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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格赖斯合作原则在冯小刚贺岁片幽默台词中的应用

冀 倩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冯小刚系列贺岁片以其独具特色的“冯氏幽默”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奠定了他不可动摇

的导演地位。从会话含义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幽默信息就是会话含义，幽默的产生源于对格赖斯合作

原则中次准则的违反，理解幽默的过程就是语用推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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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格赖斯合作原则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认为，为了保证会话的

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即合作原则(Coopemtive Principle)。it]这一原则包括

四条准则：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质量准则

(Quality Maxim)、关联准,贝11(Relation Maxim)和方式

准贝1](Manner Maxim)。其中，数量准则规定说话时所

提供的信息量应不多不少；质量准则规定所说的话

要真实，有理有据；关联准则强调说话要有关联性，

不能答非所问；方式准则强调说话要壹白清楚，不能

拐弯抹角、含糊其辞。格赖斯认为。如果人们遵守这

些准则，就能以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进行交际。然

而，在实际的交谈过程中。人们却常常故意违反合

作原则，导致会话含义(Conversional Implieature)的

产生，从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冯氏贺岁片与幽默

1998年到2009年十余年间，冯小刚打造了从

《甲方乙方》到《非诚勿扰》一部又一部成功的贺岁

片．不仅为其赚得了可观的票房，而且为其赢得了

“冯氏幽默”的美誉。毫无疑问，“冯氏幽默”是冯小

刚创造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的保障。而“冯氏幽默”

的制胜法宝之-tip是片中压倒性的“冯氏语言”。台

词绝对是冯小刚贺岁剧的最大看点。冈每一部贺岁

片都会留下许多经典台词，为观众津津乐道。幽默

就其本质而言，“通常是运用滑稽、双关、反语、谐

音、夸张等表现手段把缺点和优点、缺陷和完善、荒

唐和合理、愚笨和机敏等两极对立的属性不动声色

地集为一体。在这种对立的统一中，见出深刻的意义

和自嘲的智慧风貌。”唧可见，幽默的产生基于有悖

于常理的逻辑思维。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讲，这种

有悖常理的逻辑思维，恰恰是对合作原则四条准则

的违反。可以说。“违反这些准则往往产生会话含义，

而幽默就在对会话含义的猜测和推理中产生了。”嗍

二、合作原则的违反与幽默对白的产生

(一)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为了制造喜剧效果。冯小刚贺岁片中的人物常

常故意提供过多或过少的信息量。如：在影片《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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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中，阮大伟(傅彪饰演)是个拖欠韩冬(葛优饰

演)车租、一毛不拔的旅行社老板。在再三索要无果

的情况下，韩冬想出了让阮大伟花钱的鬼点子，他

给阮大伟订了一瓶名酒，酩酊大醉的阮大伟被问

道：“伟哥，想吐吗?”他回答：‘‘想，可我舍不得。十

三，路易的，8000块钱一瓶，我舍不得吐。”显然，阮

大伟的回答提供了过多信息量，违背了量的原则，

但如此回答让入忍俊不禁，都醉得不省人事了，还

惦记着酒的价格，生动刻画了阮大伟的守财奴形

象。

又如：在影片《甲方乙方》中，李琦饰演的厨子

嘴不严，为没有人敢把秘密告诉他而烦恼。于是他

找到“好梦一日游”，让他过一天嘴严的瘾。葛优等

饰演的甲方告诉他一句话，然后使出“美人计”、“苦

肉计”逼供，面对美女、烙铁，他始终就一句话“打死

我也不说”，表面上看他经得住诱惑，经得起酷刑，

但殊不知葛优让他严守的那句话就是“打死我也不

说”，令人啼笑皆非。正是因为他提供的信息量不足

才导致幽默的产生。

(二)对质量准则的违反

冯小刚贺岁片中的人物有意无意违反质量准

则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如：在影片《天下

无贼》中，范伟饰演的打劫犯，威胁刘若英饰演的乘

客：“IC、IP、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却遭到刘德华

饰演的刘若英恋人的奚落。为什么?原因就在于IQ

是指入的智商，不是什么卡，更谈不上什么密码，范

伟不自觉的违背了质的原则。让人喷饭，增强了影

片的喜剧效果，也反映了他作为打劫犯的无知与可

笑。

又如：在影片《不见不散》中，刘元(葛优饰演)

对李清(徐帆饰演)产生了好感，然而由于种种突发

事件，李清始终对他若即若离，刘元为了弄清自己

在李清心里的分量，假扮盲人跟李清见面．谁知被

李清识破，但聪明的他立即反应说：“啊。我又看见

了，这是爱情的力量!”显而易见，刘元说了不真实

的话，违背了质的准则，让入发笑，但从中刘元的机

敏和用心良苦也可见一斑。

(三)对关联准则的违反

关联准则也是合作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说话

者看似不相干的话语也会产生幽默的效果，这在冯

导的贺岁片台词中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在影片《甲

方乙方》中，姚远(葛优饰演)不小心被从楼上掉下

来的花盆砸伤了脑袋，当北艳(刘蓓饰演)等人去查

看他伤情的时候，他微微睁开眼睛，冒出一句：“快!

快去救列宁!乎哈列是叛徒。”这句话出自前苏联影

片《列宁在十月》和(YU宁在1918)，与当时的情景毫

不相干，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回过神来就会觉得这

句话让入笑中带泪，一方面姚远借景造势让人觉得

好笑、好玩。另～方面这句话也折射出一个小人物

的乐观。

再如：在影片《不见不散》中，刘元(葛优饰演)

想帮一个北京剧组借李清(徐帆饰演)住的一所美

国豪宅拍戏，但由于是帮别人看房，李清不同意，于

是刘元假装一本正经的教训她道：“你怎么这么不

爱国啊?”从借房这样的小事突然扯到爱国这样的

大事上，如此上纲上线，违反了关联准则，不禁让人

哑然失笑，但也反映刘元爱开玩笑、喜感十足的性

格特点。

(四)对方式准则的违反

冯导贺岁片中有些台词也会用违反方式准则

的形式来制造幽默效果。如：在影片《甲方乙方》中，

李琦饰演的厨子因嘴不严而去求助“好梦一日游”，

但见到葛优饰演的工作人员姚远，他并没有直接说

出自己的梦想。而是说了下面一番话：“香港七一要

回归，这事都知道?⋯⋯黄河飞过去了，知道吗?

⋯⋯养路费要摊到汽油里这知道吧。”李琦的含糊

其辞、拐弯抹角明显违背了方式准则，同时也让人

捧腹．因为这一方面展现了他向人求助的难为情，

另一方面也将他存不住话的本性暴露无遗。

再如：在影片《非诚勿扰》中，葛1无饰演的秦奋

与一个买墓地的女孩相亲时，女孩说：“我看中的是

善良、孝敬父母的人⋯⋯你妈妈年纪也大了，你要

是孝顺的话．就应该好好给他们选一块福地，老年

入讲究人土为安⋯⋯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

任心、要有孝心。就算赚得钱不多，只要父母亲需要

就在所不惜，这样的男人才可靠。你诚实告诉我，你

是这样的男人吗?⋯⋯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你爸的

骨灰还放在那么小的一个格子里，你妈要是也去了

呢?难道还让他们那两个老人家都挤到一个小格子

里啊?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上香的地方都没有，

你说你这叫孝顺吗?”相亲者对秦奋大谈孝道，让他

暗喜自己碰上了个孝敬父母的好姑娘，同时也让他

无地自容，当即决定为父母买一块墓地．谁知女孩

竟然是推销墓地的，约他见面，对他说教的目的竟

然仅仅是为了卖墓地。很明显，相亲者曲里拐弯、避

重就轻的说话方式误导了秦奋，以至于用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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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媳妇没娶成，先买了块墓地”，让入哭笑不得。

三、结束语

通过对冯小刚贺岁片中部分幽默台词的会话

含义分析，可以看出幽默信息即会话含义，对幽默

的理解过程是语用推理的过程。冯氏幽默一定程度

上是在违反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某一准则的基础

上产生的，合作原则的违反是幽默形成的一个重要

方式。另外，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冯氏贺岁片

中的幽默台词不仅仅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更彰显

了智慧，同时起到了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

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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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Humorous Lines in Feng

Xiaogang's New Year Blockbusters

ji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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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ying on the unique humor of Feng style，a series of Feng Xiaogang's New Year block-

busters have not only achieved SUCCESS in business，but also helped him win a hish reputation 88 a fa-

mous Chinese director．In terms of Conversional Implicature，humorous messages，to some extent，are Con-

versional ImplicaturES，the occurrence of humor is a result of a maxim。viol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

pie proposed by Grie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or is a process of pragnmtic inference．

Key words：Cooperative Principle；Conversational lmplicature；New Year blockbuster；,humor of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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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吕雪芬 从合作原则看常用修辞的会话含义 -文教资料2008(26)
    本文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然后利用合作原则,结合一些典型的实例详细地分析了常用修辞格隐喻、双关和委婉语的会话含义,从故

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三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和方式准则来重点分析委婉语的会话含义,以期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常用修辞格的会话含义.

2.学位论文 李侦 会话含义理论在中国话剧作品中的应用 2003
    一九六七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首次提出了"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着重论述了"合作原则"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制约"会话含义"产生的过

程.该理论成为语用学的核心内容,在言语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列文森、利奇、徐盛桓等人又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列文森概括了这些

研究成果,提出列文森会话含义"三原则",一九九一年正式把列文森三原则称之为"新格赖斯语用学机制".后来,学者们称之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从

而使格赖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古典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即"会话含义理论")发展为八十年代的"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作者是在2002年初开

始接触该理论的,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作者以会话含义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第一章:会话含义理论研究综述这一章主要介绍了格赖斯的"合作原

则"和"会话含义"理论.想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提出"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的目的与重要意义,就必须首先了解格赖斯关于"意义"的基本学说.格赖斯于

一九五七年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意义》一文,正式提出了"非自然意义理论".格赖斯把"意义"分为两类:"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如果不存在施

事者(因而也不涉及施事者的意图),话语的意义只是"自然地"被理解,那么,这类话语就只表达自然意义."非自然意义"则是和说话人的意图紧密相关,通过

听话人的认可而使说话人的愿望不折不扣地实现.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理论,他紧紧地抓住了言语交际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即交际过程总是和交际意图分不开的,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按照该理论,在言语交际中,有意义的信息交流内

容应作下列图式分解(Levinson,1983): 非自然意义(=有意图的信息交流内容)字面意义含义规约含义非规约含义非会话含义会话含义一般性会话含义 特

殊性会话含义由这个图式可以看出,格赖斯认为"非自然意义"是由字面意义和含义两部分组成.因此,要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交际中的话语的意义就必须既

研究话语的字面意义又研究话语的含义,而含义中又以会话含义最为重要. 格赖斯认为,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

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具体地说,合作原则便是要求每一个

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这条根本原则可以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及其相关次准则:(1)数量准则:指所提供的

信息的量. ①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 ②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2)质量准则:所说的话力求真实,尤其是: ①不要说

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 ②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所说的话是相关的.(4)方式准则:清楚明白他说出要说的话,尤其要: ①避免晦涩

; ②避免歧义; ③简练; ④有条理. 格赖斯指出,当说话人故意违反某条准则,同时还使听话人知道说话人违反了该条准则,这时候他就是在向听话人传递

一种新信,急——会话含义. 在现实交际中,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都严格地遵守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和次准则.当说话人违反了这些准则或次准则的

时候,听话人就迫使自己超越话语的表面意义去设法领悟说话人所说话语的隐含意义.这种话语的隐含意义,即"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的理论"(Levinson,1983).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等)去

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写什么,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

味着什么.格赖斯把会话含义分为两类:一般性会话含义和特殊性会话含义.不需要特殊语境就能推导出来的含义为一般性会话含义;需要依赖特殊语境才

能推导出来的含义为特殊性会话含义.格赖斯特别关注特殊性会话含义,大部分违反或利用会话准则得出的含义是特殊性会话含义.第二章:会话含义的推

导在该章,作者选取了中国现、当代伟大的剧作家曹禺的两部经典戏剧作品《雷雨》和《日出》中的人物语言,利用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有关各条准则及

其次准则来推导其会话含义.作者从这两部名剧作中搜集了29段人物对话,分别从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及其次准则等方面对人物语

言进行分析,推导出他们的会话含义.表明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在分析戏剧作品中人物语言的实际作用,利用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拥有多一个角度来进

行对语言的分析.第三章:得体原则以及其应用为什么要提出得体原则?我们和列文森一样,认为应该接受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并认为这个原则是有缺

陷的,需要补救和进一步完善.列文森的"三原则",即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增强了解释力,但过于抽象化、程序化,从描写语用学角度来看,却是新格赖斯

会话含义理论的缺点,因为难于为交际者大众熟练掌握,从而会导致其实用价值降低.因此,人们的言语交际在保留"合作原则"之外,还需要提出一个新原则

:得体原则.这个原则既能科学、合理地解释"合作原则"难于解释或无力解释的一些重要问题,又比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便于交际者大众熟练的掌握和应

用.我们把适合不同语境的需要,采用拐弯抹角(间接)的方式,说出的话交际效果最佳叫做"得体"."得体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是:分工合作,相互补益

.得体原则有三个准则:礼貌准则、幽默准则、克制准则.礼貌准则的有关次准则有:赞誉、谦虚、一致、同情、宽宏、恰当的称呼等次准则,以及Brown和

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简称为FST).克制准则有讽刺挖苦、指桑骂槐、说反话.幽默有六条次准则,没有纳入该文.根据以上分类,作者继续从曹禺的这

两部名剧中搜集了20 段人物对话,以这些次准则对人物语言进行分析,推导出他们的会话含义.从而说明"得体原则"的补益在分析人物语言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章:结束语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完成了从"意义"到"含义"的过渡,把"会话含义"确定为语用学的核心研究内容,这对语用学这门语言学的新

学科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必须指出,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尚欠完备,需要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及其四

条准则,在言语交际中,无疑是很重要的,它不能被取消,而应该接受它.但接受它,不等于承认它完美无缺,它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

,只凭"合作原则"不能完满地解释交际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原则,即"得体原则".这样,"合作原则"和"得体原则"两个原则结

合起来,协调运作,就完全能保证人们的言语交际正常的、顺利的、效果最佳的进行.

3.期刊论文 赵常友.Zhao Changyou 合作原则与英汉语会话含义的产生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25(1)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在语用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会话合作原则包括质量准则、数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探讨在言

语交际中违反合作原则四条准则所产生的会话含义及这些会话含义的产生与夸张、隐喻、反语、戏谑和弱言法等修辞格之间的关系.

4.期刊论文 胡瑛 违反会话合作原则所表达的会话含义——从《泰坦尼克号》看会话合作原则的违反 -科教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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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

    本文以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为理论依据,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主人公的会话为实例、重点分析人物会话对各项合作原则违反

所表达的会话含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话者可以通过对会话合作原则的违反成功地表达特定的会话含义即隐含于字面意义下的说话人

的真实意义而不打断言语交际的正常进行.

5.学位论文 陈建平 合作原则视角下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中的会话含义研究 2009
    在语用学的研究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往往成为分析研究的文本材料。本文主要是从合作原则角度出发，分析大学英语四级听力考试短对话中会话含

义。<br>　　

 本文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作为分析短对话中会话含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中指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

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所谓的合作原则，“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语在一定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合作原则及其

相关的四个准则即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经过语用学家的不断研究和完善，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精炼性。但是在日常会话中说话

者往往故意违反其中一个或多个会话原则从而导致会话含义的产生。听力理解在英语四级考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06年英语四级考试改革之

后，听力理解由之前的20％的比重增加到了35％。无论是英语四级考试改革前或者改革后，短对话都是听力理解中保留的一个题型。短对话通常在两个

人之间进行，每段对话后针对对话内容进行提问，每题为一个问句，每个对话为一个话轮。短对话考试中最常见的有三种类型的题，第一种是主旨题。

这类题目要求考生概括对话的中心意思或归纳话题。第二类是细节题。根据提问的内容，细节题型可以分为：1.数字题；2.原因题；3.地点题；4.建议

及其步骤题；5.综合细节题。细节题型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点是测试考生对具体信息的把握。最后一种是推理题，这类题要求学生通过对话内容去推测

对话内容的含义，考查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语用语言的能力，这种类型的短对话将是本文讨论的对象。<br>　　

 本文选取了从1999年到2008年的全部听力短对话内容作为研究文本，通过分析发现，绝大部分的对话中都存在说话者违反合作原则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

多个准则的现象。本文主要关注这些违反合作原则各准则的对话内容，分析对话中说话者是如何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具体准则，探讨会话者通过这些违反

合作原则的行为所要传达的会话含义，并且运用合作原则及会话含义理论对具体例子的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做详尽的分析。通过统计数据和分析，本

文旨在说明合作原则及会话含义理论在四级听力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对今后的英语教学和学习方法以及四级听力命题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今

后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启发。

6.期刊论文 陈小叶 合作原则对会话含义推导的有效度研究 -文教资料2009(6)
    合作原则是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会话含义的解析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会话含义的产生是因为在实际人际交往中.出于各

种原因.会话者都会有意或无意违反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原则.那么合作原则对会话含义的解析就存在一个有效度问题.本文分析了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会话

含义的种种情况及其推导方式.

7.期刊论文 成艳红 从语用学角度看违背合作原则产生的会话含义 -青年文学家2009(9)
    我们的谈话通常是由一串互相关联的话语组成,否则就不合情理.谈话的双方至少要抱着合作的态度,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由此产生我们常说的合

作原则.当然合作原则并不要求每时每地都遵循.如果说话人有意违反了合作原则,听话人就要根据当时的语境,越过字面意义,推断出其隐含意义,即会话

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讨论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如何导致会话含义的产生,并就如何学习和掌握用会话含义理论分析话

语、提高语言鉴赏能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8.学位论文 杨柳 用合作原则和礼貌理论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会话含义 2004
    关于世界经典小说作品《傲慢与偏见》的研究不胜枚举,该文试从语用学的角度详细剖析《傲慢与偏见》里丰富的会话含义.作为世界公认的经典作

家,简·奥斯丁和她的小说受到了广泛关注.该文回顾了19世纪和现当代关于简·奥斯丁和《傲慢与偏见》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发掘出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

《傲慢与偏见》里的会话含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文使用的语用理论是Grice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Brown and Levinson的间接礼貌策略和Leech的礼

貌原则和准则.该文对这三个理论进行了阐述,并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会话含义和间接表达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关于会话含义的

可理解性也有所涉及.该文从《傲慢与偏见》里精选了大量典型的使用间接表达的对话,运用上述语用学理论对其会话含义进行详细剖析.根据间接礼貌策

略在语言形式上的实现方式,这些对话被明确归类进行比较分析.小说人物经常违背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采用间接表达方式,制造会话含义.这样做的原因

之一是他们顾及到交谈者的面子问题以及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为了减少对交谈者的面子威胁,遵守交际礼节,说话者往往使用看似礼貌的言语方式,隐

讳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这样做可以避免直接冲突,尴尬或种种不良后果.说话者的会话含义在特定场合和情况下是确定的,并且他们希望交谈者

能够领会这种字面以外的含义.但是因为语境,交谈双方的理念,背景知识等因素,会话含义不一定能够被理解.该文运用上术语用学理论对具体例子的会话

含义的产生,诠释和理解都做了详尽分析.该文以合作原则和礼貌理论为理论支持对《傲慢与偏见》的会话含义进行了剖析,从一方面证实了简·奥斯丁小

说创作的现实主义,从而应证和拓展了传统的简·奥斯丁文艺批评,并且阐明了运用语用学进行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有效性和意义.

9.期刊论文 周慧 从合作原则的违反分析《六人行》中台词的会话含义 -科技信息2010(13)
    在交际中,人们一般会遵循合作原则以期获得交际成功.但说话者有时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目的是想表达一定的会话含义.本文通过对著名情景喜剧

<六人行>中经典台词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进行分析,领悟其会话含义,并指出会话含义的有效传达和合理推导是实现会话目的的必要条件.

10.学位论文 张美玲 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分析20世纪90年代美国爱情电影中的情人会话含义 2006
    在语用学的研究中，各类人物之间的会话都会被用来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集中关注情人这类人群，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来剖析他们之间的会话含义

。

    本文使用的语用理论是Grice的合作原则，Brown和Levinson的间接礼貌策略和Leech的礼貌原则和准则。本文详细阐述了这三个理论，并解释了它们

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会话含义和间接表达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在回顾国外对合作原则的研究时，一些研究涉及到了情人和男女性别的区

分。如，Ervin在《求爱的修辞：报纸征婚广告中的会话与合作》一书中，推断出女性要比男性更具合作性，因为女性较少地打破准则。本文主要关注这

些理论在情人这类人群中的应用，分析他们是如何做到威胁面子行为的，以及他们通过这些行为所要传达的会话含义。

    由于涉及到隐私问题，极少有人愿意把自己与情人的亲密对话公诸于世。所以本文选取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5个比较经典的爱情电影，从中选取了大

量使用间接表达的对话，运用上述语用学理论对其会话含义进行了详细剖析。根据间接礼貌策略在语言形式上的实现方式，对这些对话进行了归类分析

。情人的谈话有两个极端，有时他们会非常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有时为了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他们的说话方式又会非常地隐讳。本文研究的是

后一种情况。他们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故意违反准则及其次准则，目的是传达一种潜在的真正意图，即会话含义。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顾及

到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为了减少对交谈者的面子威胁，说话者往往使用看似礼貌的方式，隐讳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从而避免直接冲突

，尴尬或种种不良后果。一般情况下，说话者的会话含义在特定语境和情况下是确定的。但是由于交谈双方的理念或背景知识的差异，这种会话含义不

一定能够被理解。本文运用上述语用学理论对具体例子的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都做了详尽的分析。

    通过本文的分析，把情人这类人群分离出来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他们会话的一些特点。也应用了语用学理论对电影剧本中的人物

对话进行了分析，从而拓展了语用学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爱情电影，在现实生活中更加顺利和谐地进行

交际。在本文的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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