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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业务的开通，手机短信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拇指文化。纵观众多的

手机短信文本，不难发现，它们的繁荣离不开修辞格的运用。正是修辞这一高雅艺术的巧妙运用使得通俗的手

机短信魅力四射，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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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手机已成为人与人之间信息交际的一个重要手段。手

机的主要功能是通话，发送短信只是其附属功能。但是．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收发短信现在在“拇指一族”中成为手

机的主要功能。

据报载，中国手机短信业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

猛发展。2005年仅春节期间。短信发送量就超过100亿

条。I-面对如此迅猛的增势。有人惊呼手机短信已成为继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第五媒体”。叫旦短信又与

其它四大媒体有所不同，呈现容量小、时效性和娱乐性强

等特点。其中的娱乐性与内容编排的修辞性密不可分。简

单的内容通过各种修辞手法串联出一个个鲜活的语言组

合，把修辞的运用扩展到新的极限。

诚如李步其先生所说。手机短信大量运用夸张、排

比、比喻、比拟、借代、粘连、顶针、双关、层递、移就等辞

格，形成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文采飞扬的精词妙语。使表

意更加丰富凝练、更具感染力。手机短信还运用蓄势法、

抑扬法、悬念法、逆转法、巧合法、误会法、引君人瓮法、卒

章露底法等表现手法进行修辞，达到幽默诙谐、妙趣横生

的艺术表达效果。四

一、比喻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本质不同又有相似点的事物

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的辞格。也叫“譬喻”。比较常用的有

三种类型：明喻、暗喻、借喻。

手机短信中以明喻、暗喻的例子居多。借喻则较少。

如：

您是火种。点燃了学生的心灵之火；您是石阶。承受

着我踏实向上攀登的脚步；您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

别人。(暗喻)

将教师比喻成具体可感的三种事物。人们通过。火

种”、“石阶”、“蜡烛”这些具体的事物联想到了教师无私

奉献的精神。精神是抽象的。而“火种”、“石阶”、“蜡烛”则

是可观可感的。都有牺牲自我，让他人受益的共性。以具

体比喻抽象。勾勒出教师教书育人、坦荡无私的精神境

界．使人不由得想起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的诗句。

二、比拟

比拟就是把物当作入写或把人当作物写，或把甲物

当乙物来写的辞格．主要有两种类型：拟人、拟物。

茫茫人海，凭你的名字导航；凄凄寒夜。握你的名字

取暖；漫漫人生，携你名字同游。(拟物)

把。名字”当作方向盘、火炉、游伴，说明。你的名字”

对发信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达出发信息者对收信息

者的无限崇敬和依恋之情。同时借外物来表达内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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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既含蓄不露又让阅读短信的人能够深深体会其中的

柔情蜜意。达到意其中而味无穷的修辞效果。

兰、夸张

夸张是指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尽量作扩

大或缩小的描述的辞格。主要有四种类型：扩大夸张、缩

小夸张、超前夸张和滞后夸张。手机短信中运用夸张辞格

多以扩大夸张为主．下面就以扩大夸张为例来分析。

如果一滴水代表一个祝福，我送你一个东海；如果一

颗星代表一份快乐。我送你一条银河；如果一棵树代表一

缕思念，我送你一片森林。

～条祝福类的短信，它以送你。一个东海”、“一条银

河”、“一片森林”来表达发信者对收向者深深的祝福之

情，这些“礼物”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送出的，但它们代表

的是万千祝福之情，这是对“爱”的承诺，珍爱之情跃然纸

上。不似山盟胜似山盟。

四、对偶

对偶是指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等，意义上密

切相连的两个短语或句子，对偶地排列的辞格。主要有三

种类型：正对、反对、串对。其中正对是手机短信中最常见

的类型，下面就以正对为例来分析。

淡淡粽叶香。浓浓世问情；根根丝线连，切切情意牵。

通过两组对偶句绘出了生动的画面。。淡淡”对。浓

浓”。“根根”对。切切”，巧妙地运用8个叠字，又平仄相

对，。淡淡”属于。仄仄”，对“平平”的“浓浓”；。平平”的“根

根”对“仄仄”的。切切”。读来琅琅上口。从表达上看，又采

用了古老的。兴”的修辞手法，先咏粽香以及缠绕粽子的

线。再咏叹与之相似的情感，令人玩味，具体可感的形象

和优美动人的意境跃然纸上。

对偶辞格的运用使这条短信节奏整齐。音韵和谐，不

仅便于朗诵、记亿。更易于读者接受。达到了形式与内容

的完美结合。

五、双关

双关是指利用语言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

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主要有两种类

型：语音双关、语义双关。

这个节日我不想送你太多．只想送你五千万：千万要

平安!千万要健康!千万要知足!千万要快乐!千万不要

忘记我!

这里的“千万”一语双关，它既可以作数词表示物质

上的。千万”，也可以作副词“务必”解释，很具有悬念感，

表示恳切的叮嘱关怀之意。表面上说的似乎是物质上的

金钱“千万”。实则暗舍的是精神上的祝福“千万”。从表达

的内容看，语意的重点在最后一个“千万”，前“四千万”统

属于最后一个“千万”，这也是信息的关键所在，明是送

入。实则为己，让人不禁赞叹信息发布者的巧妙构思。．

六、仿拟

仿拟是人们根据交际的需要，故意模仿某些众所周

知的词语、句子及诗文、篇章来创造临时的新词语、句子、

篇章的辞格。仿拟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方式，在黄伯荣、廖

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只收录了它的一种形式——仿

词。而陈望遒在其著作《修辞学发凡>中收录了仿拟格，并

将其分为仿旬和仿调两种形式。这一辞格在后来的运用

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形式，如仿语、仿段、文体仿拟等。下

面就以手机短信中经常运用的语句仿拟和文体仿拟为例

来分析说明。

今天白天有点想你．下午转大至暴想。心情将由此降

低五度。受此低情绪影响。预计此类天气将持续到见你为

止。

仿拟重在模仿，此短信巧妙地模仿天气预报的方式，

将“大至暴雨”换为“大至暴想”。“气温”换成“心情”，。寒

流”换成“低情绪”，换的贴切而恰当，强调了想念的程度

极深，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痴情者形象。

七、拈嵌

拈嵌是利用拈连和镶嵌的修辞手法将人名、地名、书

名、影片名等巧妙的嵌入旬中互相连缀的辞格。

。拈连”和“镶嵌”原本是两个独立的辞格，后来在运

用中不断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辞格——拈嵌。

祝你：百事可乐!万事芬达!天天娃哈哈!月月乐百

事!年年高乐高!心情似雪碧!永远都醒目!

将6种饮料名拈嵌到祝福语中，别出心裁，几个名词

嵌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言在此，意在彼，有效地传达了

祝福之情。

八、析字

析字是利用汉字形、音、义三方面的特点，看别的字

有和它相连结的就借来推衍上去的一种辞格。析字格不

是直接说明，而是通过改变字形来表达本意。一般分为化

形析字、谐音析字和衍义析字三种类型。其中化形析字最

为常用。由于谐音析字和衍义析字常常与其它修辞格有

交叉。因此这里只以化形析字为例。

寒山寺上一棵竹．您若无心各自飞，此言非虚能兑

现，只要友情雨下显。天鹅一出鸟不见。

第一句可以分析为。寺”上添“竹”为“等”字；第二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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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去掉。心”为“你”字；第三旬式。言”旁加“兑”为

“说”字；第四句不大好猜，但“友”是这个字的下部分，前

后一连便知是个“爱”字；最后一句是“鹅”字去掉“鸟”，即

为“我”字。连起来就是“等你说爱我”。

九、错综

错综是指把反复、对偶、排比或其它有整齐形式、共

同词面的语言说成形式参差、词面别异的辞格。构成错综

主要有四类方法：抽换词面、差磋语次、伸缩文身、变化句

式。下面以抽换词面为例来说明。所谓抽换词面。是指在

形式整齐的句式上，将词面略微抽动，以同义的词语取代

原本重复的词语。

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体量不是压力。金钱

不是能力。关键在于我是真心爱你。

“问题”、“距离”、“压力”、“能力”一般不把它们当作

同义词，但在同一个语境下它们都成了“障碍”，所以它们

又都变成了同义词。这则短信好就好在前面几旬的铺垫．

导出了最后的主题，因为我爱你，所以一切都不是问题。

委婉地表达出了对爱的无怨无悔。让人联想到了“山无

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

千古誓言。真是叹为观止!

十、衬跌

衬跌是语句的前几部分以相似的形式出现表示层层

递进的意思。后一部分急速转折。表示独特的内容的辞

格。该辞格在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中被定名为“顿跌”。

所谓顿跌，就是本可以一口气说完的话，故意不让它顺顺

当当的说出来，或折成几句话，形成递进关系。“顿跌”和

。衬跌”都强调一个“跌”字，侧重于后面的内容。属于同一

格的不同称谓。暂且统称之为“衬跌”。

日日孤单因思你，夜夜寂寞因想你。时时伤心因无

你，寰4刘难受因爱你，害我整天迷着你，不要让我遇见你。

否则一定要打你!可恶的麻将。

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封缠绵悱恻的情书。令人肝肠寸

断，可是读到结尾才发现是在表达对麻将的痴迷。这条短

信没有直接说“我非常想打麻将”，而是作了大量的铺陈。

避免了沉闷和重复，达到了曲折生动的效果。这种以人的

惯性思维作铺垫，以巨大落差道原委的修辞格有点类似

于相声艺术中的“抖包袱”，给人一个出人意料而又不在

情理之中的答案。

这一修辞格因在手机短信中运用最为频繁。所以许

多关于手机短信修辞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不同的作者

冠之以不同的名称，主要有以下几种：设歧、设疑、设误、歧

疑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修辞格。

当然，手机短信中运用的辞格远不止以上十种。上面

只是对手机短信中经常用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辞格作

了简要分析。手机短信中更多的是辞格的综合运用。即一

条短信兼用了几种辞格。如：

铡除昨天的烦恼。确定今天的快乐。设王明天的幸

福，存储永远的爱心。取消世间的仇恨，复制醉人的风景，

打印你的笑容。

上面这条短信就兼用了移就和排比两种修辞格。不

管是辞格的单用还是兼用。它们都在追求生动形象的修

辞效果。可以看到。修辞格的运用，使祝福短信更加浪漫

动听；使搞笑短信更加幽默诙谐；使哲理短信更加耐人寻

味。甚至可以这样说，修辞艺术让手机短信红遍大江南

北，手机短信也为修辞艺术提供了一个尽显魅力的舞台。

修辞让手机短信显得高雅而内涵丰富。手机短信让修辞

艺术通俗易懂并易于接受．高雅的修辞艺术与通俗的手

机短信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手机短信文学异常繁荣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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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刊论文 何玉兰 实用修辞在手机短信中的运用 -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6(2)
    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为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选择最恰当、最完美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以收到最好的交际效果的过程.手机短信是现代人彼此交流

的方式之一.要使手机短信的语言能够感染对方,打动对方,让对方感受到写者的心意,就必须充分发挥修辞手段的作用.实用修辞在手机短信中具体表现在

大量使用修辞格,使用各种修辞格可以达到写者所需的交际效果.

6.期刊论文 林辉 手机短信的辞格运用与表意智慧 -青年文学家2010(11)
    集民间智慧与传统文学精华于一身的手机短信,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多元审美体验,成为现代汉语语言艺术园地的一朵奇苑,其运用修辞所呈现的语言

魅力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试以时下流行的短信为裁体,归纳了手机短信常用的修辞格,并从辞格运用艺术的角虎分析了手机短信的袁意智慧.

7.期刊论文 柴静.CHAI Jing 浅谈手机短信语言的特点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5(2)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们娱乐和游戏的工具,从广义上看,娱乐和游戏也是一种交际,手机短信就是轻松巧妙地在语言文字游戏中

完成传情达意的任务的.手机短信受其载体--手机的特殊性质的影响,语言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群体语言的特点.主要是:受字数限制,精练简洁;屏幕显示可

以制造特殊的幽默效果;大量使用多种修辞格,使短信表达生动形象、妥切鲜明;标点、数字和特殊字符的妙用为短信语言增添了一种别样的色彩.

8.期刊论文 胡芳.曾瑜薇.HU Fang.ZENG Yu-wei 手机短信语中的仿拟修辞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7(2)
    手机短信语是现代人信息交流的新途径.短信编写者在短信写作过程中大量使用修辞格.本文以网易、新浪网上的短信留言为基本素材,分析了作为手

机短信语中常用修辞手段之一的仿拟辞格,指出短信编写者在制作短信语的过程中常仿拟其他体裁格式,达到新颖别致,幽默风趣的言语效果.

9.学位论文 高原 一词一景，幻化无穷——列锦辞格的探究 2010
    列锦是传统的汉语修辞格，历史悠久，运用广泛。本文对列锦辞格做了较全面和深入的探究：总结和分析了当前学界关于列锦辞格的定义和类型

，并对其定义作了全新的审视：列锦是一种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排列组合而成的多列项的非主谓句，用来写景抒情，叙事抒怀的修辞格。其建构和理解

基于语言文字、逻辑、心理和文化等多种机制。列锦辞格萌芽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诗词，在现代诗歌、散文、小说、对联

和手机短信有着广泛的运用，产生了良好的表达效果，具有简朴自然、节奏感强、意境美和模糊美的特点。

10.期刊论文 邓振华.闫舒瑶 论手机短信的文体特征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8(5)
    本文以语言运用中的常规和变异为切入点,从文体学角度分析了手机短信语体的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即对常规的变异.短信语言在变异过程中融

合多种语体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征鲜明、兼容并蓄的语体风格.其文体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短小精悍、言简意赅;语言表现风格多样;善用多种修

辞格;语体交叉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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