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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以批评语言学理论为分析框架，
从问句、打断和情态三方面对医患会话和护患会话的语

言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揭露两种会话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为医患会话和护患会话的批
评语言学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院批评语言学曰医患会话曰护患会话
中图分类号院 砸原园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员原园缘员原园园源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员员猿

国内对医疗机构话语的语言学研究既有对国内

持或瓦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势关系遥批评语言学揭示了

外文献的综述袁也有对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实际语料

语言尧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辩证关系袁强调语言的社会

的深入考察和探讨袁尤其是以汉语和英语的医患会

实践属性袁延伸了语言的社会性袁尤其适用于研究公

话语料为考察对象袁利用批评语篇分析方法分析医

共话语如新闻话语和机构话语等遥

患会话的研究相当繁荣遥 然而袁众多研究仅仅关注

渊二冤批评语言学与医疗机构话语

医生与患者的会话而忽视了护士与患者的会话袁对

医疗机构话语是指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在问

护患会话的语言学研究十分匮乏遥 因此袁针对国内

诊尧接受治疗尧护理等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话语袁患者

先行研究的不足袁通过实际语料的对比分析袁利用批

和医疗机构人员在医疗机构语境中进行交际袁 在这

评语篇分析方法探讨医患尧护患会话之间异同的研

一过程中袁 语言是实现机构目的和完成机构任务的

究十分必要遥 本文拟从问句尧打断和情态三方面对

手段遥 医疗机构话语具备机构话语的特点袁有固定的

医患会话和护患会话的语言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袁揭

交际主体和交际环境袁交际的双方目的明确袁且话语

露两种会话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袁力图为医患尧护患会

行为和内容与会话者的身份尧地位尧权势密切相关咱圆暂遥

匀藻遭藻则皂葬泽 认 为 机 构 话 语 是 野 策 略 话 语 渊泽贼则葬贼藻早蚤糟

话的批评语言学分析提供参考遥

一尧批评语言学对医疗机构话语的适用性
渊一冤关于批评语言学
批评语言学袁 又叫批评语篇分析或批评话语分
析袁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袁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对

凿蚤泽糟燥怎则泽藻冤冶的典型袁是有明显权势差异尧有目的的对
话袁 它明显区别于日常会话或 野交际话语

渊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增藻 凿蚤泽糟燥怎则泽藻冤冶要要
要一种理想的交际形
式咱猿暂遥 医疗机构会话对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分别有特
定的制约袁它不是单纯的信息之间的交流袁而是交际

话语的影响袁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

双方权力的角逐遥在考察医疗机构话语的研究中袁医

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遥

患会话与权力是最受关注的一方面袁 医患会话是医

批评语言学认为袁所有的语言使用袁包括日常话语尧机

生和患者在信息和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共同参与指

构话语尧文学语篇等都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中袁都具

向同一目的的会话遥 从 圆员 世纪开始袁在批评语言学

咱员暂

有意识形态色彩遥 意识形态是社会尧经济与文化的产

框架下的医患会话研究已大量涌现袁 通过对医患会

物袁是人们对野世界冶或野命题冶的描述袁也是人们安排

话进行结构分析袁 讨论医患交际双方行使权力时所

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袁 它和语言一起共同构建尧维

使用的语言工具袁 剖析医患交际双方在医疗机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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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交际环境下做出的受双方意识形态所控制的
意义选择袁进而研究微观语言与宏观社会之间的关

员愿 人袁护士 圆远 人袁患者 远愿 人遥
渊二冤问句

研究的会话语料当中以 野医生问要患者答冶和

系遥 医患会话的批评语言学研究已为医患沟通领域
带来无限生机袁作为机构话语之一的医疗机构话语
的研究如医患会话尧护患会话等势必在批评语言学

缘远 个护患会话中共出现 员圆缘 个问句袁其中由护士发

渊一冤语料来源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问句尧
打断和情态三个方面对现实医患尧护患会话语料进行
批评语言学分析遥 为了考察实际门诊会话情况袁笔者
在多家医院旁听了 源缘 个医患会话和 缘远 个护患会话袁
医患会话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儿科门诊和内科门诊袁护
患会话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住院部和导诊台袁涉及医生
表员

问句总数及所占比例
员愿怨渊愿怨援园冤
园圆猿渊员员援园冤
员员圆渊怨园援园冤
园员猿渊员园援园冤

答冶淤的对话模式遥源缘 个医患会话中共出现 圆员圆 个问
愿怨豫曰由患者发出的问句有 圆猿 个袁占总数的 员员豫遥

二尧 医患尧护患会话的批评语言学分析

语言使用者
医生
患者
患者
护士

野患者问要护士答冶为主袁极少出现野护士问要患者

句袁 其中由医生发出的问句有 员愿怨 个袁 占总数的

理论的关照下继续蓬勃发展遥

会话类型
医患会话
医患会话
护患会话
护患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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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问句仅 员猿 个袁占总数的 员园豫曰由患者发出的问
句有 员员圆 个袁 占总数的 怨园豫 遥 沿 用 员怨苑圆 年 夸克

渊匝怎蚤则噪冤咱源暂 对问句的分类标准对医患会话的 圆员圆 个
问句和护患会话的 员圆缘 个问句进行分类后可得出
表 员遥

从表 员 可以看出医患会话中医生使用的问句较

多袁 护患会话中患者使用的问句较多袁 根据安斯华

医患尧护患会话中问句使用情况
是非疑问句数量及比例
员员园渊缘愿援圆冤
园员苑渊苑猿援怨冤
园源缘渊源园援圆冤
园园怨渊远怨援圆冤

特殊疑问句数量及比例
缘圆渊圆苑援缘冤
园缘渊圆员援苑冤
缘远渊缘园援园冤
园猿渊圆猿援园冤

咱灶渊豫冤暂
选择疑问句数量及比例
员怨渊员园援园冤
园员渊源援猿冤
员员渊怨援愿冤
园员渊苑援苑冤

姿窑芙恩渊粤蚤灶泽憎燥则贼澡 灾葬怎早澡灶冤的观点袁问句经常被看

门诊已久的患者会不耐烦地走向导诊护士面前问院

中实施权势的重要手段咱缘暂遥 因此袁权势集中于会话交

医患对话相比袁护患会话显得更随意袁更无规律袁但是

作一个显示参与者权势的粗略指数袁即问句是会话

野怎么那么久还轮不到我啊钥 我孩子都发高烧啦浴 冶与

际中拥有问句使用权最多的一方遥 医患会话和护患

这种随意和无规律恰恰是护士与患者之间权势不均

会话中问句的使用差异不仅反映在数量上袁还反映

的表现袁在护患会话中袁患者倾向于视自己为权势方袁

在问句的使用类型上遥 医生倾向于使用是非疑问句

而在医患会话中袁患者会自发地维护医生在话语中的

是因为医生限定了患者的回答范围袁这样能使医生

权威地位遥 因此袁医生尧患者与护士所用问句的差异反

有效地控制会话的主动权袁帮助医生在短时间内获

映出三方之间存在着权势不均的现象遥

得有用信息遥 医生较少使用特殊疑问句是因为特殊

渊三冤 打断

疑问句能赋予患者更多的想像空间袁引出更多的疾

言语打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袁 在机构话语

病信息袁不利于医生掌控问诊时间遥 患者对护士所

中更加如此遥既然言语打断是无法规避的言语现象袁

使用的问句则覆盖了问句的所有类型袁这一现象反

那么医患会话和护患会话中出现的言语打断现象又

映了患者与护士的地位不如患者与医生的地位悬

有什么不同呢钥经过对语料的统计发现袁两种会话中

殊遥 患者对医生所使用的问句类型主要是一般疑问

出现的打断现象也有不同遥

句袁而且是一般疑问句中的附加疑问句遥 附加疑问句

第一袁打断的次数不同遥医患会话中打断的次数

被认为是改善医患沟通的常用语用策略之一袁患者使

明显多于护患会话袁源缘 个医患会话中出现的打断次

用附加疑问句如野对不对冶尧野是不是冶等来表达不确定

数多达 员缘怨 次袁其中由医生发出的打断有 员园缘 次袁由

语气或弱化建议袁显示了患者对医生职业性权威的认
可 遥 而患者对护士所使用的问句类型则不拘一格袁
咱远暂

患者遇到有不明白之处袁 会主动第一时间找护士发

问袁不管问题属不属于护士管辖的范围之内袁如等候

患者发出的打断有 缘源 次曰缘远 个护患会话中出现的

打断次数仅为 员怨 次袁 其中由患者发出的打断有 怨
次袁护士发出的打断有 员园 次遥

第二袁打断的类型不同遥 用 酝怎则葬贼葬咱苑暂和 栽葬灶灶藻灶咱愿暂

淤 野护士问要患者答冶的模式常见于输液尧抽血需要进行注射时袁护士会询问患者姓名以确认身份袁患者回答个人姓名给予

回应袁此类由护士引起的发问属于工作语言袁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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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缘猿窑

从表 圆 可得知医生所使用的打断方式覆盖了打

打断袁合作性打断又可以分为赞同型打断尧帮助型打

断的所有类型袁其中以侵入性打断为主袁合作性打断

断和澄清型打断曰侵入型打断又可以分为非赞同型

为辅曰患者对医生使用的打断方式都是合作性打断袁

打断尧抢夺话轮型打断尧转移话题型打断和切断型打

且多数为赞同型打断袁 患者通过赞同型打断来显示

断遥 据统计和分类结果见表 圆遥

对医生的诊断或治疗方案的赞同袁 这一点和武宜金
表圆

渊灶冤

医患尧护患会话中不同类型打断的频率

合作性打断
会话类型

参与者

医患会话
医患会话
护患会话
护患会话

医生
患者
患者
护士

赞同型

帮助型

员员
猿怨
园园
园员

员园
园园
园园
苑

侵入性打断
澄清型
员源
员缘
园源
园园

非赞同型
员怨
园园
园缘
园园

抢夺话轮型
员远
园园
园园
园员

转移话题型
员愿
园园
园园
园员

切断型
员苑
园园
园园
园园

咱怨暂

渊四冤情态

也是其在医患关系中处于较低权势地位的结果袁医

有学者认为袁 情态能表现作者或说话人的 野评

的研究结论类似遥 同时袁患者经常使用赞同型打断

生由于处于较高的权势地位袁获得言语打断的机会
以及言语打断的数量尧类型明显高于患者遥 护患会话

价冶或野态度冶咱员园暂遥 通过情态系统能透析说话者的身
份尧地位尧态度尧动机及其对事物认识的估量尧确定性

中发生打断的频率比医患会话低袁 类型也比医患会

和不确定性遥 情态意义的方式有很多袁在英语里袁人

话少袁原因有二院一是因为护士不需要向患者解释一

称代词尧时态和直接尧间接引语等都可以表达情态意

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袁 不需要进行疾病分析和诊

义咱员员暂遥 在医患会话和护患会话里人称代词的选择往

断说明曰二是因为护士的工作重复性较医生强袁对患

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尧 权力关系的亲疏程度

者的一般心理和需要护士参与解决的问题比较了如

的影响和限制遥 医患会话中患者对医生使用的人称

指掌袁因此大大地提高了会话的顺利性遥 在护患会话

代词有野某医生尧某大夫尧某主任尧某院长冶等一些具

中袁护士对患者使用的 员园 次打断中袁有 苑 次是帮助

有特指功能的在头衔前加姓氏的称谓袁 而护患会话

型打断袁 这一打断类型与医生的切断型打断形成了

中患者对护士使用的人称代词有野美女尧姑娘尧护士冶

鲜明的对比袁前者提高了会话效率袁后者则仅仅提高

等具有泛指功能的一般称谓袁语料中涉及的 远愿 位患

了医生的工作效率袁 但对医患双方的人际关系则带
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袁如以下两例会话袁一例来自医
患会话袁另一例来自护患会话渊表 猿冤遥
表猿

阅院小孩有发烧吗钥

孕院我没量过袁前几天开始流噎噎
渊被医生打断冤
阅院先去测下体温遥
孕院哦遥

行交流的患者有 源苑 位袁 说普通话的患者有 猿愿 位称

呼医生时用野您冶袁而只有 猿 位患者称呼护士用野您冶遥

会话实例分析

医患会话

者中袁用粤语进行交流的患者有 圆员 位袁用普通话进

由此可见袁 患者对医生的敬畏之心远大于对护士的
护患会话

孕院医生叫我来测援援援
渊被护士打断冤
晕院测体温吗钥
孕院对对对遥
晕院稍等遥

阅 表示医生袁孕 表示患者袁晕 表示护士遥

敬畏之心遥 在情态系统中袁医生尧患者和护士使用表
示低尧中尧高量值词语情况的不同也反映出三者权势
值差异遥 表示可能性的情态量值有野可能冶尧野也许冶尧
野一定冶曰表示经常性的情态量值有野有时冶尧野通常冶尧
野总是冶曰表示职责的情态量值有野允许冶尧野应当冶尧野要
求冶曰 表示倾向的情态量值有 野意愿冶尧野渴望冶尧野决
定冶遥 通过分析收集到的语料后发现袁医生和护士常

医患会话中袁患者想进一步阐述孩子的病情袁医

常使用情态系统的中高级量值的词语袁 如在给患者

生为了提高看病效率袁突然打断患者的自述袁切断了

医嘱时经常用到 野必须冶尧野应当冶尧野不要冶尧野一定冶等

对话袁且使用了命令句型袁给患者留下了一个不友好

中高级量值的词语表达建议和强制意义遥 患者由于

的印象袁不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遥 而护患会话中袁

缺乏医学知识袁 属于权弱一方袁 经常会对医生使用

患者想跟护士说给孩子测一下体温袁话没说完袁护士

野会不会冶尧野可不可以冶 等反映低量值的词语来表达

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患者是想要给其孩子测体温袁

委婉意思袁 但是患者对护士则偏向于使用中高量值

于是便打断了患者的讲话袁这种帮助型打断仿佛体现

的词语袁表达更为直接袁语气较为僵硬袁造成这一局面

了护患之间心有灵犀的一面袁护士所用的一般疑问句

的原因是护士的权势地位不如医生袁患者在护患关系

和祈使句型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遥

中成为权势较强一方遥还值得注意的是袁在 源缘 例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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