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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修辞学？

第一章
什么是修辞学？

修辞学与 rhetoric
顾名思义，修辞学是关于修辞的学问，所以要想界定修辞学，必

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修辞。《现代汉语词典》（�00�：1�16）将修辞

解释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

而生动有力”，进而将修辞学定义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如何使

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辞海》（1979：���）对修辞的

解释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

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切活动”；与此相应，《辞海》对修辞学的

定义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

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它揭示修辞现象的条

理、修辞观念的系统，指导人们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恰当地表现所

要表达的内容”。与《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辞海》的定义一方面涵盖

了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另一方面突出了“依据题旨情境”的“恰当”	

表达是修辞追求的目标，也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再来看看几位现代和当代的汉语修辞学家对修辞和修辞学的理解。	

据吕煦（�00�：�）的引述，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1979）中

将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张弓

（196�）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则认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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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杨鸿儒在他

的《当代中国修辞学》（1997）中对陈望道和张弓的观点进行了整合，提

出修辞是“通过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调整、修饰，使语言美化，更好地

交流思想，表情达意”，并将修辞学界定为“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艺术

效果的规律的科学”。

人们通常认为，汉语的“修辞学”与英语的	rhetoric	相对应，但其

实我们所谓的修辞学与西方人的	rhetoric	有很大区别。rhetoric	的拉丁语

词源是	rhetorica，希腊语词源是	rhē torikē，两个词的意思都跟演讲有关，	

而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西方修辞学，尤其是西方古典修辞学，首先

是对演讲艺术的研究（胡曙中	 �007：1—�）。这一传统在当代西方修辞

学，尤其是美国的修辞学研究中仍有体现。

在英语中，rhetoric	既可以作为专有名词使用，也可以作为普通名

词使用。据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1987:	1���），	

rhetoric	的第一个意思是：

speech	or	writing	that	is	presented	in	a	forceful	and	dramatic	way	which	

appears	to	be	clever	and	important;	often	used	showing	disapproval

e.g.	She	simply	ignored	his	bluster	as	empty	rhetoric.

	 The	liberalism	of	their	rulers	was	a	rhetoric	masking	vicious	exploitation.	

第二个意思是：

a	grand,	poetic	way	of	speaking	which	once	used	to	be	practiced	as	an	art

e.g.	the	somber	rhetoric	of	Hamlet	and	Othello 

	 the	art	of	rhetoric

我们更关心的当然是作为专有名词的	rhetoric。The World Book 

Dictionary	将其定义为“the	art	of	using	words	in	speaking	or	writing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转引自吕煦	 �00�：�）；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则将其定义为“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同上）。

当代西方不少修辞学家也尝试对	rhetoric	做出界定。例如：

Rhetoric	is	a	kind	of	art	which	deals	with	how	to	manipulate	language	

effectively.（Brooks	&	Warren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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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rhetoric	concerns	is	how	to	make	an	effective	choice	between	

two	synonymous	expressions.（Steinmann	1967:	�1—��）

Rhetoric	should	study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human	communi-

cation	and	find	a	solution	to	it.（Richards	19�6/196�:	�）

另外，Marie	Hochmuth	Nichols（1971）将	rhetoric	定义为“组织语

篇的手段，以对听众或读者产生效果”（“a	means	of	so	ordering	discourse	as	

to	produce	an	effect	on	the	listener	or	reader”，as	quoted	in	Corbett	1990：1）；	

Kenneth	Burke（196�：�67）的定义是“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来使用，	

以诱使人们进行合作，因为对符号做出反应是人类的本性”（“the	use	of	

language	as	a	symbolic	means	of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beings	that	by	nature	

respond	to	symbols”）；而	Donald	Bryant（196�：7）认为	rhetoric	是“使

观念和受众彼此适应的手段”（“the	function	of	adjusting	ideas	to	people	and	

of	people	to	ideas”）。	

上述定义可谓五花八门。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学者们

在定义	rhetoric，不如说他们在从各自关注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对	rhetoric	

的理解。从他们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的	rhetoric	跟汉语的“修

辞”是有偏差的：首先，汉语的“修辞”没有作为普通名词使用的	

rhetoric	所携带的贬义；其次，汉语的“修辞”不像英语的	rhetoric	那样

与演讲术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汉语的“修辞”不像英语的	rhetoric	那样

强调以劝说（persuade）为目的。这些差异导致汉语修辞学和英语修辞学

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上都不完全重合。

吕煦（�00�：�）对中国学者关于修辞和修辞学的界定作了很好的

总结，认为“修辞是最有效地运用语言以期更充分、透彻、鲜明地表情

达意的一种艺术。研究这种艺术的学问，就叫做修辞学。修辞学就是研

究在一定的题旨和条件下如何对语言素材进行调整、加工、润色，如何

运用修辞方式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学科。它旨在探讨修辞规律和方法，	

并将它们上升到理论高度以具体地指导语言实践”。而英语的	rhetoric，	

笔者倾向于将它粗略地界定为	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本书以介绍英语修辞学为主，	

并尝试运用英语修辞学理论对体现在不同文体中的英语和汉语的修辞现

象进行分析，同时辅以汉语修辞学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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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

本节我们将简要介绍修辞学在西方和中国所走过的不同发展历

程，并总结这一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

2.� 西方修辞学

顾曰国（1990：1�）把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分为六个主要阶段，分别

是：1）古典修辞学（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期，从公元前	�	世纪到

公元前	�	世纪）；�）中世纪修辞学（从罗马帝国覆亡到文艺复兴，即公元	

�76	年到公元	1�16	年）；�）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1�、16世纪）；�）新	

古典主义修辞学（17、18	世纪）；�）19	世纪修辞学；6）现代修辞学。

从现存的古希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西方修辞术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的各种演讲实践，在对演讲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西方修辞学的雏形得

以产生。最早的修辞学尝试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	世纪下半叶的西西里岛，	

当时锡拉库萨（Syracuse）的暴君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被推翻，	

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获得自由的公民潮水一般涌向法庭，纷纷

要求收回自己在暴君统治期间被没收充公的资产。由于人们大多无法提

供正式的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要求实属合理，所以在法庭上他们只能利用

自己雄辩的口才来说服和打动法官。在这样的官司中，善于在大庭广众

抛头露面进行演讲的人当然占据上风，这令广大民众迫切感受到提高演

讲技巧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拉克斯（Corax）第一个对演

讲修辞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如何从或然性中形成论点，并指出法律演讲

一般可分为四个部分，即	proem,	narration,	arguments（both	confirmation	

and	refutation）和	peroration。这一划分对后世的演讲修辞学研究产生了

持久的影响（Corbett	1990:	��0）。

之后，高尔吉亚（Gorgia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等继承和发展了科拉克斯创立的修辞学，并最终形成了希腊

古典修辞学体系。这一体系将演讲分为三大类，即议政演讲（deliberative	

oratory，力图证明采取某一将来行为是正确可行的，并且劝说听众做出

积极的反应来支持相关政策的制定）、法律演讲（forensic	oratory，力图

证明某一过去行为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并且劝说听众在此基础上做出

正确判断）和宣德演讲（epideictic	oratory，赞扬现时或过去的某一行为

是高尚的，并且劝说听众将其发扬光大）；将演讲的准备和实施分为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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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即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文体风格

（elocution）、记忆（memory）和呈现（pronunciation）——这便是著名的

修辞五艺。在古典修辞学体系的创立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最大，	

也最持久，他的《修辞学》一书是现存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专

著，被视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基石，我们将在第二章单独介绍。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Cicero）和昆提利安（Quintilian）把古

希腊修辞学拉丁化，并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峰，完成了西方修辞学发展的

第一个时期，即古典修辞学时期（从莱庭、徐鲁亚	 �007：1�）。西塞罗

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修辞学家和演讲实践家，他的修辞学研究超越

了对修辞语篇的结构的考虑，而注重思考影响受众的信仰与行动的劝说

方式。他在《论雄辩术》一书中把修辞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为

了劝说的目的，演讲的艺术完全依靠三件事：证明我们的论断；赢得听

众的欢喜；激起他们的情感以便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驱使”（同	

上：�7—�8）。昆提利安则将修辞学推向“教育纲要的中心学科”的地位，

视演讲为人类最高的才能，甚至认为“善于言辞的好人能够拯救国家”	

（同上：�9—�0）。总体而言，在古罗马时期，演讲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

政治武器，研究演讲术的修辞学则被视为帮助组织公共生活的重要艺术。

综观整个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古典修辞学的主要特点可

以概括为人文的、口头的和劝说性的（顾曰国	 1990；从莱庭、徐鲁

亚	 �007：16）。所谓人文的，即修辞活动被看作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

动的一部分；所谓口头的，即公众演讲被视为修辞活动的至上形式，演

讲词被视为至上的修辞话语；所谓劝说性，即演讲者以劝说听众对某一

行为或观点做出积极反应为目的（顾曰国	 1990：1�—1�）。

但是在古罗马帝国后期，随着民主制度的衰亡，公开演讲，尤其是

公开的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宣德修辞遂成为修

辞教育的核心。这导致修辞学逐渐脱离具体的内容，转而关注风格的锤

炼和词藻的修饰。换言之，文体风格传统逐渐取代了人文传统。相比后

者，文体风格传统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能，“着眼于奇

特、新颖、华丽的表达手段和由此形成的文体风格”（同上：1�）。这一

特点在中世纪的修辞学研究中被继承并巩固。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由

于宗教统治的禁锢，修辞学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陷入徘徊不前的低谷。	

修辞主要被应用于书信写作和散文写作（从此修辞和修辞学都背离了最

初的口语传统），再就是用于布道。神职人员成为修辞活动的主角，修

出片修辞学：理论与实践.indd   5 2011.3.8   6:39:30 PM



�

修辞学：理论与实践

辞学也因此成为教会进行宗教活动的工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圣奥古

斯丁（St.	Augustine）。奥古斯丁是一名主教，同时也积极从事修辞学教

育。他鼓励以古典修辞为基础建立基督教的宣教修辞，由此开启了布道

修辞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也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长期的停滞

不前后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出现本土化倾向，英国、法

国等都建立了本族语的修辞学，并且分成不同的学派。一个是传统派，	

该派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人文精神，以修辞五艺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

个是文体风格派，这一派把五艺中的前两艺（即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	

剔除出修辞学，而只专注于后三艺（即文体风格、记忆和呈现）的研

究，尤以文体风格研究一枝独秀。还有一派进一步将关于文体风格的研

究压缩为关于修辞格（figures	and	tropes）的研究，因而被称为修辞格派	

（从莱庭、徐鲁亚	 �007：�1—��）。无论是文体风格派还是修辞格派都关

注辞格的分类和新辞格的挖掘，但是也都把辞格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语

言装饰，而忽视了辞格所携带的认知和劝说功能。

进入启蒙时期后，人们更加崇尚科学，追求理性，这一特征也反映

在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发展上。启蒙时期的修辞学又称新古典主义修辞学	

（neo-classical	rhetoric）（同上：�7），因为它既体现出强劲的古典主义倾向，

把修辞五艺视为修辞学研究的基础；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将文体风

格与文学创作及评论紧密结合。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三位跨世纪的修辞学

家：George	Campbell，Hugh	Blair	和	Archbishop	Whately。Campbell	的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776/196�）被后世公认为	18	世纪最重要的修辞学

著作，在书中	Campbell	将修辞学提升为“关于人性的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把修辞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一种提供信息的，令人信

服、令人愉悦、令人感动和富于说服性的方式作用于听众的灵魂”（operate	

on	the	soul	of	the	hearer,	in	the	way	of	informing,	convincing,	pleasing,	moving,	or	

persuading）（从莱庭、徐鲁亚	 �007：�9）。

19	世纪是西方修辞学再次进入低谷的时期，一方面古典修辞学的

人文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另一方面文体风格传统也被摈弃，这使得

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在这一时期，对书

面语和写作的重视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口语和口头演讲的兴趣，而修辞

学的研究范围在从五艺变为三艺又进一步压缩为修辞格后，领地急剧缩

小。胡曙中（1999：�96）和从莱庭、徐鲁亚（�007：�7—60）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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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修辞学的衰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对文体风格的特别关

注导致“修辞学的范围既被缩小了又被分散了，缩小到着重于对风格的

研究，分散到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而不是对演讲的积极生成”（胡曙中

1999：�96）。二是修辞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比其他任何学

科都难以专业化，而这与	19	世纪学科的专业化趋势相悖。三是对书面

语写作的重视削弱了口头演讲的影响力。四是自中世纪以来对文体风格

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另一个极端的出现，即对文体风格的强烈反感。在美

国，一些人开始反演说、反想象、反情感、反感觉，对修辞完全失去了

兴趣；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如瑞士），人们甚至“视修辞为洪水猛兽，视

修辞为误入歧途”（从莱庭、徐鲁亚	 �007：�9）。

�0	世纪则见证了修辞学的全面振兴，修辞学与语言学、人际交往

学、哲学、文学批评、文章写作等相结合，呈现出跨学科横向发展的

态势，出现了修辞哲学（Richards	19�6）、动机修辞学（Burke	1969a，	

1969b）、小说修辞学（Booth	 1961）、修辞批评方法论（Black	 196�）、	

论辩修辞学（Perelman	&	Olbretchts-Tyteca	1968）、对抗修辞学（Scott	

&	Smith	1969）、认知修辞学（Scott	1967）、描写修辞学（Leech	1969）、	

文体学（Leech	&	Short	1981）等诸多流派（顾曰国	 1990：16）。顾曰国	

（同上：��）认为将这些流派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西方的“修辞学思维

方式”，即“目的论型思维”。例如，修辞学研究语言符号不同于语言学，	

它总是把语言的使用跟使用目的及效果联系起来；修辞学研究文学不同

于文学批评，它把文学作品视为手段，影响读者为其目的，分析手段和

目的的关系便构成了修辞分析，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修辞学两千

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不变成分。

2.2 中国修辞学

易蒲、李金苓（1989：�—�）对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做了精当的概括：	

“综观我国古代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除先秦着重于口语修辞、论辩修

辞外，自汉代后便转入书面语修辞。魏晋南北朝的修辞理论将骈体文与

诗赋修辞论包含在一起。至唐代开始了诗的修辞论和散文修辞论的独立，	

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宋元及明清时期则产生了戏曲、小说的修辞理论。	

所以我国古代修辞学史，除口语修辞外，就书面语修辞论而言，主要贯

串着文论修辞论、诗论（包括词论）修辞论、戏曲修辞论、小说修辞论

等四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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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蒲、李金苓（同上）把汉语修辞学史划分为萌芽期、奠定基础

期、初步建立期和发展期等几个阶段。先秦和两汉为修辞学的萌芽时

期，修辞论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可概括为零珠碎玉，散落在经书、诸子论

著及对经书的注疏中。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在阐述哲学思想时会顺便谈

到语言表达形式，论及修辞原则和修辞手段。虽是片言只语，却十分精

当。例如，《墨子》的《小取》篇对论辩修辞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东汉的

王充则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写出了我国最早论述修辞手法的专篇——	

《语增》、《儒增》和《艺增》。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论辩和游说盛行的时代，因此先

秦的思想家既重视书面语修辞，更重视口语修辞。在这一时期，随着中

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诸侯割据，战乱迭起，兼并频发，天下

大乱，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势力都迫切需要修辞。例如，外交活动需要

修辞，“不论是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还是屈完面折齐师、王孙止楚问

鼎，都因舌辩过人而取得显著的效果”（同上：�0）。其次，知识阶层的

晋升需要修辞，例如，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兜售合纵之说而挂上六国相

印；张仪宣传连横之说，被秦惠王“封仪五邑”；商鞅、李斯均因游说成

功而登上宰相的宝座；毛遂说楚王与赵合纵而受到平原君的推重，等等，	

以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评价战国时期辩士的作用时，感

慨“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第三，百家

争鸣也需要修辞，因为不论是何种问题的争鸣，也不论是以口头的舌辩

还是书面的笔战来展开论争，都离不开修辞。无论是孟子、荀子，还是

庄子、惠施，个个都好辩且善辩（同上：�1）。但是到了两汉时期，随着

权力的高度集中，统治阶级不再鼓励（甚至不再允许）论辩和游说，学

者们的关注也从口语修辞转移到书面语修辞，开了中国历史上只重视书

面语修辞的先河。这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国的修辞理论都是只重视书

面语而不重视口语，甚至在当代仍然如此（同上：6—7）。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奠定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修辞研究的领域得以拓展，修辞理论得以全面成长。总的来说，这

一时期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清谈’蔚成风气，修辞受到注目”（同

上：118—1��）。魏晋南北朝前后跨越约	�00	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

久、动乱最长的时期。动荡的时代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表现在

学术思想上就是由崇尚经学转为重视玄学，议论玄理的“清谈”成为名

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文人学士关注言语辞藻

出片修辞学：理论与实践.indd   8 2011.3.8   6:39:32 PM



�

第一章  什么是修辞学？

和音调的美妙，从而推动了修辞理论的探索。二是“文学独立，带来修

辞形式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时期，文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极大地推

动了对语言形式美（包括辞采美、对称美、建筑美及音乐美）的研究。

诗歌方面，从建安五言诗到西晋、东晋初的玄言诗，再到晋末宋初盛行

的山水诗、对偶诗等，都讲求辞采声色，用典之风泛滥。散文方面，自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发展到后来，更是以追求对偶、用事、辞采、声

律为能事。三是“佛教传入，促进了声律美的研究”。佛教徒们在宣传佛

经时，受印度声明论的影响，总结出汉语有“平上入去”四声，进而发

现汉语存在着声律美，并将其运用到文学和修辞中，形成了修辞的抑扬

美、音乐美。四是“注重文体和作品风格的探讨”。这一时期除继承了秦

汉时已经产生的诏令、奏疏、议策、书表、书传及说明文等文体外，又	

产生了骈体文等新文体和回文诗等新诗体。曹丕的《典论・论文》全面

提出文体分类理论，并对多种文体的风格进行了精当的概括。五是《文

心雕龙》问世，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基础。这部著作论述了修辞的原则、	

修辞手法、字句篇章修辞、修辞的音乐美、修辞鉴赏、文体风格等诸多

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石。

到了隋唐时期，汉语修辞理论开始一分为三，出现了诗论修辞、	

文论修辞和史论修辞三个系统，为古代修辞学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

基础。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同上：176—181）：

一是“古文运动促使散文修辞论发展”。古文运动是一场提倡散文、反

对骈文的运动，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六朝的浮华文风进行改革，在

这一过程中古文家们所做的探讨便形成了散文的修辞理论。二是“唐诗

发展促进诗论修辞的独立”。不仅一些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

易等）会偶发关于诗歌创作的议论，而且还有一批诗人（如上官仪、王

昌龄、司空图等）留下了专讲诗律、诗格的著作。唐代诗论修辞既关注

修辞理论，又关注修辞方式，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还波及到海外。	

三是“史论修辞著作——《史通》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

著，作者刘知几围绕以“直录实书为贵”的宗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

辞原则及修辞技巧。

宋金元是古代修辞学初步建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古文运动

的兴起推动散文修辞论进一步发展，而南宋陈骙的《文则》的面世则标

志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修辞的专著，不	

仅“对象明确，初具规模”，而且对修辞理论、修辞规律都做了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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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意的探讨，并论述了文体分类以及不同文体或同一文体所表现出

来的不同风格。此外，在这一时期诗话修辞大量涌现，学者们结合诗

例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促使微观修辞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同上：	

�6�—�68）。

明清两代是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时期。在明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

由盛转衰，逐步走向没落。这一时期的诗坛、文坛由于被复古模拟之风

所笼罩，无论是诗论修辞还是文论修辞都进展不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

萌芽，反映市民要求的文学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逐步繁荣，促成

了戏曲修辞和小说修辞的迅速发展。明代的戏曲修辞论强调语言的通俗

化，对文词和音律的关系展开论争，并随着王骥德的《曲律》的问世诞

生了我国第一个戏曲修辞论体系。明代小说修辞论以李贽、叶昼、冯梦

龙等为代表，主要形式是小说评点，研究者直接从作品出发，将自己的

见解写在作品的空白处，随作品一起流行于世（同上：�69—�7�）。到了

清代，各种学术思想吸收历代成果而集大成，修辞研究也不例外。戏曲

修辞方面，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出版，提出了我国古代戏曲研究史上

最完整的体系；而金圣叹对《西厢记》修辞的评点则将我国古代戏曲评

点修辞推到顶峰。小说修辞方面，凡是古代著名的长篇小说清代都有人

进行修辞评点，尤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成就最高。此外，清代的

诗文修辞论也继续全面发展，学者们各自从古文、经学、史学等视角论

述修辞，“雅洁”原则的提出和阳刚、阴柔两大风格的划分都对后世产生

了影响（同上：���—��6）。

进入	�0	世纪后，西方修辞学逐渐被介绍进中国。在	�0	世纪前半叶，	

既有学者模仿日本修辞学（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就是主要模

仿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也有学者模仿欧美修辞学（如唐钺的《修

辞格》体系就是仿照英国人	Nesfild	的《高级英文写作》建立的），当然也

有学者继续推崇中国古代的传统修辞学。19��	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

凡》面世，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同上：��1—���）。此后，	

关于修辞理论、修辞手段和规律以及文体风格的研究都趋向系统化。	

建国后，修辞学研究注重通俗，修辞知识得到很大普及（同上：�88）。	

简言之，从偏于模仿到洋为中用，再到融中外古今于一炉、兼具汉语特

色的修辞学著作的出现，当代中国的修辞学研究正走在一条充满荆棘和

鲜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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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

在上面的历史回溯中我们已经指出，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发展过程中

表现出两个传统，即人文传统与文体风格传统，后者是从前者分离出来

的（顾曰国	 1990：1�）。本节我们对这两大传统的并存和分野做更进一

步的介绍。在人文传统下，修辞活动被看作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动的

一部分。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又是政治动物（Aristotle,	Politics,	1���a:	

�-�）。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而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实现制

约，这种理性的方式就是劝说（persuasion）。亚里士多德把通过说理和

辩论来劝说他人做出某种反应的活动定义为修辞活动，这种修辞活动是

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内容（顾曰国	 1990：1�）。

强调人文传统的古典修辞学还有一个特点，即认为修辞活动应受伦

理道德的制约。这是因为修辞活动是修辞者向受众施加影响的劝说性活

动，这种影响可以是向善的，也可以是向恶的，如果修辞者不是品行端

正的人，如果修辞活动脱离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制约，那么就很

可能被恶人用来危害社会，荼毒百姓。

与人文传统相比，文体风格传统强调奇特、新颖、华丽的表达手

段和由此形成的文体风格，表现出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

能的倾向（顾曰国	 1990：1�）。文体风格传统从人文传统分离出来有历

史的原因：公元前	�	世纪，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解体，寡头

政治取而代之；公元前	�	世纪，希腊并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政体上的

变迁反映在语言和修辞上，便是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逐渐退出人们的生

活，议政修辞和法律修辞也随之不再重要，只有宣德演讲一枝独秀，成	

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宣德修辞也因此成为修辞教育的主要内

容，重词藻、重文采的风气应运而生，并一直延续到漫长的中世纪末

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对诗歌语言的重视，同时也得力于法

国教育家	Peter	Ramus	推行的教育改革，文体风格传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几乎完全取代了人文传统。Ramus	把古典修辞学所总结的五艺里的

前两艺（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划归逻辑学，又把第四艺记忆也刨除出

修辞学的研究范畴。这样一来，修辞学关心的问题就只剩下文体风格和

呈现两艺（而呈现随着公开演讲作为一种交流手段也越来越不被重视），	

这一方面促成了辞格研究的繁荣兴旺，另一方面也埋下了	19	世纪下半叶

修辞学走向没落的种子（顾曰国	 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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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后期，人文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几乎从西方的大学讲堂里完

全消失，牛津、剑桥、爱丁堡、哈佛等大学都先后取消了修辞学教授一

职，取而代之以文学或语言教授。与此同时，没有了人文传统与之相平

衡的文体风格传统逐渐走向极端的形式主义，修辞学研究蜕变为费尽心

机寻找新辞格和对已发现的辞格进行越来越细的分类。无怪乎人们对这

种修辞学完全失去了兴趣（同上）。

进入	�0	世纪后，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愈加分化，而且反映在术

语上——用	rhetoric	来指称人文传统，用	stylistics	来指称文体风格传统。	

stylistics	是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学作

品的文体和风格的产物，在欧洲发展很快。相比之下，欧洲的人文传统

则依然颓弱，只有少数学者（主要集中在比利时）仍然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大洋彼岸，人文传统力压文体风格传

统，在言语交流、文学批评和文章写作这三个领域都方兴未艾，占据了

修辞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同上：1�—16）。

那么，这两大传统的并存和分野是否也体现在中国的修辞学发展中

呢？从上一节对汉语修辞学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汉语修

辞学在先秦时期的萌芽与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古希腊的萌芽是很相似的，	

都植根于口语，服务于劝说（在中国主要是说客们向统治者进行游说，	

或诸子百家之间就某一话题展开辩论；在古希腊主要是在市议会发表演

说，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和辩护，或不同流派的学者就某一话题展开辩

论），强调修辞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和目的性。换句话说，如同西方古

典修辞学一样，汉语修辞学在萌芽时期也是主打人文传统的。

先秦诸子对论辩和谈说的社会功用有深刻的认识（易蒲、李金苓		

1989：��—��）。例如，墨子就很重视论辩，墨家讲学除“德行、道术、	

从事”诸科外，还有“言谈、说书”两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古希

腊的雅典设学馆收学徒的智者派）。《墨子・尚贤上》称“厚乎德行，辩

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为“贤良之士”，并说这些“贤良之士”是“国家

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之所以重视论辩，是因为他看到论辩具有帮

助民众明辨是非、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社会功能，正如《墨子・小取》	

所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

理，处利害，决嫌疑。”	

孟子也重视辩说，并有“好辩”之称。他在《孟子・滕文公》中为

自己的“好辩”做出解释：“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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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从

中可以看出，孟子不是为好辩而好辩，而是怀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进一步指出辩说具有“正道而辩奸”	

的功用。《荀子・正名》指出：“故期、命、辩、说也者，用之大文也，	

而王业之始也。”将辩说与治道和王业紧密联系起来。《荀子・非相》更

旗帜鲜明地主张“好言”、“乐言”：“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

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

言之。故君子必辩。”

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还从政治、外交、日常交际及个人

的修身立命等方面对修辞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例如，孔子倡导“诗

教”，《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

此可以看出，孔子把诗、礼、乐看作道德修养的三个必经阶段。《论	

语・阳货》又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管，可以

群，可以怨。”“诗可以兴”指的是诗能够通过形象化的具体描写，引起人

们丰富的同类联想，从而起到政治上的感染和教化作用；“可以观”是说

通过诗，统治者不仅可以观察政治状况、社会风尚，还可以观察诗人作

诗的目的和意图；“可以群”指的是诗歌可以团结民众；“可以怨”则是指

诗人可以通过诗歌对统治者进行讽刺和批判（易蒲、李金苓	 1989：�6）。

孟子认为治理天下的人不能让“诐辞”、“淫辞”、“邪辞”、“遁辞”	

等“生于其心”，否则就会“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意思是说如果当政

者染上了上述四种修辞弊病，对他们的执政会产生危害（同上：�7）。

墨子同样强调修辞在政治上的作用。他在《非命下》中说：“君子

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实将欲为其国

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在墨子看来，修辞不是雕虫小技，修辞的

目的也不是为了写说者的语言流利、文字漂亮，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

国家、社会、人民和政治。《墨子・尚同》又进一步指出，“是以先王之

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

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墨

子所说的“用口”就是指运用言辞，他强调“善用口”的重要性，鼓励

士大夫学会善于运用言辞，掌握修辞技巧（同上：�7—�8）。

关于修辞在外交上的作用，孔子多有论述，《论语》、《左传》和	

《周易》等都有记载。例如，《论语・宪问》谈到郑国起草外交文件的郑

重：“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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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就是说，一份外交文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饰、润色等多项程

序，对文字、风格等反复打磨。正因为如此，郑国在外交上应对诸侯时	

“鲜有败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对郑国外交成功的称

赞：“仲尼曰：……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说的是

郑国讨伐陈国获胜后，派子产到晋国报捷。因为子产言辞得当，晋国虽

有心刁难，但最后也只能表态认可。所以孔子感慨修辞对外交辞令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同上：�8）。

此外，修辞对日常交际和个人修身立命的重要也被先秦诸子一再

强调（同上：�8—�9）。例如，荀子非常重视语言的美感，认为优美的

语言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荀子・大略》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	

《荀子・非相》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

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周易・系辞上》则强调言行是君子进

德修业的关键：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

进入两汉后，随着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的确立，游说和辩论都退出

社会生活，汉语修辞学也一次性地永久脱离了口语，脱离了劝说，转而

关注书面语修辞，强调表达的新颖、辞藻的华美和风格的锤炼。也就是

说，如同进入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摈弃人文传统、推崇文体风格传统一

样，汉语修辞学从两汉时期开始也从人文转向文体风格。但是与西方不

同的是，在西方，人文传统虽历经波折，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并且在

�0世纪的美国得以重振；而在中国，人文传统自两汉以后几乎再无人提

起，直至当代，我们所讲的“修辞学”仍是专指文体风格传统的书面语

修辞学。

本书所讲的修辞学

在第一节末我们已经指出，本书以介绍英语修辞学为主，辅以汉

语修辞学的一些独特观点，着重运用修辞学理论对体现在不同文

体中的英语和汉语的修辞现象进行分析。在全书的写作中，笔者希望有

机地融合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而不是将二者人为地割裂开来。

简单地说，笔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如何让语篇最有效、最得体地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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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写说者的目的及其所承载的用途的学问。修辞学所关注的语篇可以

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用于传播知识（to	 inform），也可以用

于劝说或鼓动（to	persuade	or	motivate）；语篇的接收者可以是一个人，也	

可以是一群人。	

这样一来，修辞学关注的范围就很广了，几乎可以说涵盖了人类

全部的语言交流行为。不过，修辞学家们习惯于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

即兴的、随意的、非正式的口头交流形式（如客套的寒暄、讲笑话、打	

招呼、聊天、简单的说明等）排除在修辞学领域之外。这并不是说日常

的你来我往的对话形式不能承担资讯、劝说、鼓动等交际功能，只不过

传统上修辞学所关注的是比较正式的、经过深思熟虑、有一定长度的演

讲或文章（如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竞选感言等）。演讲者或文章作者力

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或文字给听众/读者施加某种影响（to	exert	an	effect	on	

an	audience），以达到自己的目的（Corbett	1990:	�）。

由此推而广之，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是一种正式

的、经过作者和编导等主创人员深思熟虑、有相当长度的修辞语篇，是

作者和编导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人物、背景等完成的一种特殊的修

辞行为。作者和编导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影响读者和观众：让他们打

开一本书，或走进影院/打开电视机，带着各自的心情读书、观剧，在

阅读和观赏过程中或被人物的命运所打动，或被复杂的情节所吸引，微

笑、流泪、思考、质疑，并在阅读和观剧结束时，成为一个“被改变了

的人”（a	changed	person），尽管这种改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给听众/读者/观众施加某种影响是修辞的关键所在。很多关于修辞的

定义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一点，我们从第一节所列举的一些西方学者对

修辞和修辞学的界定中对此已有所了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的经典

定义里（the	faculty	of	discovering	all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any	

given	situation）（Rhetoric	1.1,	1���b:	��—�6），修辞给受众可能带来的影

响似乎被限定为“劝说”（persuasion），但其实在古希腊语里，persuasion	

一词源于动词“to	believe”，如此一来，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定义

也可以做更广泛的理解，既可以涵盖力图劝说受众接受某种政治观点、	

进而采取某种政治行动的政论性质的（argumentative）文体，也可以涵

盖向受众传递某种知识或传达某种情感的解说性（expository）、描述性

（descriptive）或抒情性（expressive）文体。

关于修辞的目的，18	世纪苏格兰著名修辞学家	George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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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总结得很好，那就是“启迪思维，愉悦想象，感动激情，影响

决断”（to	enlighten	 the	understanding,	 to	please	 the	 imagination,	 to	move	

the	passions,	or	 to	influence	the	will）。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各种修辞策略	

（strategy）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策略，就是从现有的、可以动用的资源中

挑选出最合适的材料，并加以恰当的组合，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目

标。策略一词容易让人想起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军所采用的战略，其

实在古希腊语中	strategy	一词的确起源于	army。如果说一个将军所寻求

的是运用最恰当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打败敌军、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一

个修辞者（演说者、作者、导演等等）所企盼的便是以最合适的方式谋

篇布局、遣词造句，并以最得体的方式和风格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受众

面前，以期“赢得”受众（Corbett	1990:	�）。

修辞行为在当代社会里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课堂上，老师苦口婆心地

劝学生认真听讲，是一种修辞；饭桌上，孩子希望父母周末能带他去海洋

公园，是一种修辞；小伙子向心爱的姑娘表明心迹，恳求对方接受自己的

感情，是一种修辞；敬业的员工向老板进言，慷慨陈词公司内部改革的重

要性，是一种修辞……不过，修辞策略运用得最如火如荼的地方是广告。	

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它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

的媒体，并消耗一定的费用，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宣传手段”

（百度百科，“广告”词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则广告，看看广告设

计者运用了哪些修辞策略来实现占领市场、推销产品的目的。

3.� 一则广告的修辞分析

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广告是一种典型的劝说性语篇。单就商业广

告而论，其目的无非是告知消费者有关一种产品或一种服务的信息，并	

劝说消费者购买这种产品、接受这种服务，从而让产品的生产者、销售

者或服务的提供者最大限度地盈利。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逃脱广告的影

响的时代，放眼望去，广告铺天盖地：报纸、杂志、传单、巨幅广告

牌，这些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媒体广告。更有借助广播、电视、互

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的音频广告、视频广告等等。广告的无处不在和日

益增加的影响力促成了广告业的应运而生，而广告策划者则成为当代社

会最娴熟的修辞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从未接触过修辞学理论，却能

有效地运用这门古老艺术所传授的种种修辞策略来影响目标消费者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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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行动。

我们不妨将修辞行为所涉及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交流三角”	

（communication	triangle）的形式做一个直观的展示：	

					主题（subject-matter）

修辞者（rhetor）

	（改自	Corbett	1990:	�）

受众（listener/reader/audience）文本（text）

如图所示，一个完整的修辞行为包括修辞者一方和受众一方，修

辞者通过呈现一个文本（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或影像的，等

等）来传达一个或多个主题，以达到影响受众的目的。修辞者可以是说

者、写者、创意者、表演者等等，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角色重叠在一个

人身上，也就是说一个修辞行为由一个人创意、策划、完成并执行；但	

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由不同的人承担，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

演讲就不是由他自己执笔的，这时就出现了创意者和演说者并不重叠

的情况；再如一部电影的创作牵扯到编剧、导演、制片、摄影、配乐、	

演员等多方的合作，所以如果将一部电影视为一个庞大的修辞行为的

话，那么它背后的修辞者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修辞行为的受众可

以是听者（例如现场聆听演讲的人）、读者（例如阅读一本书的人）或者

观众（例如观看一部电影的人），受众的构成也可以非常复杂：以一部电

影为例，它的受众既包括那些买票进电影院老老实实看完电影的人，也

包括那些以其他方式（电视转播、网上下载、DVD，等等）部分或全部

观影的人，还包括那些虽未观剧、但是通过一些方式（看影评、看内容

介绍、听别人谈论，等等）了解了该电影的人。

在大部分广告里，修辞者究竟是谁是最不容易说清楚、也最容易被

忽视的一个环节。一般说来，大多数广告都是某产品的生产厂家或某服

务的提供者雇用广告公司的专业人员来设计的，换言之，一则广告的背

后通常有一个创作团队；而真正在广告里出镜、直面受众的所谓“形象

代言人”未必真的参与了广告的创意和广告词的设计。总之，在修辞者

的明晰程度这一点上，广告有别于日常会话（说者是谁一目了然）和普

通的文章写作（作者是谁也比较明朗）。

下面请看一则刊登在	�008	年	9	月	�9	日出版的《新京报》上的商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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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伊利广告

自9月�7日起，市场中的伊利牛奶经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已完全合格，消费者可放心饮用。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伊利为弥补安全疏漏，让消费者喝上放心

奶，在全国展开“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

“三保三清”行动保障市场产品的安全，发现一包销毁一批

�0,000	多名员工直接参与，�,000	多名监察人员进驻全国各地产

品售卖点，引进	700	多台检测设备，对	�,000	多批次产品彻底排查，

并将所有品种送达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地方检测机构进行双

重检验。

新出厂的产品	��	小时全程监控，合格一批出厂一批

从原料奶收取到各个生产流程，再到物流配送，每个环节严密	

排查。

为了对每一位消费者负责，为了让您天天都能喝上放心奶，伊利

在行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yili.com

（《新京报》�008	年	9	月	�8	日	A�1	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则广告，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008	

年	9	月	11	日，卫生部公布，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

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

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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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	

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之

后国家质检局对国内乳品企业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等进行全面排查，蒙

牛、伊利、光明等知名免检品牌均有一些批次的奶制品被查出含少量三

聚氰胺。一时间，国内乳品企业陷入消费者的信任危机。	

伊利公司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推

出这则名为“伊利报告”的广告的，我们所引述的是出现在报纸上的平

面版本。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庞大的修辞行动，首先让我们来确定构成

这一修辞行动的交流三角的各个要素。这一广告并没有启用某位具体的

形象代言人，而是以伊利公司的口吻展开陈述。广告词里几个关键句子

的主语都是“伊利”，如开头的“伊利郑重承诺”，中间的“伊利为弥

补安全疏漏……在全国展开‘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以及结尾的

“伊利在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广告中正面出现的“伊利”并	

不是一个模糊、暧昧、捉摸不定的抽象机构，而是一个表现出决心、	

勇气和诚信的团队，这一点体现在“伊利郑重承诺”、“伊利在行动”等

句式上，也体现在“�0,000	多名员工直接参与，�,000	多名监察人员进

驻全国各地产品售卖点，引进	700	多台检测设备，对	�,000	多批次产品

彻底排查”等数据和数据后直面问题的伊利人身上。在修辞学研究中，	

隶属于修辞者的特性、气质、道义、信仰等被称为修辞者的“个人形象”	

（ē thos）。这则广告之所以急于建立伊利公司有决心、肯承担的	ēthos，正

是因为在毒奶粉事件后伊利公司原来相当正面的形象瞬间倒塌。	

那么这则广告的受众究竟是谁呢？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回答是每

一个看到这则广告的读者，但是读者与读者之间在年龄、职业、地域、

教育程度、性情、奶制品的消费态度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我们

也可以进一步回答这则广告针对的是乳制品的潜在消费者（potential	

consumer），不过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差异。在广告正文

中，受众两次被尊称为“您”（“让您喝的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	

“为了让您天天都能喝上放心奶”），还有三次被描述为“消费者”（“消费

者可以放心饮用”，“让消费者早日喝上放心奶”，“为了对每一位消费者

负责”）。“您”似乎是直呼那个正在浏览广告的“你”，这种直呼形式显

然缩短了“伊利”和“你”之间的距离；而“消费者”则似乎涵盖了除

了你之外其他所有可能对伊利乳制品感兴趣的人，这就拓展了这则广告

意欲面对的受众。我相信广告中第二人称代词的尊称形式（“您”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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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第三人称名词短语的同时使用应该不是广告策划者的随意	

之举。

下面再来看看这则广告涉及的主题（subject-matter）和承载及体现

主题的文本（text）。它的主题是伊利公司承诺市场上销售的伊利牛奶符

合国家食品安全规定，请消费者放心饮用；文本则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

的一段时间里每天出现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上、占	

半幅版面的平面广告。该广告文本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应该是它的绿色

基调，除了整幅广告配绿色边框外，共有五行承载最重要信息的文字也

采用绿色字体，包括开头四行的“伊利报告”、“伊利郑重承诺”等。在

食品行业，绿色通常携带环保、安全、不添加农药化肥等正面意义，所

以绿色的选择应该是经过广告策划者深思熟虑的。在绿色基调中有两抹

红色格外抓人眼球，一处是左上角的伊利商标（“伊利”二字为红色），	

一处是正中间的“放心奶”标志，一颗红心上赫然印着“放心奶”三个

蓝色字。两处标志所占空间均不大。这种版面布置不仅避免了通篇绿色

的单调，也以不太张扬的态度提醒读者关注和信任正在经历信任危机的

伊利公司。

整篇广告中最大号的字体给了“伊利郑重承诺”，然后是“伊利‘放

心奶’大行动，让您喝的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这三行合起来其

实是一句话，也是这则广告希望能深入读者心中的主旨。这可以说是一

种开宗明义的做法，广告策划者之所以没有选择使用一些更婉转曲折的

方式来传达这一信心，恐怕是因为在毒奶粉事件后消费者信心全失的大

环境下，任何看似聪明的文字游戏都只会增添消费者的反感。不过，广

告策划者仍然在巧妙运用修辞策略进行游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

是数字的运用，例如强调	9	月	11	日和	9	月	17	日两个日期（前者是“三

聚氰胺”事件爆发的时间，后者是伊利牛奶经检查完全合格的起始日）；	

强调“三保三清”和“发现一包销毁一批”；强调“新出厂的产品	��	小

时全程监控，合格一批出厂一批”；强调“�0,000	多名员工直接参与，	

�,000	多名监察人员进驻全国各地产品售卖点，引进	700	多台检测设备，	

对	�,000	多批次产品彻底排查”。广告策划者之所以罗列这些数字，是因

为数字通常比文字说明显得更直观、客观、有说服力和专业水准。

至于伊利广告正文所体现的风格特点，首先是长句为主，兼顾短

句。这则广告由八个句子组成，字数分别是	�0、��、�9、��、80、�1、	

�7	和	�9，最长的句子为数字密集排列的第	�	句，句子的平均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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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个字。最长的第	�	句同时体现了该广告在句式上的第二个特点，	

即排比句的使用：第	�	句有	�	个含阿拉伯数字的短句并列在一起，第	7	

句的前半部分“从原料奶到各个生产流程，再到物流配送”是两个动词

短语的排比，而最后一句的两个“为了”是状语从句的排比。长句相对

短句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加重语气的凝重和庄严；排比句突出

的是一种气势和决心。考虑到这则广告推出的特殊时间，这种句式上的

安排应该也是广告策划者们有意为之的。

除了长短句相结合和排比句的运用，这则广告在风格上的另一大特

点是语言平实，选用最日常、最普通的词汇，极少装饰。在全部八句话

共	�01	个字里，没有出现任何生僻、复杂的字，形容词用得很少，副词

也只出现了六个，分别是最普通的“郑重”（郑重承诺）、“完全”（完全

合格）、“放心”（放心饮用）、“直接”（直接参与）、“彻底”（彻底排查）	

和“严密”（严密排查）。单看这则广告，也许我们对这一特点还很难体

会，但若是将这则广告与一些流行的化妆品广告、汽车广告、酒类广告

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后面这些广告在语言风格上通常要华丽得多。

虽然只有八句话，但是这则广告还是可以区分头、中、尾三个部

分，分别是：

●	 承诺每一包伊利牛奶都是放心奶。（第	1—�句）

●	 介绍“伊利放心奶”系列大行动的具体步骤。（第	�—7	句）

●	 再次强调伊利在行动。（第	8	句）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则广告虽然简短，但结构相当精密、	

完整。在开宗明义之后，随即在广告的主体部分提供证据（也就是修辞

学中所说的	proof），告诉消费者伊利为何能做这样的“郑重承诺”，以及

为了实现这一“郑重承诺”，伊利采取了哪些果断的措施。最后再次强

调，“伊利在行动！”，照应开头，同时也是进一步彰显决心。

笔者以为，这则广告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恰恰是末句的“伊利在行

动！”。这句简洁的口号有一种掷地有声的效果，让人感到在面对一场空

前的信任危机时，一个大企业的痛定思痛。当然，判断这则广告是否成

功，最终还是要看有多少读者接受了广告所传达的信息，愿意相信伊利

公司的承诺，并（重新）开始或继续选购伊利牛奶。这里不妨也指出这

则广告在修辞上的几个疏漏之处：第	�	句话末尾的“在全国展开‘伊利

放心奶’系列大行动”似乎应改为“在全国开展‘伊利放心奶’系列大

行动”，因为“展开”作及物动词时，很少搭配“行动”；与“行动”搭

出片修辞学：理论与实践.indd   21 2011.3.8   6:39:40 PM



��

修辞学：理论与实践

配的及物动词一般是“开展”。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通篇广告所采

用的第三人称口吻，这并不是广告策划者唯一的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

采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即自称为“伊利”）显得郑重、庄严，但同

时显得疏离；第一人称（即自称为“我/我们”）显得亲切、温和，但同

时也显得随意。在三聚氰胺事件所引发的乳制品业的信任危机里，是打

积极礼貌牌更能赢得人心还是打消极礼貌牌1更有说服力呢？这恐怕是广

告策划者和公司决策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还有一点，即第	�	句所列举的

数字都是约数，而不是精确的数字，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以理服

人、用事实说话的效果？

之所以在此节花相当的篇幅来分析一则广告，是因为在分析过程

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次修辞行为会涉及哪些方面，以及本书将要尝

试的修辞批评究竟会如何展开。

练习�

下面是埃森哲（Accenture）公司推出的一则英文广告，刊登在	�009	

年	�	月	9	日的	Wall Street Journal	上。埃森哲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管理

咨询、技术服务和外包机构，其定位是“帮助客户确定战略、优化流程、	

集成系统、引进创新、提高整体竞争优势，从而成就卓越绩效”�。请你

试着从修辞者、受众、主题、结构、风格等角度对这则广告进行修辞	

分析。

We	face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But	while	some	organizations	struggle	

to	survive,	others	will	emerge	even	stronger.	How	can	you	give	your	company	

an	edge?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s,	based	on	your	unique	strength,	is	more	

critical	 than	ever.	Whether	your	goal	 is	maintaining	your	market	position	or	

improving	it,	 flawless	execution	is	a	must.	Having	worked	for	decades	with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through	up	cycles	 and	down—

we	have	 the	experience	 to	help	you	come	out	on	 top.	At	a	 time	when	 it’s		

1	“消极礼貌”和“积极礼貌”是语用学中的两个概念，前者指顾及对方的负面面子，表现

出尊重；后者指顾及对方的正面面子，表现出亲密。参见蓝纯（�007）。

�	 来源：http://www.accenture.com；访问日期：�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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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er	than	ever	to	be	a	Tiger,	it’s	even	more	crucial	to	know	what	it	 takes.	

Talk	to	us	to	see	how	we	can	help.1

3.2 诸葛亮舌战群儒

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以广告为代表的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修辞

行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实不然。我们在第�节已经看到，在西方，修	

辞现象的出现和修辞理论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在中国，汉	

语中的修辞现象也早在汉语诞生时就已产生（易蒲、李金苓	1989：�9）。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汉语修辞的例子来自大多数读者耳熟能详的《三	

国演义》。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

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中，曹操统军百万，兵临

城下，孙权面临是降还是战的艰难抉择。文官武将轮番上场游说，为了

各自的利益展开修辞策略和技巧的大比拼。在下面的节选中，我们把关

注点放在鲁肃、诸葛亮和周瑜身上。这三位都是主战派，但是他们劝说

孙权与曹操决一死战的方式却很不同。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1	 	 	 却说鲁肃、孔明辞了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二人在舟中

共议，鲁肃谓孔明曰：“先生见孙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

孔明曰：“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及船到岸，肃请孔明于

馆驿中暂歇，先自往见孙权。

	 �	 	 	 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闻鲁肃回，急召入问曰：“子敬往江

夏，体探虚实若何？”肃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禀。”权将曹操檄文

示肃曰：“操昨遣使赍文至此，孤先发遣来使，现今会众商议未定。”

肃接檄文观看。其略曰：

	 �	 	 	 “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

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

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	 	 	 鲁肃看毕曰：“主公尊意若何？”权曰：“未有定论。”张昭曰：	

1	 这则广告的收集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语言学专业�008级研究生闫建设、张超、	

郑霞、赵洁。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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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且主公大势

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

不可敌。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众谋士皆曰：“子布之

言，正合天意。”孙权沉吟不语。张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

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孙权低头不语。

	 �	 	 	 须臾，权起更衣，鲁肃随于权后。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	

“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

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

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

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	

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权叹曰：“诸人

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

也！但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

	 6	 	 	 肃曰：“肃至江夏，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可问之，	

便知虚实。”权曰：“卧龙先生在此乎？”肃曰：“现在馆驿中安歇。”	

权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见。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

俊，然后升堂议事。”

	 7	 	 	 肃领命而去。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又嘱曰：“今见我主，切不

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见机而变，决不有误。”肃乃引孔

明至幕下。……

	 8	 	 	 ……引至堂上，孙权降阶而迎，优礼相待。施礼毕，赐孔明坐。

众文武分两行而立。鲁肃立于孔明之侧，只看他讲话。孔明致玄德之

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

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

	 9	 	 	 献茶已毕，孙权曰：“多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见，	

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无学，有辱明问。”权曰：“足下近在新

野，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孔明曰：“刘豫州兵

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权曰：“曹兵共有

多少？”孔明曰：“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权曰：“莫非诈乎？”	

孔明曰：“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

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军二三十万：以此

计之，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

10	 	 	 鲁肃在旁，闻言失色，以目视孔明，孔明只做不见。权曰：“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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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

将，何止一二千人！”权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复有远图乎？”	

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江东，待取何地？”	

权曰：“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孔明曰：

“亮有一言，但恐将军不肯听从。”权曰：“愿闻高论。”孔明曰：	

“向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

天下。今操芟除大难，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

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

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

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权未及答。孔明又曰：	

“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权曰：“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

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

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

11	 	 	 孙权听了孔明此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众皆

哂笑而散。鲁肃责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宽洪大度，

不即面责。先生之言，藐视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

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肃曰：“果有良

策，肃当请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

我一举手，则皆为齑粉矣！”肃闻言，便入后堂，见孙权。

1�	 	 	 权怒气未息，顾谓肃曰：“孔明欺吾太甚！”肃曰：“臣亦以此责

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轻言，主公何不

求之？”权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

见，几误大事。”便同鲁肃重复出堂，再请孔明叙话。权见孔明，谢

曰：“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罪。”孔明亦谢曰：“亮言语冒犯，望乞

恕罪。”权邀孔明入后堂，置酒相待。

1�	 	 	 数巡之后，权曰：“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

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

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

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孔明曰：“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

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

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

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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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

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

之。”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

商议起兵，共灭曹操。”遂令鲁肃将此意传谕文武官员，就送孔明于

馆驿安歇。

	 	 	 ……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

1	 	 	 次日清晨，孙权升堂。左边文官张昭、顾雍等三十余人，右边武

官程普、黄盖等三十余人，衣冠济济，剑佩锵锵，分班侍立。少顷，

周瑜入见。礼毕，孙权问慰罢，瑜曰：“近闻曹操引兵屯汉上，驰书至

此，主公尊意若何？”权即取檄文与周瑜看。瑜看毕，笑曰：“老贼以

我江东无人，敢如此相侮耶？”权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

与众文武商议否？”权曰：“连日议此事，有劝我降者，有劝我战者。吾

意未定，故请公瑾一决。”瑜曰：“谁劝主公降？”权曰：“张子布等皆

主其意。”

�	 	 	 瑜即问张昭曰：“愿闻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挟天子

而征四方，动以朝廷为名。近又得荆州，威势越大。吾江东可以拒操

者，长江耳。今操艨艟战舰，何止千百？水陆并进，何可当之？不如

且降，更图后计。”瑜曰：“此迂儒之论也！江东自开国以来，今历三

世，安忍一旦废弃！”权曰：“若此，计将安出？”瑜曰：“操虽托名汉

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有江东，兵精粮

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且操今此来，多

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	

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	

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

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	

正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屯夏口，为将军破之！”权矍然起

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所惧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

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卿言当伐，甚合孤意。此天

以卿授我也。”瑜曰：“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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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

同！”言罢，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

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

（选自罗贯中，《三国演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000：180—

18�）

我们先来看看鲁肃。他是周瑜的好友，在孙权继位后为周瑜推荐，	

仕于孙权，成为一名深受器重的谋士。赤壁之战时，鲁肃力主抗曹，出

使联合刘备，并协助诸葛亮、周瑜说服孙权。在上述节选的开头，孙权

将曹操的战书给鲁肃看，意在征求他的意见。鲁肃并没有贸然作答，而	

是先问孙权：“主公尊意若何？”孙权是主公，鲁肃只是谋士，君臣有

别，鲁肃的谨慎既是对孙权的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保护。在目睹了以张

昭为首的一群文官力主投降、而孙权沉吟不语之后，鲁肃尾随孙权离开

众人，待孙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之后，鲁肃才和盘托出自己

的观点，“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

操。”这是鲁肃的主要论点（这种以简短而击中要害的文字概括自己主要

观点的修辞手法被称为“警策”，由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提出1），在	

接下来的简短铺陈中，鲁肃将心比心为孙权着想，说明为什么谁都可以

投降曹操，惟有孙权不能。鲁肃的一番言论得到了预期的效果，“权叹

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

赐我也！’”鲁肃的修辞策略可以概括为设身处地，以情动人。

诸葛亮就不同了。首先他的身份和立场与鲁肃不同，鲁肃是孙权的

谋士，处处维护孙权的利益；而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殚精竭虑为刘备

谋划。在曹操大敌当前之际，孙权抗曹是符合刘备的利益的，所以诸葛

亮此行的任务是说服孙权，联合抗曹。诸葛亮所采取的修辞策略迥异于

鲁肃。鲁肃曾再三叮咛“先生见孙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因

为鲁肃深知孙权对曹操的实力怀有忧虑；而诸葛亮却在一晤之后当即决

定“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其实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家就都注意到说话作文要考虑对象，不	

仅对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例如《论语・乡党》记载，“朝，与下大

1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

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陆机《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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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说的是孔子在与地位稍低的	

“下大夫”谈话时持一种语调和神态，而在与地位高的“上大夫”说话时

则持另一种语调和神态），而且要注意对方的神态，研究对方的心理，理

解对方的语意，韩非子更是将游说君主的经验概括为“在知饰所说之所

矜而灭其所耻”，即懂得夸大被游说对象自以为得意之处，掩饰其认为可

耻之处（易蒲、李金苓	 1989：�9—60）。应该说，面对曹操大兵压境的

孙权，一方面并不敢对江东的军事实力感到骄矜，又对曹操的兵力深感

畏惧；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乱世豪杰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种畏惧又深以

为耻。诸葛亮正是抓住了孙权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灭所说之所矜而

饰其所耻”，采用激将法，诱使孙权最终接受自己的游说。

诸葛亮的激将法是分好几个步骤进行的。宾主落座，在简短的客套

之后，孙权摆出求教的姿态，一连问了四个问题，分别是：“曹兵共有多

少？”，“莫非诈乎？”，“曹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今曹操平了荆、楚，	

复有远图乎？”诸葛亮深知孙权期待的答复是什么，忧惧的答复又是什

么，却不动声色地将孙权忧惧的答复以最夸张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	

在介绍曹操的马步水军约有一百多万之后，又深怕孙权不相信似地加了

一句，“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在回答曹操下一步的打算是

什么时，以不屑的反问句式抢白，“即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

江东，待取何地？”经过了这样的夸张和反问，孙权想必已经十分恼怒，	

但他仍强压怒火地请教：“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

决。”孙权内心和表情的变化一定逃不过诸葛亮的眼睛，但他只按照既定

的游说策略继续，以排比兼反问为孙权做了他最不甘心的选择：“若能以

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

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至此，诸葛亮完成了激将的第一步：挑衅。

此时的孙权几近恼羞成怒，不过他毕竟是孙权，出言反驳道：“诚如

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诸葛亮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家主公若不能成就

霸业，那是天意，但无论如何，身为“王室之胄”，“安能屈处人下乎！”	

进一步抬高刘备，藐视孙权，孙权的反应是“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

入后堂”。至此，诸葛亮完成了激将的第二步：激怒。

在鲁肃从中斡旋之后，孙权对诸葛亮“置酒相待”，而诸葛亮也如

自己所愿地进入了游说的第三步：谋划。在谋划中，诸葛亮一方面强调

己方虽新败曹操，但实力尚存；另一方面历数曹军远途劳顿、不习水战

等劣势，弱化曹军的实力。一番言语令孙权大悦，决定“即日商议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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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灭曹操！”。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个成竹在胸、手段高超的辩士和说

客，善于运用激将法等策略和夸张、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实现自己的

目的。

如果说鲁肃的设身处地令孙权感动，诸葛亮的游说令孙权疑虑初

消，那么真正让孙权决意抗曹的则是周瑜。这固然归功于周瑜过人的韬

略，但也与他的特殊身份分不开——他是孙权的哥哥孙策的好友、连

襟，孙策在临终之时便嘱咐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周瑜的游说策略既不同于鲁肃，也不同于诸葛亮。有了鲁肃和诸葛亮的

工作做铺垫，周瑜的游说开门见山，他询问“主公尊意若何？”，驳斥主

降派的观点是“迂儒之论”，然后便洋洋洒洒地端出自己的观点：首先立

意，曹操是汉贼，将军仗父兄余业，当为国家除残去暴。其次列举曹操

所犯的兵家四忌，证明自己观点的可行性。然后结语，愿领军出战，为

孙权破敌。孙权矍然起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至此，鲁肃、诸葛

亮、周瑜三人联手，基本完成了对孙权的劝说。虽然在第四十四回接下

来的文字里还有点后续的尾巴，但是孙权决定抗曹的主调是定下来了。

在上述节选中，鲁肃、诸葛亮和周瑜所做的都是古典修辞学家们称

为议政演讲的行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议政演讲所使用的主要手

段是	exhortation	和	dissuasion，可动用的主要话题（topic）包括什么是

值得一做的，什么是不值得一做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什么是可能招

致伤害的，等等。换句话说，当我们力图劝说他人采取某种行动或接受

某种观点时，我们就得证明我们所鼓吹的行动或观点要么本身就是好的、	

正义的、对的（因此值得尝试），要么能给他人带来利益和好处（因此也

值得一试）。鲁肃和周瑜劝说孙权与曹操决战，因为这将有利于东吴地

位的巩固和孙权未来的霸业；诸葛亮劝说孙权与刘备联合，共同对抗曹

操，因为这将有利于曹、刘、孙三家鼎足之势的形成。

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无论是鲁肃和周瑜的劝谏，还是

诸葛亮的游说，虽然长度各异，却都是结构井然的演讲，都有引言

（exordium）、陈述（narration）、论证（proof）和结尾（peroration）等四

个部分。以诸葛亮为例，他的游说可以分为孙权置酒款待之前和之后两

篇，而前后两篇又都可看出引言、陈述、论证和结尾的结构。

最后补充一点，上面的《三国演义》节选呈现的是当代社会也经常

上演的一幕：甲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为了某种目的劝

说乙方去做某事或认可某事。例如，一个小男孩请求父亲允许他把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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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摄像机带去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美容店、美发店雇佣的托儿在

大街上拉住过往的行人，力劝行人去自己的店里体验“免费”服务；公

司的董事会上各位董事为了各自的利益游说决策者进行或不进行某种商

业行为；校领导找某位教师谈话，恳请他/她出任系主任，等等。在一定

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像求婚（“嫁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你幸福”）、填写项

目申请书（“请批准这个项目吧，我一定会把它做好”）之类的行为也都

是需要动用很多修辞策略和技巧的劝说行为。

练习2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荷马史诗	Iliad	的节选。在	Iliad	第九卷，Odysseus1，	

Phoinix	和	Ajax�	来到	Achilles�	的大营，请求他重返前线。在第一卷中，

希腊军队的统帅	Agamemnon�	抢走了	Achilles	俘获的一个女奴	Briseis,	

Achilles	十分恼怒，当即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了战场。这之后，希腊军队

屡战屡败，陷入绝境。为了挽回败局，Agamemnon	只有劝说	Achilles	回

心转意，重返前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派出了由	Odysseus,	Phoinix	

和	Ajax	组成的特使团来游说	Achilles，由此上演了西方文学作品中非常

经典的一幕劝说。在下面的节选中我们将看到的是	Odysseus	如何力劝	

Achilles。请读者参照前文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分析，尝试解析	Odysseus	

动用了哪些修辞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游说目的。

The Envoys Plead with Achilles�

1	 	 	 “Your	health,	Achilles!	With	all	these	appetizing	dishes	to	dispose	of,	

we	cannot	complain	of	our	rations,	either	in	my	lord	Agamemnon’s	hut	or	

here	again	in	yours.	But	at	the	moment	the	pleasures	of	the	table	are	far	from	

1	 Odysseus,	in	Greek	legend,	a	Greek	hero,	ruler	of	the	island	of	Ithaca	and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Greek	army	during	the	Trojan	War.	Homer’s	Odyssey	recounts	Odysseus’s	adventures	and	

ultimate	return	home	ten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roy.	

�	 Ajax,	in	Greek	mythology,	mighty	warrior	who	fought	in	the	Trojan	War.

�	 Achilles,	in	Greek	mythology,	greatest	of	the	Greek	warriors	in	the	Trojan	War.

�	 Agamemnon,	in	Greek	mythology,	king	of	Mycenae,	and	commander	of	the	Greek	forces	in	the	

Trojan	War.

�	 节选自：Homer,	Illiad,	trans.	by	E.	V.	Rieu.	Penguin	Classics	19�0,	pp.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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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houghts.	We	are	confronted	by	a	disaster,	your	highness,	the	magnitude	

of	which	appals	us.	Unless	you	rouse	yourself	 to	fight,	we	have	no	more	

than	an	even	chance	of	saving	our	gallant	ships	or	seeing	them	destroyed.	

The	insolent	Trojans	and	their	famous	allies	are	bivouacking	close	to	 the	

ships	and	wall.	Their	camp	is	bright	with	fires.	They	are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stop	them	now	from	swooping	down	on	our	black	

ships. Zeus the Son of Cronos has encouraged them, with lightning flashes 

on	the	right.	Hector1	has	run	amuck,	triumphant	and	all-powerful.	He	trusts	

in	Zeus,	and	fears	neither	man	nor	god	in	the	frenzy	that	possesses	him.	His	

one	prayer	is	for	the	early	coming	of	the	gracious	Dawn,	for	he	is	itching	to	

hack	the	peaks	from	the	sterns	of	our	ships,	to	send	up	the	ships	themselves	

in flames, to smoke us out and to slaughter us by the hulls. And indeed I am 

terribly	afraid	that	the	gods	may	let	him	carry	out	his	threats—that	it	may	be	

our	fate	to	perish	here,	far	from	Argos�	where	the	horses	graze.	Up	with	you	

then,	if	even	at	this	late	hour	you	want	to	rescue	the	exhausted	troops	from	

the	Trojans’	fury.	If	you	refuse,	you	will	regret	it	later,	for	when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there	will	be	no	mending	it.	Bestir	yourself,	before	that	stage	

is	reached,	to	save	the	Danaans	from	catastrophe.

�	 	 	 “My	good	friend,	when	your	father	Peleus	sent	you	from	Phthia	to	join	

Agamemnon,	did	he	not	admonish	you	in	 these	words:	‘My	son,	Athene	

and	Here,	 if	 they	wish	you	well,	are	going	to	make	you	strong.	What	you	

must	do	is	to	keep	a	check	on	that	proud	spirit	of	yours;	for	a	kind	heart	is	

a	better	thing	than	pride.	Quarrels	are	deadly.	Be	reconciled	at	once;	and	all	

the	Argives	young	and	old	will	look	up	to	you	the	more”?	Those	were	the	

old	man’s	precepts—which	you	have	forgotten.	Yet	even	so,	it	is	not	too	late	

for	you	to	yield.	Give	up	this	bitter	animosity.	Agamemnon	is	ready	to	make	

1	 Hector,	 in	Greek	mythology,	 the	eldest	 son	of	King	Priam	and	Queen	Hecuba	of	Troy.	 In	

Homer’s	Iliad,	Hector	is	the	greatest	of	the	Trojan	warriors.	As	commander	of	the	Trojan	forces	

he is instrumental in holding off the Greek army for nine years and finally succeeds in forcing 

the	Greeks	back	to	their	ships.

�	 Árgos,	city,	central	Greece,	 in	 the	Pelopónnisos	Region,	near	Corinth.	Árgos	dates	from	the	

Bronze	Age	and	is	believed	to	be	the	oldest	city	 in	Greece.	In	 the	Homeric	Age,	Árgos	was	

reputedly	ruled	by	the	warrior	Diom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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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mple	compensation	the	moment	you	relent.	If	you	will	 listen,	I	will	

enumerate	the	gifts	he	destined	for	you	in	his	hut.	Seven	tripods,	untarnished	

by	the	flames;	 ten	 talents	of	gold;	 twenty	cauldrons	of	gleaming	copper;	

and	twelve	powerful,	prize-winning	race-horses.	He	said	that	with	nothing	

more	than	the	prizes	they	had	won	for	him,	a	man	would	not	be	badly	off	or	

short	of	precious	gold.	In	addition,	he	will	give	you	seven	women,	skilled	

in the fine crafts, Lesbians whom he chose for their exceptional beauty as 

his	part	of	the	spoils	when	you	yourself	captured	the	city	of	Lesbos1.	These	

you	shall	have	from	him,	and	with	them	the	woman	he	took	from	you,	the	

daughter	of	Briseus.	Moreover,	he	will	give	you	his	solemn	oath	 that	he	

has	never	been	in	her	bed	and	slept	with	her,	as	a	man	does,	your	highness,	

with	a	woman.	All	 these	gifts	shall	be	put	in	your	hands	at	once.	Later,	 if	

the	gods	permit	us	to	sack	the	great	city	of	Priam,	you	must	come	in	with	

us	when	we	are	sharing	out	the	spoils,	load	your	ship	with	gold	and	bronze	

to	your	heart’s	content,	and	pick	out	 twenty	Trojan	women	for	yourself,	

the loveliest you can find after Argive Helen. And if in due course we get 

back	to	Achaean	Argos,	 the	richest	of	all	 lands,	you	can	become	his	son-

in-law,	and	he	will	treat	you	as	he	does	Orestes,	his	own	beloved	son,	who	

is	being	brought	up	there	in	the	lap	of	luxury.	He	has	three	daughters	in	his	

palace,	Chrysothemis,	Laodice	and	Iphianassa.	Of	these	you	shall	choose	

for	your	own	whichever	you	like	best	and	take	her	to	Peleus’�	house	without	

making	the	usual	gifts.	In	fact,	he	will	pay	you	a	dowry,	a	generous	one,	

bigger	than	anybody	has	ever	given	with	his	daughter.	Not	only	that,	but	he	

will	give	you	seven	fine	towns,	Cardamyle,	Enope	and	grassy	Hire;	holy	

Pherae	and	Antheia	with	its	deep	meadows;	beautiful	Aepeia,	and	Pedasus	

rich	in	vines.	They	are	all	near	the	sea,	in	the	farthest	part	of	sandy	Pylos.	

Their citizens are rich in flocks and cattle. They would do homage and pay 

tribute	to	you	as	though	you	were	a	god,	acknowledging	your	sceptre	and	

1	 Lesbos,	island,	eastern	Greece,	in	the	Aegean	Sea,	off	the	coast	of	Turkey	(west	of	Izmir),	at	the	

entrance	of	the	Gulf	of	Edremit.

�	 Peleus,	in	Greek	mythology,	king	of	the	Myrmidons	in	Thessalía,	and	the	son	of	Aeacus,	king	of	

Aegina	(modern	Aíyina).	He	was	the	father	of	the	Greek	hero	and	warrior	Ach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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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ng	under	your	paternal	sway.	All	 this	he	will	do	for	you,	 if	you	

relent.	But	if	your	hatred	of	Atreides,	gifts	and	all,	outweighs	every	other	

consideration,	do	have	some	pity	on	the	rest	of	the	united	Achaeans,	lying	

dead-beat	in	their	camp.	They	will	honour	you	like	a	god.	Indeed,	you	could	

cover	yourself	with	glory	in	their	eyes,	for	now	is	the	time	when	you	could	

get	Hector	himself.	He	fancies	that	he	has	no	match	among	all	the	Danaans	

whom	the	ships	brought	here,	and	he	may	even	venture	near	you,	 in	his	

insensate	fury.”

Odysseus	是荷马史诗里最具辩才的英雄，在上述节选里他对	Achilles	

所做的一番游说虽然篇幅不算太长，却结构完整，引言、陈述、论证

和结尾四个部分井然有序，条理清晰。Odysseus	以一句祝酒词（“Your	

health,	Achilles！”）来开始他的游说，以此传达他的善意，同时也是在

努力消除	Achilles	的怒气和戒备，使后者进入一种更容易听进去下面	

Odysseus	将要说的话的状态——这也是多数修辞者在修辞行动伊始会采

取的策略。

紧接着，Odysseus	话锋一转，进入陈述部分，极尽语言之能事向

Achilles	描述自他撤离战场后希腊军队节节败退的惨状和特洛伊军队所向

披靡的辉煌，二者形成鲜明的反差。似乎连	Zeus	都抛弃了希腊人，而格

外垂青特洛伊人。Odysseus	尤其着力描述了特洛伊主将	Hector	不可一世

的狂傲和嚣张——这里精明的	Odysseus	像面对孙权的诸葛亮一样，运用

了激将法。

接下来	Odysseus	进入论证部分。他搬出的第一条论据是提醒	Achilles	

当日出征之时父亲的叮嘱：父亲深知他天性狂狷，又自命不凡，所以一再

嘱咐他戒骄戒躁。Odysseus	搬出的第二条论据是详细列举	Achilles	将从希

腊主帅	Agamemnon	那里得到的赏赐——只要他回心转意，重返前线。无	

论古今，当我们游说他人做某事时，所动用的策略归根结底都会落实到

这件事情将给被游说者带来的利益上，Odysseus	也不例外。人们期待的利

益很多，如财富、健康、荣誉、特权、美女（对于男权社会的男性而言），	

Odysseus	把重点放在了财富和美女上，不仅不避啰唆地一一列举	Achilles	

将得到的金银财宝，还特别说明	Agamemnon	会归还掠走的女俘，并且会

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	Ach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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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妨指出精明的	Odysseus	在转述	Agamemnon	的种种许

诺时是有所保留的，他没有讲述	Agamemnon	最后所说的一句关键的话：	

“All	this	will	I	accomplish	so	he	but	cease	from	wrath.	Let	him	yield;	Hades	I	

ween	is	not	to	be	softened	neither	overcome,	and	therefore	is	he	hatefullest	of	

all	gods	to	mortals.	Yea,	let	him	be	ruled	by	me,	inasmuch	as	I	am	more	royal	

and	avow	me	to	be	the	elder	in	years.”这句话透露了Agamemnon	不得不暂

时向	Achilles	低头的不情愿、不甘心和他所做许诺的缺乏诚意——而这

是当然不能让	Achilles	知晓的。

Odysseus	在结语里提醒	Achilles，如果他能带领希腊军队打败	Hector

和特洛伊人，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父亲的叮嘱	Achilles	也许可以不顾，	

金钱和女人这些身外之物	Achilles	也许可以嗤之以鼻，但是个人荣誉

Achilles	恐怕是难以完全放下的，因为对于那个年代的武士来说，荣誉是

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说，Odysseus	把最强有力的一个论据留到最

后，是为了让这个论据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威力。

尽管荷马时代和三国时代离我们都已经很遥远，但是今天的我们

跟古人在修辞行为和喜欢采用的修辞策略和技巧等方面都没有实质性

的差异。我们依然经常需要游说，我们在游说时也依然喜欢投对方所

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简言之，就是动用“all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any	given	case”。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所秉持的价值

观也许会发生改变，但最基本的情感和动机则不会改变。

小结

本章从对比汉语修辞学与英语	rhetoric	的异同开始。汉语修辞

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题旨和条件下如何对语言素材进行调

整、加工、润色，如何运用修辞方式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学科”（吕

煦	 �00�：�），而英语的	rhetoric	可以粗略地界定为	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

本章第	�	节回望历史。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可分为六个主要阶段，分别

是：古典修辞学、中世纪修辞学、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新古典主义修辞

学、19	世纪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顾曰国	 1990：1�）。贯穿西方修辞学

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不变成分是西方的“修辞学思维方式”，即“目的论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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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汉语修辞学史则可划分为萌芽期、奠定基础期、初步建立期和发

展期等几个阶段。“综观我国古代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除先秦着重于口

语修辞、论辩修辞外，自汉代以后便转入书面语修辞；单就书面语修辞

论而言，主要贯串着文论修辞论、诗论（包括词论）修辞论、戏曲修辞

论、小说修辞论等四条线”（易蒲、李金苓	 1989：�—�）。

西方古典修辞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传统，即人文传统与文体

风格传统，后者是从前者分离出来的（顾曰国	 1990：1�）。在人文传统

下，修辞活动被看作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与人文传统相

比，文体风格传统强调奇特、新颖、华丽的表达手段和由此形成的文体

风格，表现出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能的倾向（同上：1�）。	

公元前	�	世纪，随着古希腊并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文体风格传统逐渐

从人文传统分离出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对诗歌语言的重

视，文体风格传统蓬勃发展，几乎完全取代了人文传统。

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的并存和分野也体现在中国的修辞学发展

中。汉语修辞学在萌芽时期也是主打人文传统，但进入两汉后，随着高

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的确立，游说和辩论都退出社会生活，汉语修辞学也

一次性地永久脱离了口语，脱离了劝说，转而关注书面语修辞，从人文

转向文体风格。不过，在西方，人文传统虽历经波折，却始终没有完全

消失，并且在	�0	世纪的美国得以重振；而在中国，人文传统自两汉以后

几乎再无人提起，直至当代，我们所讲的“修辞学”仍是专指文体风格

传统的书面语修辞学。

本章第	�	节以一则汉语广告和节选自《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舌战

群儒》为例，分析了当代和古代汉语中典型的修辞行为和修辞语篇。在

分析过程中，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修辞行为涉及哪些方面，本书关注的

修辞语篇究竟包括哪些，以及将要尝试的修辞批评会如何展开。

章末练习

1.	 请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汉语修辞学与英语	rhetoric	的异同。

�.	 请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修辞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传统和文体风格传统。

�.	 请参照	�.1	节和	�.�	节的例子，对下面这三则广告从修辞角度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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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居然之家广告

2008年9月29日—�0月5日，在居然之家北京四店所有家具建材专卖店、乐

屋家装设计中心、丽屋五金涂料超市、尚屋家具生活馆累计消费

满1,000送�00	满10,000再送�00

居然之家是以“美化家居”为目标，为顾客提供设计、材料、家具

及家居用品等“一站式”服务，集家装设计中心、建材超市、家具建材专

卖店、家居用品商场为一体的高档家居建材主题购物中心，是“先行赔

付”和“环保装修”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年销售额80亿元，在中国家居建

材界占据着重要的行业地位。

“一站式”购齐

从设计到装修，从材料到家具，从家居用品到家居饰品，也就是说

从您拿到房子钥匙到正式入住，所有消费都可以在居然之家实现。

先行赔付

当您的消费出现问题时，不用您同商家扯皮，由居然之家先向您赔

付；装修后若空气质量不合格，全额退还装修款；所售商品价格若超过其

他卖场，差价部分双倍返还；所售商品在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

中高档定位

荟萃国内外知名的家具建材品牌，实现超市、商场、品牌专卖店等

多种业态的有机结合，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具建材主题购物中心和博览

中心。

（《新京报》�008年9月�9日A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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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雪莲羊绒产品广告

活动期间，购买雪莲羊绒产品满1,000元，

可获赠一张雪莲形象大使李冰冰首张

专辑“自己”；

购买任意雪莲产品，均可获得一本《雪莲

格调SHOW	LOTUS	LIFE	STYLE》杂志。

详情请咨询店内导购人员。

活动时间：�008年9月�0日—10月1�日

（《新京报》�008年9月�9日A10版）

例� 苏宁电器广告

中国“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标志着一个世界新时代的真正开始。

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胜利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又一项伟大壮举！

“神七”飞天是人类共同发展的伟大成果，

是中华儿女展翅翱翔，创造新梦想的世纪飞越！

（《新京报》�00�年�月��日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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