烈情绪.这

句话就不能明确善意与否的区分,鲁迅先生想要

传递出来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做法一点都不伟大,
这种伟大并不是我们认可和需要的,其实是对当

时所处时代背景下麻木的人们的一种讽刺和批

评,我们不应该无动于衷是他希望传递给读者的

思想.

３对话式批评

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批评言语行为也归属

于间接批评行为的一种,具体通过质问、劝说、要
求、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双方对话却并不一定

直接产生冲突.这些对话有质问、劝说、要求等

不同的形式,对话式批评往往给对方留下一定的

空间和余地.交际双方像踢足球一样你来我往,
一问一答的过程中会不断修饰这个对话过程,让
批评的话语委婉化、指向性更加清楚明了.

例:工作人员:先生,请 等 一 下,我

想您忘记了一个重要程序.
顾客:什么?
工作人员:你还没有结账.
顾客:对 不 起,是 我 忘 记 了.现 在

就结账.
超市购物之后,顾客没有付钱就想离开,被

服务人员制止,看起来是善意提醒,实则暗示对

方应该先付钱,才能将东西带走.表达含蓄委

婉,照顾了听话人的正面面子,也避免了双方的

面子威胁性.但是这样的提醒并没有让对方在

第一时间内清楚工作人员的目的,于是有了对话

的过程,整个对话的进行非常顺畅,这个对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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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道歉结束对话,进而实现交际目的.

４引用式批评

引用式批评属于间接批评方式,通过间接言

语行为实现批评,言在此而意在彼.引用式批评

指说话人引用别人的观点,间接地对听话人展开

批评.有时候是引用规章制度或者道德规范或

是法律要求,当然有些引用式批评是有特定的场

合背景和社会身份地位的要求的.
例:老师:孩子,这样的做法并不符

合学校要求,校规上有明确规定
以上事例中,所有的批评言语行为都没有直

接进行,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是通过转述学校的规

章制度,这样的叙述是为了让听话的学生自己意

识到问题和错误.老师的言外行为就是对学生

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模式并没有直接指明错误,
从而保全学生的面子,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批评

的目的.

５混用式批评

为了促成语言交际的成功实现,又因为每个

人在选择批评策略的时候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特

色,有时候可能是情境需求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各

种批评策略的混用,或者是讽刺式批评加引用式

批评,或者是缓和式批评策略加引用式批评策略

的使用.不管是哪两种策略的结合使用,或者是

哪几种策略的并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

了成功实现既定批评意思的传达.
例:我不得不 说,你 们 几 个 果 然 是

“英雄所见略同”!
在这个例句中,混用了缓和式批评策略和引

用式批评策略,也就是直接批评策略和间接批评

策略的混用.先用“我不得不说”来缓和一下批

评言语行为,让对方有一个心理准备,再引用中

国的俗语“英雄所见略同”,其实暗指的是你们几

个是一丘之貉.这种批评的言外行为才是说话

者所要表达的重点意图.
对于批评言语策略的探究和分析,部分学者

认为使用间接批评策略的概率会相对高于直接

策略的使用,因为间接批评策略本身的优势就是

灵活变通,这样可以减少对交际双方的面子威胁

程度.笔者则主张在上述提到的批评策略中,每
一种策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所以需要根据交际

双方所处环境、所在背景、双方身份、地位等等因

素来选择使用的批评言语策略,只要能实现交际

目的,每一种策略都是有用武之地的,至于使用

的概率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三、批评言语行为的回应策略

批评言语行为只是言语行为中很小的一个

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日常交际中常见的语言现

象,需要被重视,因为恰当合适的批评策略,容易

实现交际交往的顺利进行.批评言语属于言语

交际的一种,这种交际是一个双向交流过程,信
息的传递是需要接收和回应的,批评言语行为也

不例外,话语参与的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是互动

的.简而言之,一方表明态度观点展开对另一方

的批评,点明错误和不规范,另外一方一定会就

这一行为给予回应和表态.我们之前探讨了批

评言语行为的策略有直接策略和间接策略两种,
现在我们来探讨批评言语行为的回应策略和

模式.
(一)道歉

道歉是指为不适当或有危害的言行承认错

误的行为,承认让人委屈或者对人无礼的行为,
征得对方原谅和理解的一个行为,它同时也是批

评言语行为应答模式里面最为常用的一种策略.
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弥补和道歉,往往道歉的

一方就是变相承认接受了说话人的批评,对自己

的错误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选择先向说话人

表达自己的态度,致以诚挚的歉意,然后再就相

关内容展开讨论.
这一回应策略相对来说使用频率很高,因为

它最直接也最有效,适用于上述提到的所有批评

言语策略.一旦确认批评者提出的批评是正确

的,是应该被接受的,被批评者会快速给出回应,
以道歉的方式结束批评的过程.这是批评者比

较愿意接收到的答案和反应,最快速地证实这次

批评的成效.
例:妈妈:儿子,你就不能在学习上

上点心,天天被你们老师请去喝茶,这

滋味真不好受!
儿 子:对 不 起 了,妈 妈,我 下 次

注意!
这一事例中,儿子对妈妈的批评内容全部认

同,所以选择道歉承认错误,进而在此基础上向

妈妈承诺下次注意.这句“对不起”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为自己在学习上不上心的抱歉;另一层是

因为自己的行为让妈妈被老师“批评”的道歉.
整个批评过程进展顺利,交际效果理想.

(二)允诺

允诺是指答应、同意.当被批评者听了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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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见、想法,尤其是对于所犯错误的批评时,
如果他们是接受的,那么就会选择这种策略来给予

回应,向对方表现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承

诺一定改正,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一策略通常会被用来回应批评策略中的

间接批评策略,因为一定程度上被批评者保全了

面子,所以被批评者会给予感谢,于是选择使用

允诺的方式给予回应.
例:老师:怎么又在课堂上睡着了!

能不能请你注意一下
学生:我保证,下不为例.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汉语中允诺这种

应答策略是经常被使用的常见模式.在上下级、
长辈对晚辈的批评中更为频繁出现.从批评者

的角度看,他们也愿意接收到这样的回答.
(三)解释

批评言语回应策略中的解释,即合理的说明

事件原因,当面临被说话者批评的时候,受训方

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行为进行说明或者是解答澄

清等,通常情况下,批评言语行为的发生中,被批

评的一方针对提出的确有其事的批评都会请求

宽恕.
这一策略会被用来回应对话式批评行为的

策略,因为对话式批评策略给了被批评者解释和

澄清的机会,下意识过程中,被批评者就会选择

使用解释的策略,将整件事情来龙去脉解释清

楚,更容易实现交际目的.
例:老师:你怎么又迟到了!
小明:老师,你听我解释,我是因为

上学路上遭遇了车祸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解释的内容是

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一个补充和说明,通过这样原

因的解释说明来求得老师的理解和原谅.
(四)否认

否认顾名思义就是不承认,这是一种拒绝接

受批评的回应策略.当被批评者觉得批评者的

批评内容不符合事实,导致受训方拒绝接受批评

时,他会选择有意为自己的行为再做一个讨论.
这个时候会选择否认说话人的观点和意见,有时

是部分否认,有时是全部否认,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分析.否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批评方说

出的话被批评者有意驳回,被批评者不愿意接受

对方批评.
例:老师:我不 得 不 说 你 这 样 做 有

些不太合理.

学生:不,老师,我觉得你只看到了

片面的一部分,你听我说
这一实例中,很明显学生对老师的批评不太

认同,于是他选择了否定的应答策略.
(五)道歉＋允诺

受话方已经认同说话人所批评的意见和想

法,想要谋求对方的原谅,为错误行为提供补救

手段,并就自己的错误做出承诺,保证自己接下

来再也不会犯同样错误的一种策略手段.
例:老师:为什 么 上 课 期 间 出 去 打

篮球? 你知道这种行为是违反校规校

纪的嘛?
学生:老师,对不起,我犯了这样的

错误,我 保 证 我 再 也 不 会 有 这 样 的 行

为
在这一事例中,学生的应答模式即为道歉＋

允诺,先就自己旷课打篮球行为对老师做出道

歉,同 时 向 老 师 保 证 再 也 不 会 有 这 样 的 错 误

出现[７]１９－２１.
(六)否认＋解释

受话方在听完说话者的批评之后,拒绝承认

后,就这件事进行重新解释或者说明,这是比较

常见的一种应答模式.
例:老师:今天的值日生是你,你没

有做值日,是为什么?
学生:老师,不,我做 了 值 日,只 不

过我做到一半的时候被数学老师叫去

了办公室,所以我没有做完值日.
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对于老师的批评选择了

先否认、再解释的策略.对于老师说到的事情,
学生先否认“不”,进而进行解释我不是没有做值

日,我只是没有做完值日.
经过探究和分析,上述提到的批评言语行为

回应策略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和使用频率比较

高的几种,这几种回应策略的共性特征是以最为

快速和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交际目的,彼此之间也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间的关系并非不可兼得,
相反在一定的语境背景下同时出现也不是没有

可能,可能还有更多种组合方式等待继续探究.

四、结　语

批评言语行为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值得研

究的现象,本文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将批

评言语行为分为显性批评言语行为和隐性批评

言语行为两类.批评言语行为遵循 Austin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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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Austin认为言语行为除了陈述的功能以外

还可以有其他意义,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

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三个部分.Searle继承

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要根据言语的四个维度对

言外行为进行分类,将言语行为的形式和意图结

合起来.同时,因为批评言语行为是一种面子威

胁行为,它有很强的指向性,批评者开口说话的

时候就是一个言语行为实施的开始.交际双方

的观念、思想、情感态度的交流和沟通就是靠这

种言语行为在传递,批评者传递的就是对被批评

者的期待和影响.为了这种批评言语行为被交

际双方更好地理解,就需要正确使用礼貌原则和

面子理论.本文主要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下对

批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探究,重点分析了批

评言语行为的语用策略和应答策略.因为交际

双方的身份、地位、性别等等方面的差异,在批评

策略和回应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社会是

由人组成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的人们地位、
身份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

自己的特点,年龄长幼、辈分高低、从事职业的社

会声誉、接受教育的程度等等,这些差异都会导

致说话者在交际活动中选择批评策略的差异,直

接影响到交往过程中说话人对话语的选择.
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下,恰当地使用言语批

评策略和回应策略,有利于交际双方更好地展开

话题,并保证话题顺畅进行,达成交际目的.反

之,如果言语策略不能恰当地使用,可能会导致

既完不成既定交际目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受损.
本研究一定程度上为交际双方顺利完成交际提

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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