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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汉语母语者的160份复述文本与其原文进行以小句为单位的逐句比对，发现其
中出现了6484对复述句对。从其生成的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改换词语和重铸整句两大
类。以语用学原理对这些复述句进行分析，发现与以往研究的复述现象不同的是：句
对间往往不具有相同的逻辑语义真值，但在特定语境下却能传达同一个语用意义，具
有等效的语用功能。这说明在自然语言处理中，识别进入真实交际中的复述句不仅依
赖语法、语义知识库，还需要借助含有语用知识和语境信息的知识库。
关 键 词 ： 复述句 ；语用 ；生成方式 ；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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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tic Study of Generation Method of Paraphrase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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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160 paraphrase sentences of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r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text sentence by sentence,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6,484 pairs of
paraphrase sentences. From the way of its genera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change of words and the recasting of whol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pragmatic princi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aphrase differs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that sentence pairs often do not have the same logical semantic truth value, but they
can convey the same pragmatic meaning and have equivalent pragmatic functions in
a specific context. This shows that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he recognition
of paraphrase sentences in re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knowledge
base of grammar and semantics, but also on the knowledge base containing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Keywords: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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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复述”被认为是对相同语义的不同表达（Barzilay & Mc Keown，2001，
转引自赵世奇，2009）。Glickman et al （2011）认为识别语义上等同的文本片段是文本理解应
用的一项基础工作，因而G.M.Olson认为“复述”是判别计算机是否理解自然语言的标准之一，
宋睿等（2019）也认为这是一项“经典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任务”。目前复述的研究已取得相当
丰硕的成果（如胡金铭等，2013；刘明童等，2018），且应用在诸多领域中，如机器翻译、自
动问答、自动文摘等，其研究价值可见一斑。
与此相关的研究包括语义相似性计算（Liu et al，2011; 刘宏哲、须德，2012）、文本蕴涵
（郭茂盛等，2016），以及语料中同义词的识别和挖掘（郗亚辉，2016），这些都与近义表达
密切相关。
在这类研究中，归纳类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赵世奇等（2009）、姚振宇（2015）都
总结出了主要的几类复述现象，包括同义词复述、语态变换、语序变换、句子结构变化、基于
推理的复述等。马彬彬（2019）总结的13种复述现象，补充了外部知识引入、直述和间述变换
等几类。在文本蕴含方面，任函等（2017）归纳的16类蕴涵现象，主要包括词汇相同而语序不
同、词汇之间存在整体与部分、上下义关系等；金天华等（2019）考察了文本蕴含的成因，并
归纳了词汇、句法异构、常识和社会经验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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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复述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义表达所研究的对象中，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语言现象
多为脱离语境的词或句，仅着眼于其静态抽象的词义或句义，如李新良、袁毓林（2013）所考
察的动词蕴含关系只考虑词的概念义，并没有考虑语言单位在进入真实交际中所产生的语用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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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始关注语境语用因素的有刘松（2014）发现目前问答系统研究中缺少对语用信息的重
视，提出需要将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都引入问答系统。陈千等（2018）突破了前人
仅着眼于单句之间蕴含关系的局限，考察了多个句子与一个句子间的蕴含关系，指出这类蕴
含关系的识别需要借助背景材料的语义信息，且覆盖多个片段，同时还强调了这种现象的普
遍性和重要性。可以说，这项研究指出了在篇章中的同义表达不可忽略上下文的背景信息。
而陈龙等（2019）发现了非字面义词的处理是语言深度理解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从词典中发掘
出了3524个非字面义二字词；如“主流”一词，该文认为它一个义项为“比喻事情发展的主要方
面”，是其非字面义，而“河流的主要部分”，指的是具体的事物，是其字面义。但我们认为，任
何词的义项的确定无不依赖语境，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之下才能确定它此刻表示的是字面义还是
非字面义。
倪盛俭（2013）曾指出当前文本蕴涵研究存在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严重
缺乏，限于传统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他认为语言外的知识不可排除在外，语言的理解有
赖于语境，包括各类意象图式、脚本等。这方面在国外有研究者如Murray（2008）、Ofoghi
&Yearwood（2010）等利用从框架网抽取的基于事件的特征或脚本等来识别文本蕴含。而目前
国内汉语复述等同义表达的研究未见有这方面的突破。
总之，汉语当前已有的复述研究已取得不小的成果，但其中不足之处是：研究视角多限
于脱离语境的静态抽象的词汇和句子，属于“无语境”的意义研究模式，忽略了需要考虑语境
因素的篇章和话语中的复述现象。而任何语言单位只有在进入真实语用中，才有交际价值，
且生成它临时的语用意义。因为意义必须依赖语境（黄希敏，2011）；且交际中任何词语、
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语境都是一个影响词义的重要变量（王宁，2011）。何兆熊（1987）也
认为“话语”的语用意义在句子语义基础之上，还存在于字面之外的“言外之意”。这是因为话
语是实际交际中的词和句，必须从当下的情境来解答，它不像句子一样有固定的意义（Yule,
1996；Levinson，2000）。因而话语的理解往往需要一定的语用推理，从字面意义推断出其中
隐含的话语含意（姜望琪，2014）。据此，张绍杰、杨忠（1993）认为有些话语甚至并不具有
相同的命题内容，但其中隐含的语境意义、会话隐涵所传达的是同一个交际意图，如此构成“同
义结构群”。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集中关注在真实交际中为传达同一语用意义所采用的不同的表达方
式。因此，本文将从汉语母语者的复述文本及其原文中提取出复述句，以语用学的视角考察这
些进入使用状态的复述现象，揭示它们与游离于语境之外的语言单位的差异，补充现有研究的
不足，为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中对复述句研究提供基于语言事实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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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语用中复述句的获取

2
2.1

复述文本的来源

从现有公开的复述数据集来看，每个句子仅有一个或几个复述句，且多是基于传统的同义
词替换或句式变换，往往强调“语义丰富”，鲜见有考虑语用因素而凸显语用变化的复述句。因
此，尤为需要通过复述任务，驱动说话人或写作者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产出复述句，然后观察
此类受语用因素干扰的复述句的特征。
为此，我们在汉语母语者的两个群体——广州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和某高校本科三年级中
分别随机抽取两个班，每班总人数都超过40人。在这4个班级中分别采用4篇不同的原文（下
称“母文本”，字数均在1000字左右）进行复述测试。这4篇文章来自HSK六级考试中的写作测
试——缩写0 （详见表1）。这项“缩写”实质上是一项“读后脱稿笔头复述”，本文称其为“复
述”。要求如下：（1）阅读下面这篇文章，时间为10分钟，阅读时不得抄写、记录。（2）10分
钟后收回阅读材料。在35分钟内笔头复述原文，不少于400字。测试结束后收回复述文本，从每
班中随机选取出40份文本（下称“子文本”），共计160份。然后将手写的原始文本转写为电子文
档1 。
2.2

复述文本的分析方法

母文本标题（自拟）
乞丐搬砖
胡萝卜、鸡蛋和咖啡
两位司机
老医生和年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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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文本编号
01
02
03
04
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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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文本的比对，需要先将文本切分成一个个更小的单位，才能进行更精确的对应比
对。为此，我们尝试了词语、句子、小句等为单位，最终选定以“小句”为切分和比对单位。然
后确定了文本的分析步骤，具体如下：
步骤一：确定小句的切分标准
对于小句，在概念上我们采纳邢福义（1996）的界定。在形式上主要以逗号、句号等标点
符号为形式标记。在操作上，主要参照杨毅、冯文贺（2018）的做法。
步骤二：切分子母文本的小句
确定了比对单位以后，按照上述切分标准，对子母文本逐一进行小句切分，结果见下表1。
小句总数
88
74
97
76

子文本数量
40份
40份
40份
40份

160份

Table 1: 复述母文本及子文本数量相关信息

步骤三：人工对齐子母文本的对应小句
将子文本中与母文本小句句意匹配的小句逐一对齐成近义句对。如下表：
母句编号
0201
0202
0203

母文 本 02
一天，女儿满腹牢骚地向父
亲抱怨起生活的艰难，
她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生活，
好像一个问题刚刚解决，

子句编号
0201-1
0202-1
0203-1

子文 本 02-1
一天，女儿向她的父亲抱怨
生活的困难，
她好像不知道怎样应付生
活。
有时候刚解决了一个问题，

Table 2: 复述子母文本小句人工对齐比对示例2
根据母文本的编号对每一个子文本进行编号，如上据母文本02产出的第一个子文本编号
为02-1，依次类推。小句的编号如第二个母文本的第一个小句编号为0201，对应第一个子文本
的小句编号为0201-1，依次类推。
0

真题来自《新汉语水平考试真题集》2012版（HSK六级），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
本文仅关注文本的语义内容，故转写时对文中存在的语病做适当的修正，即根据我们母语者的语感，尽量还原
原作者的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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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复述句的类别及其数量分布情况

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对160个复述文本逐一进行以小句为单位的对齐和比对，从中提取出复
述句对共6484对。然后，分析发现这些句对可以归纳为两大类（本文主要考察句对之间没有信
息损耗的，其他类型句对将另文详述），具体如下表3：
复述句的类型
改换词语
重铸整句

说明
替换语用中词义相似的词语，句式结构和句义
一致
重组整句结构，句义保持
总计

频数
2352

百分比
36.27%

4132

63.72%
6484

Table 3: 篇章中复述句的类型总结

篇章中复述句的语用考察

3

以上我们从样本中提取到两大类共6484个复述句构成一个数据集。下面将以语用视角对这
个数据中的样例进行分类分析。
改换词语

20

3.1

这个乞丐很可怜，
向母亲乞讨。
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厨师。
她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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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0206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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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保持整句句式不变而替换局部个别词语的复述句，我们根据所替换的词语，将这类复
述句分为4个小类。
第一，改换指称方式。在汉语中具有指称功能的语词主要包括名词、名词性成分、代词和
零形式，称为“指称语”。进入篇章中的名词、名词性成分和代词往往具有具体的指称意义，但
对同一个对象的指称表达，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这种现象廖秋忠（1992）称为“指同表达”。
子母文本的比对中发现句间存在一些表达形式不同，但在具体篇章中具有相同指称意义的
指称语，其中人称指称语最多，例如：
0103-3
0302-23
0206-17
0202-38

他很可怜，
向我妈妈乞讨，
她父亲是一名著名的厨师，
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应付生活，

第二，替换语境下词义相同的词语。替换近义词是实现两个句子形成近义关系的常见手
段，样本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句对。但不同的是，有不少词语的替换，它们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
其近义关系往往不能成立。例如：
0234
0361
0156

喝了一口里面的咖啡。
像今天一早，我就碰到您，
. . . . . . 我有个秘密。”

0234-16
0361-22
0156-17

尝了一下（）。
就像今早我接到了你，
我有一个秘诀，

母句0234说女儿喝咖啡，前文是父亲让她看看咖啡豆煮过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她尝
试喝了一口。子句0234-22的“尝”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喝”在此处最确切的词义信息。第二例母
句0161是出租车司机对上了车的乘客“我”说“碰到您”，根据交际者的身份关系，司机“碰到”乘
客就是要把乘客“接到”某地。根据其社会关系和此时的行为活动，此时“碰到”即“接到”。
这即是词语在进入真实交际中，都会在其所在语境的制约下产生一个特定的“语用意义”，
即“此人此时此地用此句是此意”（戴耀晶，2011）。而复述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通过认知加
工，再现词语确切的语用意义。因而是该特定的语境促成了上述两词之间的近义关系。
第三，替换上下义词语。上下义关系是词汇系统中一种重要的语义聚合关系，但下面的这
些词对是在所在语境下的上下位词，词义有一定的信息差额，形成包孕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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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
0375

我能干，
母 亲 说 ：“我 们 不 能 接 受 你 的 照
顾。”

0319-3
0375-4

我能搬，
母 亲 说 ：“我 们 也 拒 绝 你 的 房
子。”

在没有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如上“干”和“搬”等词对并不构成上下义关系，但在这一情景之
下，说话人所说的“干”的具体所指即“搬”，复述者把该词的所指范围缩小、具体化。冉永平
（2012）、叶慧君（2018）把这种现象称为“语用收缩”。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推理过程，即寻求
某一词汇或结构在特定条件下的精确意义（Levinson，2000）。
下面这一例与前面几种情况是一个相反的推导过程，请看：
0172

挤在他们旁边看看夕阳才走，

0172-30

我就挤在那边看看风景才回去，

第四，替换模糊量表达。有些句子中出现了精确的数量表达，但在其子句中往往被替换为
约略笼统的含糊表达，如：
不信你每天来坐12个小时看看，
20分钟后，父亲关掉了火，

0120-1
0217-4

不信你每天坐十几个小时试试，
不久，父亲关掉了火。

20

0120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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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母句是出租车司机谈及自己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用的是精确描写法。而对应的
子句用了“十几个小时”这样的概数虽流失了一些信息，但这样的表达方式甚至更能传达说话人
此时想强调的工作时间长，与母句语用等同。而第二例文中父亲具体用了多长时间来煮并不重
要，子句替换为“不久”同样能产生与母句等效的语用功能。
这种模糊语言现象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模糊语言对语境具有
很强的依赖性（Channell，1994；Ruzait，2007）。冉永平（2012）则认为这种现象是话语中
的“语用松散”，即一个词汇或结构的四周分布着围绕其语义原型而出现的可能选项，构成一个
待选集合，不同的成员与语义原型的接近度不同。这恰好体现在我们的子文本中，即对于一个
原词、原句，不同的子文本有不同的再现方式，这些方式就形成了一个集合，但成员之间以及
与词语、结构都具有一定的近似性。
以上归纳了通过改换词语形成的复述句的4个子类。从样本中挖掘出来的语用中可以互相替
换的词语甚至词集中，都充分说明了语境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即语境可以促进或限制
语用中词语近义关系的建构。这验证了庞杨、张绍杰（2012）、庞杨（2015，2016）的研究结
论——词汇的同义关系除了依靠简单的语义联系，还需要通过语用推理机制在动态语境中调整
和选择而构建形成。因此，纯粹依赖以往的“同义词词林”等仅着眼于抽象词义的知识资源还远
远不够。
可见，基于语言事实，挖掘语用中词义的相似性（多词一义）和词义的相关性（一义多
词），并对此类词对近义关系形成的机制，以及如何形式化以实现机器的识别、表征和计算，
对知识库的建设乃至与语义相似性相关的实践应用都有所裨益。
3.2

重铸整句

绝大多数传统语法学、修辞学等所考察的“同义形式”和汉语“复述句”相关的研究都没有考
虑语境因素。而我们从复述文本中提取到大量句对恰恰高度依赖语境。我们将此类复述句归纳
为以下3个子类。
第一，推导言语行为意义。Austin（1962）指出,“言语行为”是人类言语活动的行为性质和
行事意义,是字面语力和间接的施为语力。在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中，说话人通过其话语意义传
达某一交际意图，完成某些功能，如拒绝、命令等，且这个用意是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语
境推断出来的。
样本中出现一些在言语行为意义上构成一致的近义句对，如：
0452
0226

不用担心啦，
看看有什么变化。

0452-9
0226-9

没什么大事，
然后说出有什么不同。

第十九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88页-第96页，海南，中国，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c) 2020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劝阻句0452是医生（说话人）劝阻病人（听话人）“担心”，这是医生的用意，即以言行
事；子句0452-9“没什么大事”则是以言指事。这两个话语都是要在听话人身上达到一个效果－
－让病人不要担心，促使他们放松、不担心，即“以言成事”（又称言后行为），这就是说者言
语行为的意义，即隐含的用意。
上述这些句对之间并不具有相同的字面意义，但都传达同一个交际意图，达到了同一个交
际目的。
此外，还有子文本将母句的言语行为进行抽象的，如：
0375
0309

母 亲 说 ：“我 们 不 能 接 受 你 的 照
顾。”
对乞丐说：“你帮我把这堆砖搬到屋
后去吧。”

0375-30

母亲不接受他的照顾。

0309-18

但是母亲还让他把砖搬到屋后
去。

原来喜欢他的不只我一个。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运，

0185-15
0174-14

原来不只是我认为司机很好，
我觉得这位司机非常好，

20

0185
0174

20

如上述前几例中分别用“不接受”和“让”抽象原直接引语句中的言语行为。
此外，评价也是一种言语行为，评价意义是说话人所传达的或褒或贬的意义（宗世
海，2000）。在篇章中，作者通过评价事物或人物来表达某种主观倾向，这种倾向性也是
一种言语行为意义。叶花（2006）认为评价意义也是话语中隐含的用意。
以下这些样例就是句对之间的评价倾向性一致，请看：

0181
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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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母句0185“喜欢他”暗含着“我”对他持正面评价，也与0185-15“我认为司机很好”有相同的
主观倾向性。
第二，通过语用充实。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如Carston，2002；Wilson，2004；冉永
平，2008等）发现词汇或结构的使用和理解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编码－解码的过程，需
要交际者根据特定的语境条件对它们进行不同程度的语用加工。
据此，冉永平（2012：79）提出了在语言运用中通过“语用充实”来确定和获取交际信息的
过程，指的是听话人根据语境，“对它们（话语中的词汇）进行不同程度的语用加工，使其成为
特定的语境化信息”，包括“语用收窄”和“语用扩充”两种类型。我们借用“语用充实”这个术语来
论述子文本通过语用加工来再现原意的现象。
以上的实例多是依赖上文内容推导的，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复述句需要借助下文信息推断获
得，如：
我决定跟这位司机要个电话，
他想原来的厨师肯定不会继续干这
份工作了。

0181-38
0516-9

就决定跟他要一张名片，
老板以为他第二天不会来工作
了，

如上0181-38是从母文本后文“接过他名片的同时，他的手机铃声正好响起”获知他要了司机
的“一张名片”。0110-23也是从后文得知他每天工作的具体时长是12个小时。
第三，推导修辞意义。Grice(1975)提出的会话中的合作原则及其4个准则，包括数量准
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并指出隐喻、反语、夸张等此类现象都是有意违反会
话合作准则，认为违反会话准则时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意”。这些喻意性结构的字面意义往
往不是特定语境下说话人的交际意义；而是始于这个显性的字面意义推知隐含的信息（冉永
平，2012）。徐盛桓（1996）、宗世海（2002）认为比喻、拟人等修辞就是含意的运用，这些
修辞性语句的非字面义就是含意。
我们从样本中发现一些修辞性表达在子文本中被改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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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有一天,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他,

0190

心情就更要争气。

0505-7
0190-35
0190-14

有一天他很幸运，
但人更要争气。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更快乐，

总之，以上所罗列的复述句中，句对之间往往不具有相同逻辑语义真值，但在进入具体特
定语境时，却能生成相同的会话隐涵或言外之意，传递同一个交际意图。这种现象在真实的口
头话语、书面篇章中普遍存在，而我们交际者往往都能“心领神会”地理解，并准确地选用恰当
的方式自如地表达，这是因为交际双方除了基本语言知识之外，还都有共知的背景知识和语境
信息。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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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考察复述句都是进入具体篇章中为特定语用目的服务的语句，反过来语境又赋予了
它们临时特定的语用意义。可以看到在改换词语的这一类复述句中，有相当一部分近义词高度
依赖语境，而且它们并不总是具有相近的静态词义。也即在特定语境下词义的差异可能缩小甚
至消失，而形成近义关系；也可能其差异得以凸显而限制了近义关系的建立。而传统语义学、
词汇学等只限于对词汇的真值做静态观察和描写，而事实上进入使用状态中的词意是动态流变
的，词汇本身的静态意义发生一定的伸缩，甚至变异。词语近义关系的成员词也会根据情境即
时生成建构或即时消失。可见，交际语境共生是语用意义生成的根本途径，语用环境是解释进
入使用状态的词语近义关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重铸整句这类复述句中，很多情况下仅仅依赖抽象的句义也无法判断它们的关系，其
近义关系需要在特定语境的制约下才能成立，即语境对话语近义关系的形成有促进或限制的
作用。这印证了吕叔湘（2008）的说法——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还包括环境给予的意义。可
见，词语、话语作为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理解语篇首先是对词义、句义的理解，而语境是理
解词义、句义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仅用语义学的意义观，则无法解释这些在真实交际中广泛
存在的同义手段。
可见，在真实交际中形成的复述句，相比以往复述句、文本蕴含以及传统的“变换分
析”、“同义形式”等更复杂多样，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3点：（1）需要基于句子本身静态抽象
的语义和语法等语言学知识；（2）依赖上下文语用知识、语境信息和百科知识等非语言知识；
（3）需要借助一定的语用推理和逻辑知识。
另一方面，从上述语用中的复述句分析可以看到，此类需要利用语用知识判断的复述句在
真实交际中广泛存在且类型繁多，是实现机器准确理解语义，并进一步完成其它实践应用的关
键环节。这就给我们一个更关键的启示：根据上文实例中发现的篇章语用中复述句的特征和类
别，要实现计算机准确地识别此类复述句，相应地需要提供的知识库包括语义知识、同义词词
林等语言学知识库、语境语用知识和百科知识以及推理知识；且其中语用知识极为关键，是必
不可少的背景知识。而知识库的建设作为自然语言理解中一项基础而关键的任务，虽已取得不
小的成果，但已有的知识库主要集中在语义知识上，语用知识库的基础研究、构建和实践应用
还十分薄弱。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包括知识获取的渠道、建构、表示和利用的难题还有待
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逐一攻破。
当然，本文作为一项初步尝试，样本量、语篇类型以及构成的数据集仍十分有限。限于篇
幅，也未能穷尽所有的类型并作详尽描写。但从本文有限的样本中仍能提取到相当数量的复述
句，且有大量的复述句是难以基于前人总结的复述现象类型来解释的。这是与以往复述句研究
最大的不同，也是未来复述研究中需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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