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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问答中的人称指示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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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庭问答中的人称指示语形式多样。权势原则占主导地位。素疏原则有时不能解释人称指示语的变换。语境、意

图、人际功能、目的原则及其它的社会因素都影响到法庭问答人称指示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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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庭问答中的人称指示语

法庭审判这一特殊语境下的人称指示语的选择不同于

日常会话，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人称选择的偏好因人而异，

和说话人的地位、权势、身份及当时的情境有关。

人称指示语是以说话人为基准的，听话人理解话语时要

作相应的转换。法庭审判语篇互动性很强，有问就有答．从问

答互动的双方指称的角度，对人称指示语进行阐释：一是问

答双方直接指称的第一、第二人称指示语；二是问答双方间

接指称的第三者，即第三人称指示语。

1．第一、第二人称指示语

法庭话语通常是一问一答。刑事审判中的同话人为代表

国家利益的审判长和公诉人员，及双方辩护人员；答话人为

被告。问话人为了证明被告有罪，或为被告洗脱罪名，问及的

皆为与被告相关的事实，问话视点为第二人称．。你”、“你们”

比比皆是。而被告在回答问题的时侯必须转换成第一人称

。我”、。我们”、。咱”、。咱们”。如下例：

公：你们去时候都带什么东西了?

被：我、我一概不知。

公：到车库上往车库走的时候你看见了吗?

被：俺俩一块过来的他就说你去看人去。(2s)他就然后

就上车库去了。

公：你为什么跟他去?

被：他说上当时我也挺气愤的。

公：嚼

被：挺气愤的，他说你琅我去，你胆子就这么小?我说不

是胆子小，我上哪个，我琅他说我们咱们现在。混到现在不容

易。他说你没事儿，有事儿我担着。

公：你怎么上你们俩怎么去的?

被：我们俩坐丰去的。

法庭审判话语属机构话语，互动性、目的性很强．有同有

答。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法庭审判话语中的第一、二人称

指示语的特征．即对仗整齐，问。你”就答。我”；问。你们俩”就

答。我们俩”。少数单复数不一致．但人称对仗还是没变的。需

要指出的是，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在法庭问答中全属于不包

括谈话双方(we—excl岫ive-of_addressee)，因为答话人陈述的

事实肯定是与问话人毫不相干的。例中的。咱们”也不包括听

话人，但违背了法庭问答中的第一、二人称指示语的严格对

仗．这种用法很少见。

公：他琅着去干吗去?

被：他说那儿有朋友．咱们一块儿玩玩去。

当然也有省略人称的情况，根据具体的语境，都可以补

齐的。如：

公：(你)怎、怎么回去的?

被：(我)跑着回去的，走着回去的。

公：(你的)车呢?

被：(我的)车⋯⋯那个，就是⋯⋯那个，因为车离那儿挺

远的唛，这上丰就搁在我们村边了，离那儿还有二里地呢。跑

到⋯⋯我那车，跑到我们车跟前几，丰跟前儿，离我们那儿上

离我也就是有⋯⋯半里地这样，我开车回的家。

我们也不能排除公诉人使用第一人称的情况。这种情况

一般表示公诉人义正词严地提醒被告在法律面前应该说实

话，也就是权势的使用。如：

公：我再继续问你啊。

公：我再提醒你一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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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我再问你一遣。 公：嗯．好。从你们家出来以后。中途你给爱人．你给你爱

公：刚才这个⋯⋯我也问你了。 人打电话了吗?

刑事审判语气较严厉．争论的焦点涉及有罪与否、罪重 被：给我哥打上给我媳妇打过电话．问她我说咱哥怎么

罪轻，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第二人称指示 样了，她说没救了，死了。

语。您”出现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存 公：出来之前你和你哥哥，从家上就是放火出来之前，你

在。如下例中，被告说到自己的辩护律师，表示礼貌和尊敬： 爱人谭某某知道吗?当时干什么呢?

被：对这个我曾多次⋯⋯我t多次找过管教，让他打电

话找您．让家里协商，把上尽快赔偿这个受害者的损失。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典型的、直接指称的第一、二人称

指示语。法庭审判中用呼语或称谓表示第二人称也很多，笔

者将其归结于间接指称。在第三人称指示语中进行阐述。

2．第三人称指示语

说话者指称自己和听话入之外的某一特定的第三者，有

三种方式：(1)直呼其名；(2)使用第三人称代词；(3)使用普

通名词或名词短语。这三种指称方式都要受到诸如时间、地

点、人物等具体语境的限制。法庭审判中的第三人称指示语

的使用频率远没有第一、二人称指示语高，且很多情况下并

不表示非问话人和答话人之外的第三者，而是直指答话入。

下面的例子，将在三大类下细分为两小类：名副其实的第三

人称指示语和实指第二人称的第三人称指示语。

(1)直呼其名

公：证人量某莱、王某某、高某某、董某某、董某某、徐某

采均为经济台村农民。所证实的内容与王某莱相符。所以不

再重复宣读。

公，28万?这个⋯⋯王莱莱应该交多少?

被：他应该史50％。应该史14万。

上面的第三人称指示都是提到与案件有关、但厉害关系

不大的人，所以直呼其名。下面的例子尽管是直呼其名，但是

直接指称第二人称，在法庭中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指被告。

公：张某某—L张某某

被：到。

(2)使用第三人称代词

公：他为什么没交?

被：他说他不干了。

第三人称使得被提及的人或物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距

离较远，在法庭中表现为社交距离．或是心理距离。被告在涉

及到自身利害时。提到与自己亲近的人或物反而会用第三人

称代词，而非以第一人称为中心的人称代词。如：他，我哥哥：

她，我媳妇。

(3)使用普通名词或名词短语

这种指称方式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不带人称代词．如

。被告人”、。公诉人”、“辩护人”等．这一类指称为庭审正式用

语，彰显了庭审中的权势。另一类带人称代词，如“我哥哥”、

。你爱人”等。但在法庭审判中．常常可以看见在这两种方式

后加了姓名。如：。被告人某某某”．“你媳妇某某某”。

公：刖才呢这个审判员呢上陪审员呢也问过你这个问

题。

审：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无发问?

被：当时我爱人哄孩子呢。

下面的专有名词是直指下一话轮的说话者的，一般是法

官的程序性问话。或程序性指令。庭审中只有法官才具有这

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审：对这份证言，被告人听清了吗?

被：听清了。

审：有意见吗?

被：没有。

审：辩护人有意见吗?

辩：没有。

审：现在由公诉人继续向法庭提供证据。

法庭中对被告的指称形式很多，与被告在审判中的角色

有关。下面的例子全是直指被告人的。被告人的不同指称方

式均体现了国家公诉机关的权势。

审l被告人张某莱。对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这份证据听清

了吗?

陪：呃，被告人。我问你一个问题。

二、原委所在

研究表明，法庭问答中的人称指示语形式多样，特点明

晰。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对称出现几率很高；直呼

其名表第三人称指示的情况不多，多表示第二人称，这种用

法在法庭中意义特殊；人称代词和普通名词连用表第三人称

也很多。人称指示语的变换情况在法庭中也很多见。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传统的权势原则和亲疏原

则也适用．只是程度和日常称谓语不同。

权势指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地位差别的大小。地位高

的人权势大。亲疏也是指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差距的

大小．但是侧重于双方的共同点．即双方在各种社会条件方

面有多少共同点。例如：是否有共同的社会背景。有无共同的

宗教信仰，年龄是否相近。职业是否相近．社会经历是否相仿

等等。亲疏大说明两人之间的社会差距小．反之则社会差距

大。咿社会地位对于人们话语行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称代

形式的选用上。我们往往依据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的

不同、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并结合交际内容、交际目的、交际

场合的变化．通过选用不同的代词对称形式，由此达到完成

不同交际任务的目的。肿在法庭审判中，权势原则起主导作
用，一方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检控机关．另一方是接受询问的

犯罪嫌疑人。所以法官的指称语程序性质的居多．代表了国

家法律的威严。而亲疏原则有时适用，有时又不起作用。前例

“我哥哥，他”、。我媳妇，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发现似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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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这两大原则的传统适用性。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左右法庭

审判中的人称指示语呢?

指示语研究强调具体语境中的参照物。互动论的倡导者

Jenny 11lom∞指出，意义不是词语本身固有的，也不是说话

者或者听话者单方面表达的；意义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说

话者和听话者双方的融合、话语语境及话语的意义潜势。昭

她所说的话语语境包括物理语境、社会语境、语言语境(phys_

ical，social锄d linguistic)。Jenny 1110啪s还认为人们在选择

语言的时侯考虑的因素具有普遍性。具体而言：言语者之于

听话者的权势；言语者与听话者距离；言语者与听话者的相

对权利与义务。网134顺应论的倡导者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

选择具有动态性，意义的生成除了要考虑到语境因素和语言

结构因素外，还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语用策略。只有这样才能

做出因入、因时、因地而异的适切的语言选择。表达出符合当

时交际语境的意义。岬笔者认为法庭互动中人称指示语的
选择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可以归之为语用策略。法庭审

判中人称指示语的选择是不同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恰当表

达各自言语行为的需要。在这一特定语境中．问话人和答话

入的身份和背景，决定应采用什么样的言语表现形式和表达

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才算得体、合适等等。

如上所述，对指示词的理解通常被认为只需借助语境，

语境因素固然重要，还得考虑说话人的意图．“猜”出说话人

心里想的是什么，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如何使用指示

词是说话人所赋予的，从而更明确地揭示了指示这一现象的

语用性质。语言选择具有强烈的动机。人在进行社会话语互

动的时候，在实施一个话语行为的时侯．传达出一种目的．因

此互动双方不可避免的要进入一种目的关系。Hauidav认为

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人际关系功能”(illterpen沁naJ func．

ti仰)，而目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功能的一个本质功能。阳廖

美珍系统论述了目的及其目的关系。槲他认为，目的是说
话人执行一个言语行为的出发点．是行为的理想效果．意图

的效果，而不是非意图的效果。问话和答话各方自身就是一

个互动体(大言语行为)，各自内部互动的效应和结果就是各

方的总目的——问话的总目的和答话的总目的。目的不同．

问话重点不同，即问话内容不同，命题不同。目的不一样，同

话方式也有差异。参与诉讼的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在刑事案

件中，公诉人的目的是要证明被告有罪或罪重．从而使其受

到相应的惩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目的是要证明被告无

罪，或者罪轻，或者有从轻情节，从而免受惩罚或减轻惩罚。

法官的目的是要依照程序，查清事实真相，从而做出相应的

合法的判决。f6邸法庭中各自目的的不同导致了指示语的使

用的变换。如：公诉人要证明被告人有罪，指示语多用第二人

称指示语，直指目标。被告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或轻罪，在重

要问话处，就少使用或避免第一人称答话，多用第三人称代

词。

当然，其它因素诸如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贫

富阶层、种族差异、年龄性别、职业性质、情感变化、个人风

格，I硼一定会左右人称指示语的选择的；但有些并不适用于

法庭审判这个大语境，在此不做具体讨论。

附注说明：

“N8”表示停顿的时间(秒)

一一表示拖音
上表示话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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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翰ct： Based on山e transcription of tlle most typical criminal c鹊e in the Chinese courtroom，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person deixis in counroom questionjng and answering．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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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principal of solidarity cannot explain its altemative all the time．Some facto玛，such嬲，context，

intentionality，interpersona】funcfjon，principal of goal and some social f如to璐，are analyzed and thought to

innuence its altematives．

I(ey words：peI葛on deixis；poweE solidarity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