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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疗会话渊皂藻凿蚤糟葬造 凿蚤泽糟燥怎则泽藻冤是一种特殊的语篇形式袁它通常发生于医疗场所袁是治疗者

和被治疗者之间的会话遥 文章对校医院和三甲医院这两种不同的语境下医生和患者间的医疗会话
模式进行研究袁通过将医患间的会话进行录音袁定性分析与比对两种语境下的语言模式及特点袁考
察各语境中的最小应答尧话轮尧重读音节这三种语境线索的数量与功能遥 结果表明袁在两种语境下袁
医生都仍然在医疗会话中占据主导地位袁但是相对来说袁三甲医院的医生采用了更为患者友好的沟
通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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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会话渊皂藻凿蚤糟葬造 凿蚤泽糟燥怎则泽藻冤在西方从 员怨 世纪

苑园 年代开始受到关注袁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语言学语

篇研究渊凿蚤泽糟燥怎则泽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冤分 支下一个独立研 究 范

一尧 研究方法
渊一冤实验对象

畴遥对于医疗会话的研究通常采用语篇分析的方法袁

本研究中所有的实验者均为到医院门诊部就诊

运用不同的事例或评价体系袁证明患者对沟通质量

的患者和门诊医生袁由于笔者可以获得的资源有限袁

和就诊过程中信息传递交换过程尧质量的满意程度

因此 远 组在校医院的对话的发生场所均为中国一所

间的联系遥 在这一领域内袁杂贼怎遭遭泽咱员暂和 砸燥贼藻则 等 咱圆暂的研
究均表明袁对话和语篇在医疗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袁医疗工作成功的开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医患沟通
作为支持遥 此外诸如 晕葬灶糟赠 和 韵灶早 等 的研究都关
咱猿暂

咱源暂

注了医疗会话中的不对称特性袁分析了医疗会话背
后的权力特征 渊责燥憎藻则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冤遥 这些研究都表

明袁医生通常在医疗会话中有着较大的主导权袁而患
咱缘暂

综合性大学的校医院袁 其中 圆 组就诊患者为笔者本

人袁 其余 源 组就诊患者为随机挑选的前来就诊的患
者曰员愿 组在三甲医院的对话发生场所均为江苏省一
家公立三甲医院袁其中 圆 组就诊患者为笔者本人遥
渊二冤数据收集

所有的对话均为随机选取的自然交谈遥 笔者在
作为患者身份进行数据收集时袁 确实是因身体不适

者的权力较小遥 不过袁月则葬泽澡藻则泽 等 研究显示出患者

前去就诊遥而在其他组别的对话中袁笔者均未参与其

逐渐在医疗会话中掌握越来越多的主导权遥

中袁 录音是在提前获得医生的许可下由医生代为采

目前鲜有对中国医疗会话的研究袁为填补这一
领域的空白袁本文分析了三甲医院和校医院两种语

集的袁并且在就诊结束时告知了患者袁征得同意后进
行使用遥

境下医疗会话中的语境线索遥 笔者通过录音采集发

渊三冤语料转写

生在两种语境下的多组对话袁筛选整理出 圆耀猿 组最

笔者对录音进行听写袁 并结合了 栽则藻蚤糟澡造藻则 等 咱远暂

具代表性的门诊医疗会话进行比对分析袁从而探究
两种医疗场所中医患沟通方式的差异遥

和 酝蚤泽澡造藻则咱苑暂标注医疗会话方式来对语料进行转写遥

标注方式为院野咱冶 表示重叠的话语曰野渊冤冶表示言语间
多余 园援缘 秒的停顿袁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停顿的时长袁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圆缘
作者简介院魏慜慧渊员怨怨猿原 冤袁女袁北京人袁学生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曰魏 磊渊员怨远缘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主任医师袁副教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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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渊园援苑冤表示 园援苑 秒的停顿曰野钥冶出现在句尾袁表示最后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话者的态度袁 并给出一些潜在

一个音节为升调曰野颐冶表示对之前音节的延长袁每个比

暗示袁并可能影响倾听者对叙述者语句意思的理解遥

号代表 园援员 秒的音节延长曰重读音节用下划线表示遥

本文将重点关注三种语境线索院最小应答尧话轮和重

二尧 数据分析

读音节遥
渊一冤最小应答

语 境 线 索 渊糟燥灶贼藻曾贼怎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糟怎藻泽冤 是 由 允燥澡灶

根据 云藻造造藻早赠 的定义袁最小应答是指在对话中的

郧怎皂责藻则扎 在 悦燥灶贼藻曾贼怎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哉灶凿藻则泽贼葬灶凿蚤灶早 中提

一些诸如野嗯冶尧野哦冶尧野好冶等简短的回应袁这些回应

出的概念袁他认为语境线索的作用是突出显示某些

通常由对话中的倾听者发出袁 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

语音或语汇语符列渊泽贼则蚤灶早冤袁这些语符列必须和文本

是在对说话者进行回应咱怨暂遥 在医疗会话中袁最小应答

相结合才有意义咱愿暂遥 因此袁其作用实质上类似于一种

常常是由医生发出的袁 用以表示其在倾听患者的回

交流信号袁对交流结果产生影响遥 语境线索有很多

答或阐述遥 下面的对话一是取自于三甲医院门诊部

种袁 包括韵律特征 渊重音和语调模式特征曰责则燥泽燥凿蚤糟

外科的一段时长 愿 分钟的对话袁 节选片段为对话的

糟怎藻泽冤尧副语言特征渊责葬则葬造蚤灶早怎蚤泽贼蚤糟 泽蚤早灶泽冤尧语言风格选
择

渊糟燥凿藻

糟澡燥蚤糟藻冤尧

公 式 化 表 达 渊枣燥则皂怎造葬蚤糟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泽冤遥 各种语境线索表现的具体形式有院语

调尧重音尧语域转变尧话轮尧停顿等遥 这些线索能够在

开头部分曰 对话二取自于校医院门诊部内科发生的
一段 缘 分钟的对话袁节选片段亦为开头部分遥

这两段对话均是 问诊的开头 员 分钟左右的 部

分袁 内容均为患者描述自身情况遥 比较这两段 对

对话一渊发生在三甲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今天过来有什么问题啊钥
圆 患者院就是颐颐这两天就是这个胸闷袁咱胸疼遥 有颐一段时间了遥 咱但是也是偶尔的袁也不是很明咱显袁
咱嗯

猿 医生院

咱嗯

嗯

咱嗯

源 患者院偶尔出现的遥 但是就是颐前两天啊有刺痛感袁就是在这个地方袁这个刺痛感遥 咱有时候要颐要颐
咱嗯

缘 医生院

咱嗯

远 患者院闷到个疼能持续大概颐是颐颐一天到两天遥 咱嗯渊园援愿冤就是颐
咱刺痛感有一天到两天啊钥

苑 医生院
对话二渊发生在校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你怎么了钥
圆 患者院头疼袁就是这颐个地方袁很疼遥
猿 医生院渊员援远冤哪个地方钥
源 患者院就这个地方遥
缘 医生院

嗯袁疼了两天了遥 我正好才有时间过咱来遥

嗯遥

咱是局部钥

这个地方疼啊钥

远 医生院是怎么个疼法啊钥
话袁可以发现袁第一段对话中出现的最小应答的数

中袁轮次较少袁轮次间是自然交替的曰而在另一些对

量明显高于第二段袁且基本由医生发出遥 对话一中

话中袁说话的一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轮次遥医

医生在患者每给出一个新信息时基本都会立刻用

疗会话中的话轮常常与后一种情况相吻合袁 医生往

最小应答来做出反应袁 以表明他在倾听并了解了

往通过控制轮次来决定对话的主题走向遥 接下来的

患者的病情遥 而对话二中的医生基本没有使用最

两个对话节选均为对话中患者描述完自己的总体病

小应答遥

情之后的部分遥

其他样本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袁即三甲医院中

这两段对话有一些共同之处袁 两种语境下的医

医生会在患者进行陈述时袁较多使用最小应答遥 平

生都对话语伦次进行了控制遥 控制的方法主要是使

均每 愿 秒左右会使用一次最小应答袁且多为野嗯冶曰而

用修辞性问句渊则澡藻贼燥则蚤糟葬造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冤袁如对话三中的第

校医院医生平均每 员缘 秒才使用一次最小应答遥
渊二冤 话轮

在每段对话中袁对话双方均是交替说话袁这种交
替即为话语轮次渊贼怎则灶鄄贼葬噪蚤灶早冤袁简称话轮遥 有些对话

猿 行以及对话 四中 的第 缘 行 及第 怨 行 出现 的 野是
吧钥 冶曰或是像对话三第 苑 行及对话四中第 猿 行尧第 苑

行渊野这儿钥冶冤这一类的封闭式问题遥这两类问题限制
了患者的回答袁 修辞性疑问句起到了确认信息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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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三渊发生在三甲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有多少时间啦钥
圆 患者院嗯颐颐颐颐这两天袁但好像过年前有一次爬楼梯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好像颐颐气有点堵颐咱颐颐
猿 医生院

咱这个礼拜袁是吧钥

嗯

源 患者院嗯嗯袁就这几天遥 感觉这样用手袁以前没在乎好像不疼袁这两天袁我感觉用手咱颐
咱没有什么原因吧钥

缘 医生院

远 患者院没有好像遥 渊员冤没在意渊笑冤遥 渊远冤好像平时也没有感觉它疼袁但是就是用手按一下它会有一点疼遥
苑 医生院渊猿冤跟你颐这个颐颐颐活动有关系么钥 渊员冤活动还影响啊钥
愿 患者院我不怎么颐颐剧烈运动这些的遥
对话四渊发生在校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是怎么个疼法啊钥
圆 患者院就袁就是里面在疼袁渊笑冤我也不知道咱颐颐

嗯颐

咱里面在疼啊钥 这个表面疼么钥

猿 医生院

源 患者院呃颐就袁你不碰颐颐还好袁但甩头或者是这么按的时候就会疼遥
缘 医生院哦袁这个颐摁的这两边感觉不一样的袁是吧钥
远 患者院嗯对袁就在这个地方遥 渊指向一处冤这个渊园援苑冤这个位置遥
这儿钥 渊触摸患者头顶冤

苑 医生院

渊圆冤这个颐没有颐没有受过伤吧钥

愿 患者院没有院院就是咱颐颐
咱这个表皮会有感觉不一样袁是吧钥

怨 医生院

员园 患者院对就是你按上去的时候就疼袁不碰的时候就不疼遥
用袁因此它能够让患者直接给出是或否的明确回答遥
同样封闭式问题也会限制患者的自由发挥袁让其直

第 缘 行那样袁 他们会等到患者不再给出新信 息后
才打断他们的回答遥
渊三冤 重读音节

接对问题进行作答遥
野问句常常在医疗会话中代表着权力冶

咱猿暂

遥 医生

当医生进行最终诊断并决定治疗方案时袁 医患

作为诊断者袁 必须判断出患者的病因并给出相应

间需要对这些内容达成一致遥因此袁医疗会话的此部

的治疗方案袁 因此他们需要在问诊过程中搜集自

分通常是一个商议或说服的过程遥 下面的对话五与

己需要的信息来帮助诊断遥 在让患者自由描述过

对话六袁均为每段问诊的最后 员耀圆 分钟遥

自己的总体症状之后袁 医生需要的是更多细节内

在这两段对话中袁 医生均使用了很多重读音节

容袁因此这时他们往往会使用封闭式问题袁从而控

来使自己的意思明确地传达给患者遥在对话五中袁医

制话轮袁保证对话的走向袁或使用修辞性问句来确

生强调了诸如野有情况冶尧野没问题冶尧野有冶等短语袁这

认一些信息遥 尽管在上面两种语境中袁医生都对会

些短语多是跟在野如果冶一词之后袁为条件短语袁强调

话的大致方向进行了控制袁 但三甲医院的医生给

这些短语的作用是让患者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条件

予了患者更多表述的时间和机会袁 如对话三中的

下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遥而对话五中强调的野应该冶尧

对话五渊发生在三甲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这样子啊袁拍个片子袁好吧钥
圆 患者院

嗯

如果没问题袁咱就是肋软骨炎遥 没什么关系的遥
咱嗯

好的

哦

猿 医生院随诊袁如果有情况袁随时来看袁没有情况袁到时候你颐颐颐做完以后袁你颐跟那边医生说一下袁他颐颐颐颐如果
碰得到袁因为不早了袁可能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遥 如果袁那边有医生袁你问他袁片子有没有问题遥
人家说没问题袁就行遥
源 患者院就直接问那个照颐颐颐颐照片的那个颐颐颐片颐颐颐拍片子的医生袁然后没问题袁我直接就咱走遥
缘 医生院

远 患者院没颐颐没问题袁直接就走遥 如果有咱问题袁下次再来遥
苑 医生院
再来看遥 应该没有大问题遥

咱然后

咱直接走袁你院咱不行

对
哦

咱有问题袁嗯颐颐颐颐颐你明天早上就来看遥

他告诉你有问题你就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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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六渊发生在校医院冤院
员 医生院这个颐颐颐在表面的袁应该颐颐颐咱颐颐颐

可能有点儿神经血管颐神经性的钥

咱应该没事儿吧钥 一般什么原因呢钥

圆 患者院
猿

嗯

因为我也是不是一次了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袁也是在这个位置遥
渊圆冤你要是做事儿袁它能颐颐你能做的进去么钥

源 医生院疼的不厉害吧钥
缘 患者院

还好遥

能遥

远 医生院先吃点儿药看看啊遥 嗯院维生素 月员尧月员圆遥 渊员员冤打字中遥
苑 患者院神经的问题袁可能是因为考试紧张什么的遥 渊员怨冤
愿 医生院甲钴胺渊低声冤遥 渊员猿冤疼的如果厉害的话袁再给你开一个袁那个颐颐颐很剧烈的话袁就再加一个颐颐颐颐卡马
西平袁不剧烈就算了遥
员园 患者院嗯颐颐颐还好遥
员员 医生院吃点维生素 月员 和甲钴胺看看哦遥
野拍个片子冶这些短语表示判断袁这是医生的诊断袁这

疗遥 同时袁在面对前来就诊的严重病患时袁往往进行

些短语的强调能够帮助患者明确自己的情况和治疗

转诊遥 而在三甲医院里袁患者背景比较复杂袁且患者

方案遥 在校医院的对话中袁这两种类型的重读音节

病情往往和校医院相比更重袁因此袁产生医患冲突的

亦皆有出现遥

可能性和校医院相比更大遥 两种语境中不同的医患

在对两种语境下的所有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后袁

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医疗会话模式遥 从本研究的结果

笔者得出了表 员 的数据遥 在校医院中袁医生使用的

中也可看出袁 三甲医院现在已经开始采用了现今越

重读音节中袁绝大部分为判断性短语袁意在说明患者

来越普及的患者中心型沟通方式遥 这样的沟通方式

病情袁给出诊疗方案曰而在三甲医院中袁医生使用的

能让患者不再在会话中处于被动地位袁 且能在一定

重读音节多为条件性短语袁旨在说明不同情况下患

程度上避免纠纷的产生遥而与之相对的袁校医院中仍

者应该采取的措施遥 其原因大致是由于三甲医院中

采用的是传统的医生主导型沟通遥 为了适应当前的

的患者情况较为复杂袁所以医生多要求其进行进一

医疗会话模式的发展趋势袁 校医院的医生应逐步改

步检查袁 而非像校医院医生一样直接诊断并开药遥

变自己的沟通方式袁进行患者中心型沟通遥 同时袁三

因此袁在两种情况下袁医生都通过重读音节强调出一

甲医院的医生也应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沟通方式袁在

些重要信息袁避免不必要的错误遥

有限的诊疗时间内实现全面良好的沟通遥

表 员 三甲医院与大学校医院门诊对话语境比较
对条件性短语 对判断性短语的
重读数量
的重读数量

组别
三甲医院
校医院

源援猿
园援远

圆援员
员援愿

渊个冤

但是袁这一结果仍有其局限性遥不同的医生或患
者有着不同的沟通方式袁 所以会话模式事实上是因

总计

人而异的遥 在每种语境中都存在一些例外袁因此袁要

远援源
圆援源

使结论更具说服力袁必须要收集更多数据加以佐证遥

三尧 结论及启示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袁无论是在三
甲医院还是校医院袁医患沟通的模式大体上都是相
似的袁且会话多由医生主导遥 但是从细节上来看袁两
种语境下的沟通模式依然存在一些差异遥 三甲医院
的医生在患者叙述时更多地使用最小应答袁并在最
后诊断时使用了较多的重读音节来提醒一些重要细
节袁同时袁患者在沟通过程中有更多自由叙述的 空

此外由于笔者资源有限袁 本文中仅仅收集了两家医
院中的门诊医疗会话数据袁且医生的性别尧科室都没
有控制袁因此袁需要大量数据或通过控制变量进行深
入研究遥 同时袁由于医疗会话和社会因素息息相关袁
所以该研究结果仅能反映当前的沟通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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