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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门诊医患会话研究
谭晓风
渊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袁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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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门诊医患会话的语言结构是由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是医患进行权力较量的有力体

现。文章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
从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
语篇功能三大元功能对门诊医患会话
的语言特征做了分析，
验证了功能语言学研究该类会话的可行性。功能语言学不仅为门诊医患会话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还就如何调整医生语言策略来构建新型医患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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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医患会话作为一类机构话语是医疗环境
下袁医生和患者渊或家属冤就疾病尧治疗尧康复等方面
展开的交际活动遥 国内许多学者对门诊医患会话研
究各抒己见袁王晋军 尧刘兴兵
咱员暂

咱圆原猿暂

等从批评话语分

析袁王茜咱源暂尧冯玉波咱缘暂等从社会学尧多角度地呈现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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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描述语言结构袁 而且力图从语言所完成的社会
和交际功能来解释语言结构的成因遥
功能语言学通过三大元功能来考察语言的社会
功能袁它们分别是概念功能尧人际功能尧语篇功能咱愿暂遥
概念功能指的是用语言来表征对世界的认识和感

类会话研究的迥异风格袁诠释出门诊医患会话研究

受袁如信息尧感情尧思想等遥人际功能指人们使用语言

涉及医学尧社会学尧语言学的跨学科性质遥

来确立或维持社会关系袁 借助语言来影响他人的行

就其本质而言袁医患的互动交流是社会文化语

为袁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遥语篇功能指的是

境中袁二者意在达到询问病情尧陈述病史尧作出诊断尧

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组织信息袁 创建信息和语境的关

治疗预后等目的的社会行为遥 由于医患的社会角色

联袁从而使说话人构建出与情景一致或相称的语篇遥

差异尧医学知识不对等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袁门诊会话

三大元功能分别由不同的语义系统来实现遥 概念功

呈现了两者间话语权的斗争尧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权

能通过及物性来体现袁 人际功能在组织形式上表现

力的争夺遥 因此袁吸纳关注语言社会功能的语言学

为语气系统袁语篇功能由主位结构尧信息结构和衔接

理论袁揭示该类会话的社会特征袁是门诊医患会话研

系统三个语义系统构成遥这些语言结构交织在一起袁

究回归其社会话语本质使然遥

共同构建语篇的社会意义遥

一尧功能语言学分析门诊医患会话的适用性
匀葬造造蚤凿葬赠 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吸收了布拉格学派

二尧门诊医患会话的功能语言学分析
本研究语料来自某市的三家三级甲等医院袁收

的功能主义语言观尧伦敦学派 允援砸援云蚤则贼澡 的系统理论尧

集了 愿 个门诊科室袁员远 位不同年资尧 职称的男女医

月藻则灶泽贼藻蚤灶 的语码思想袁从人类学尧社会学的角度考

完整录音材料袁并进行了详细转写遥本研究将从实现

人 类 学 家 月援酝葬造蚤灶燥憎泽噪蚤 的 语 境 观 尧 社 会 学 家 月援

生与 源猿 位老中青男女患者渊及其家属冤门诊交谈的

察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袁主张语言在构建社会

概念功能的及物性袁 实现人际功能的语气和情态系

现实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只有将语言置于社会

统袁 实现语篇功能的衔接系统对门诊医患会话作出

文化环境中它的本质才能得到解释咱苑暂遥 功能语言学

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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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概念功能

渊目标冤快一个月了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袁吃渊物质过

概念功能的语义系统是及物性遥 功能语言学认

程冤药渊目标冤还不好遥

为及物性是把对经验世界的认识分解成了若干类型
的过程遥 过程类别由谓语动词的语义来决定遥

例 猿院我现在上渊物质过程冤楼渊目标冤袁上不了

渊物质过程冤几个台阶渊目标冤袁心渊动作者冤就跳渊物质

匀葬造造蚤凿葬赠 区分了六种过程袁分别是物质过程尧心理过

过程冤得不行遥

统计袁医生和患者在及物性的选择上呈现出趋同与

程冤袁咳渊物质过程冤痰渊目标冤较费劲遥

程尧关系过程尧言语过程尧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遥 经
存异的共生现象遥 在六大过程中袁医患都存在以物
质尧心理尧关系过程为主的表达倾向袁但两者在相同
过程的语言表现形式上会作不同的选择渊表 员冤遥
表 员 医生和患者及物性的会话数据对比

及物性
物质过程
心理过程
关系过程
言语过程
行为过程
存在过程

医生
员苑远
员圆猿
圆源猿
园员怨
园员猿
园员远

渊次冤
患者
圆圆愿
员愿苑
员怨猿
园员苑
园员缘
园员源

员援 物质过程

例 源院早上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起来渊物质过
例 缘院我在公司里老坐着渊物质过程冤袁运动渊物

质过程冤得少袁偶尔打打渊物质过程冤乒乓球渊目标冤遥

医生和患者都倾向于表达物质过程袁 但两者的
语言结构存在差异遥 医生的表达中动作者可能是患
者渊例 员冤或自己渊例 苑冤袁过程动词涉及语义多与检
查尧诊断等相关遥患者的物质过程中动作者往往是自
己袁过程动词多为陈述病情袁目标是非医生的他者遥
医患的物质过程差异体现出医生处于权势高位袁这
是由他们掌握着对患者康复至关重要的医学资源决
定的遥医生借助使役动词如野让你冶尧野给你冶等语言手
段袁对患者施加影响袁捍卫自身强势地位遥相比之下袁
患者掌握病情信息袁 即便比医生使用物质过程更为

物质过程表示某一实体做某事袁或对其他实体

频繁袁但多是述己行为袁动作的目标与医生无关遥 患

做了某事遥 该类过程的语义动词一般都涉及动作的

者的语言结构没有改变其弱势地位袁 未对医生的权

含义袁如野跳冶尧野打冶尧野做冶尧野上冶尧野起来冶等遥 小句除

威发起挑战遥

包含表过程类型的动词外袁还有其他成分袁如动作者
即过程的发起人袁目标是过程的承受者袁环境成分则

圆援 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表达了情感尧 认知和感觉这类非动作

涉及时间尧地点等遥

过程遥在这一过程中袁有两个参与者院感知者和现象遥

医生说院

现象指存在的人尧物尧事件尧情境袁而感知者通常指发

例 员院上次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你渊动作者冤做

了渊物质过程冤哪些检查渊目标冤钥

例 圆院做渊物质过程冤个胃镜渊目标冤吗钥

例 猿院肚子渊目标冤摸着渊物质过程冤不痛吧钥

例 源院可以做渊物质过程冤个检查渊目标冤袁查渊物

质过程冤个过敏源渊目标冤遥

例 缘院今天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查渊物质过程冤

个血糖渊目标冤遥 吃了渊物质过程冤饭渊目标冤没有钥

例 远院这个先在五楼渊表地点的环境成分冤交了

渊物质过程冤费渊目标冤袁再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上来
处理渊物质过程冤袁然后渊表时间的环境成分冤在一楼
渊表地点的环境成分冤拿渊物质过程冤药渊目标冤袁明白
了吗钥
例 苑院我渊动作者冤给渊物质过程冤你渊目标冤开了

渊物质过程冤三种药渊目标冤遥
患者说院

例 员院我渊动作者冤只化验了渊物质过程冤血渊目

标冤袁做了渊物质过程冤心脏彩超渊目标冤遥

例 圆院这两年老感冒袁有一次打渊物质过程冤点滴

生心理变化的人渊或动物冤遥 门诊医患会话中蕴含着
丰富的表心理过程的语义动词袁 它们生动刻画着医
患的内心世界遥 表情感的心理过程在实际会话中体
现为野烦躁冶尧野难过渊受冤冶尧野低落冶遥 表认知的心理过
程有野理解冶尧野明白冶尧野清楚冶尧野想渊到冤冶遥表感觉的心
理过程有野刺痛冶尧野异物感冶尧野恶心冶遥
医生说院
例 愿院我渊感知者冤能理解渊心理院认知冤遥

例 怨院我渊感知者冤想渊心理院认知冤药物多少能减

轻你的痛感遥

例 员园院我渊感知者冤怀疑渊心理院认知冤是胆结石遥
例 员员院你哪里渊感知者冤不舒服渊心理院感觉冤呢钥
患者说院

例 远院我腰渊感知者冤疼得难入睡渊心理院感觉冤遥

例 苑院大夫袁我胸口渊感知者冤疼渊心理院感觉冤袁一

阵阵地憋气渊心理院感觉冤遥

例 愿院每次想到渊心理院认知冤他的离世渊现象冤袁

都很难过渊心理院情感冤遥

例 怨院喉咙里渊感知者冤总有什么东西粘着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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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院感觉冤袁又咳不出什么遥

窑圆猿缘窑

出专业判断的语言表现遥

医生的心理过程多属于认知范畴遥 通过对内心

患者使用关系过程来陈述病情尧询问治疗方案袁

知识世界的剖析袁实现了对专业判断的自我肯定袁同

过程动词野变得冶尧野老是冶尧野还是冶尧野渊看起来冤像是冶

时也让患者有机会了解医生的想法遥 体现出医生作

等袁属于关系过程的归属范畴袁即明确某物是否具有

为话语盟主袁有意识地弱化其强势地位袁主动寻求消

某一特性遥 究其原因袁患者掌握着疾病信息袁通过关

弭医患会话障碍袁达到宽慰患者并使之配合治疗的

系过程主动给病情分类尧定性袁流露出患者急于查明

目的遥 医生心理过程话语的一部分表达了感觉范畴

病因的交际意图遥

渊例 员员冤袁其感知者是患者袁该类过程承担了询问病

情的功能遥 其中来自骨伤科尧耳鼻咽喉科尧妇产科的
医生较其他科室更频繁地使用表感觉的心理过程袁
因为这些科室的医生需通过初步体查来判断病情程
度遥 体查的过程中涉及医患就病痛部位尧痛感程度
等的交流袁心理过程的表达有利于医生更全面地收
集病情信息袁形成准确的诊断遥 患者心理过程多表
情感和感觉袁 其感知者是自身及其身体某个部位遥

渊二冤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的语义系统由语气和情态系统构成遥
下面将从这两个语义系统着手分析门诊医患会话遥
员援 语气

语气包括主语和定式成分袁 其中定式成分是表
达时态或情态的动词操作词咱怨暂遥 鉴于汉语没有定式
成分袁故从医患使用主语的情况来分析语气渊表 圆冤遥
表圆

医生和患者使用主语的情况对比

借助心理过程袁患者诉说着经历疾痛的主观世界袁暗

主语

示医生能够理解尧尊重其体验袁强化了患者求医问药

我
你
大夫尧专家尧医生等
我们
您
其他

的意义构建遥
猿援 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揭示了事物野是冶什么的过程遥 它可以
是一个物体渊如人尧物尧情境等冤被指派了某种身份袁
属于关系过程的识别范畴曰也可以是一个物体拥有
某一性质尧特征等袁这属于关系过程的归属范畴遥
医生说院
例 员圆院这相当于渊关系院识别冤给您的关节注射

些润滑剂袁起到缓解的效果渊关系院识别冤遥

圆猿员
圆猿源
园园园
员圆苑
园员愿
园苑猿

渊次冤
患者
圆圆远
园园园
圆源员
园员苑
园猿苑
园园园

数据显示袁 医生与患者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
野我冶袁反映出各自的主体意识遥在第二人称野你冶的使
用上袁医患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遥 无论是询问病情袁还
是例行检查袁做出诊断袁医生选择直呼的方式有利于

例 员猿院冠脉 悦栽粤 是检验冠心病的权威指标渊关

强化患者听从医嘱的地位尧 提升医生权威和加快诊

例 员源院我们的建议是过两三周再来照个 悦栽渊关

称呼医生遥野您冶作为野你冶的礼貌用语袁医患使用的频

例 员缘院这个药有镇痛作用渊关系院识别冤遥

音不区分鼻音袁影响了人们在野您冶和野你冶上的普通

患者说院

话发音袁从而限制了医患双方野您冶的表达袁但是患者

例 员园院最近几年袁性子变得渊关系院归属冤急躁

仍有 猿苑 处使用野您冶来指称医生袁表达对医生专业地

例 员员院是渊关系院识别冤进入更年期后才有的遥 老

野大夫冶尧野专家冶尧野医生冶尧野某某老师冶等指称方式遥医

例 员圆院还是渊关系院归属冤老样子袁胖成这样袁爬

如野小伙子冶尧野老人家冶尧野小萌娃冶共计 苑猿 处遥这些称

例 员猿院医生袁直接做胃镜得了遥 我看像渊关系院归

地位尧谋求医患平等的意愿遥 在野我们冶的使用上袁患

医生在下诊断尧提出诊疗建议时倾向于使用关

分为两种院一是包括医生和患者的野我们冶渊例 员愿冤袁

系院识别冤遥
系院识别冤遥

了遥

医生

是发脾气渊关系院归属冤遥
楼可费劲了遥

属冤十二指肠溃疡袁疼得我缩成团袁还觉得反酸遥

系过程遥 关系过程有如下具体形式袁野是冶尧野起渊有冤援援援
作用冶尧野起渊有冤援援援效果冶尧野意味渊着冤冶尧野相当于冶等袁
这些过程动词属于关系过程的识别范畴袁即断定某
物与他物间的关系袁是医生基于医学知识对病情做

疗速率遥 而患者出于礼貌尧尊敬袁基本不使用野你冶来
率也不高遥 究其原因袁主要受方言的影响袁湘方言发

位的恭敬遥除了用野您冶指称医生袁患者还倾向于使用

生除了用野你冶指称患者袁也使用其他方式称呼患者袁
呼拉近了医患间的距离袁 表达了医生主动降低权势
者用来指代自己或自家人遥 医生的野我们冶指称情况
这有助于医患结成情感共同体曰 一是指医生与其所
属医疗机构渊例 员怨冤袁悄然将院方作为医生的背景袁
突显了医生与医院的同盟力量遥

研究发现性别尧 年资与医生使用礼貌指称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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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相关性遥 女医生较男性同行更自觉地使用

渊三冤语篇功能

野您冶尧野我们渊医患双方冤冶等指称方式袁这取决于女性

语篇功能的实现方式之一是衔接系统袁 它让句

温婉的性别心理和女性尧患者同属社会弱势群体袁即

子接连成篇袁彼此前呼后应遥 通过对该系统的分析袁

使女医生具有专业权威袁也更容易激发对患者的共

可以观察门诊医患会话的语义推进过程遥 衔接作为

情能力遥 此外袁具有一定年资的医生更注意指称语

语义概念袁指的是语篇中语言成分间的语义联系遥衔

的使用袁常视患者的实际情况灵活变换指称袁如野大

接的手段多种多样袁匀葬造造蚤凿葬赠 和 匀葬泽葬灶 咱员园暂 列举出四

爷冶尧野姑娘冶尧野乖孩子冶袁这是由其行医时间较长袁对
医患沟通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决定的遥
医生说院

种袁分别为照应尧省略尧连接和词项衔接遥
员援 照应

照应是语篇中某处引入的参与者或是环境成

例 员远院你按照我说的做了吗钥

分袁成为下文的参照点遥最简单的情况是同一事物的

例 员愿院这距我们第一次查血糖已经一年了遥

下例中袁医生和患者都用野我冶指称自己遥而称呼对方

例 员苑院老人家袁哪里不舒服钥

再现咱愿暂遥 语篇中的照应有人称尧指示和对比三大类遥

例 员怨院这是个小手术袁我们做过很多例了遥

时袁医生用直称野你冶袁患者用野大夫冶表敬称遥 野这儿冶

例 员源院医生袁我是做销售的袁平时应酬很多遥

坐冶的野多冶与野少冶是对比照应词袁显示了医生在医学

患者说院

例 员缘院您看我这个能做个矫形小手术吗钥
圆援 情态系统

情态系统描述了位于肯定和否定间的过渡等

作为指示词袁明确了会话发生的语场遥 野多躺冶和野少
知识上的权威遥
圆援 省略

对于出现频率高或不言而喻之物可以采用省略

级遥按照交换内容的不同袁它可分为表述消息的可能

手段遥医生回答患者关于药效的提问时袁野止痛冶尧野两

性和经常性的情态化曰以及和商品尧服务相关表达义

种冶尧野量冶这些表达都省略了野药冶袁但省略不影响患

务与倾向的意态遥 不同的情态词具有表达情态化或

者对话语的理解遥 医生话语的省略主要出于提高看

意态的量值等级 遥 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

诊效率的交际目的遥

咱怨暂

使用的情态词的量值遥 一般而言袁处于权势高位的
人袁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词来彰显并巩固其地位遥 弱
势一方采用低量值词来表示对主导者的顺应尧遵从遥

喝遥

猿援 连接

连接是通过某些特定集合的语义关系把上下文
连在一起袁形式上体现为句与句之间的连接附加语遥

医生说院

汉语重意合袁往往隐藏连接关系遥 而英语重形合袁组

例 圆园院红酒可以适量喝袁但白酒和啤酒绝不能

织语篇须靠明确的连接附加语遥尽管如此袁我们仍能

例 圆员院嗯袁还得进行 圆源 小时血压监测遥

野到了冶袁医生的野再冶尧野后冶等遥就患者而言袁他通过表

例 员远院可以预约周末的手术吗钥

情发展的脉络袁有助于医生的诊断遥医生使用连接词

经统计袁医生共使用 员缘苑 个情态词袁且量值均

诊疗过程有更清晰的认识袁 是与患者良好沟通的有

患者说院

例 员苑院除了躺床上休息袁能不能坐沙发钥

处于中高位袁 如高量值词 野得冶尧野必须冶尧野务必冶尧

野不能冶尧野老是冶尧野经常冶 等袁 中量值词 野肯冶尧野难
于冶尧野不宜冶等遥 患者采用的 员园圆 个情态词袁以中低

在门诊医患会话中找到一些连接附加语袁 如患者的
时间的野到了冶尧表添加的野还冶等连接词袁可以理顺病
解释检查步骤尧诊断结论尧治疗方法袁能够让患者对
效手段遥
源援 词汇衔接

语义联接可以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遥 一是重

量值词居多袁如低量值词野能冶尧野可以冶尧野会冶尧野好冶

复袁 二是相关性遥 通过选择与上文某个词项相关的

等袁中量值词野想冶尧野想要冶尧野愿意冶等遥 情态词量值

词要要
要或是该词项的同尧近义词袁或与其搭配袁呈共

差异是由医生和患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遥 医生大

现关系遥如下文医患围绕腰伤进行会话袁野腰冶一词反

量使用中高量值情态词是为了维持医患不平等地

复出现遥 与野腰冶搭配的动词有野疼冶尧野摔伤冶尧野磕冶遥

位的现状袁是语言服务于权力的表现遥 患者倾向采

在医生建议检查阶段袁野悦栽 扫描冶和野片子冶形成共现

用中低量值情态词是由其弱势地位决定的遥 由此

的搭配关系遥 到了诊断治疗阶段袁野药冶 重复出现袁

可见袁在社会语境中袁语言与权力相伴而行袁它不

野药冶的下义词是野止痛冶袁野药冶与野药效冶尧野药性冶是整

仅是交际工具袁 而且是控制的工具遥 权力影响语
言袁语言构建权力遥

体与部分的关系遥 由此可见袁医患在门诊的各阶段袁
借助各种词汇衔接手段袁完成不同主题的交际互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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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语言结构的纵横交错袁推动了医患会话的
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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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想冶尧野看冶尧野觉着 渊得冤冶尧野认为冶尧野估计冶 等表现形
式袁反映了医生经验判断的主观性遥采取认知心理过

医生院怎么了钥

程袁医生能弱化诊断的绝对性袁有效地从言语层面规

患者院腰疼得厉害遥 昨天下楼的时候摔了一跤袁

避医疗风险遥 心理过程的情感尧 感觉范畴具有安慰

腰磕着台阶遥 到了晚上袁躺床上翻边都不行遥

性袁如野不宜思虑过重袁宽宽心袁才有助恢复冶袁能有效

医生院我检查看看遥 渊医生检查腰和周边部位冤

地拉近医患间心理距离袁打破医生野只问病症冶的冰

患者院医生袁我担心摔伤了腰袁还有脊椎遥

冷形象袁有助于塑造医生施仁术尧显仁爱的新形象遥

医生院腰有些肿袁保险起见袁做个 悦栽 扫描吧遥 你

取了片子袁再过来这儿遥

就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言袁 医生应改变对患者的
直称野你冶袁根据语境灵活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指称语遥

患者院好的袁谢谢遥

如野我们冶袁既可指医生与医院的联盟袁来强化医生的

医生院恩遥

专业权威与说服力袁 也可指医生与患者结成的共同

患者院医生袁这是刚拍的片子遥

体袁医生站在患者的角度编码语言袁传递出设身处地

医生院 我看看噎噎片子里面是看不到骨折尧骨

为其着想的意愿袁 有助于营造和谐尧 融洽的交际氛

裂袁软组织轻微挫伤遥 没大问题遥 我给你开点口服的

围遥诚然袁医生可视患者的年龄尧性别等情况袁如患者

药吧钥

为老人时袁使用敬称野您冶曰患者为孩童时袁称之野乖孩

患者院是什么药效的药钥

子冶遥 在情态词的使用上袁医生应减少使用野必须冶尧

医生院止痛遥

野务必冶尧野不能冶等高量值情态词袁转而使用野可以冶尧

患者院医生袁我容易便秘遥 开药的种类别多了袁
药性不要太强遥

野肯冶等中低量值情态词袁来顾全处于弱势的患者的
面子遥

医生院开了两种袁两周的量遥 回家后袁多躺着袁可
以站着袁少坐遥

就语篇功能而言袁医生可采取不同的衔接手段袁
使医患会话朝着理想目标推进遥在会话起始阶段袁医

患者院可以做热敷吗钥

生可调整对患者的称呼语袁如野小伙子冶尧野老人家冶尧

医生院可以遥

野姑娘冶尧野小朋友冶袁释放出友好尧亲切的交际信号遥鉴

三尧构建新型医患关系的思考

于汉语重意合的特点和诊疗业务量大的现实袁 医生
门诊语言趋于简化袁容易给医患沟通造成障碍遥在询

本文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袁从概念功能尧

问病情尧检查尧诊断阶段袁医生应多使用解释性语言袁

人际功能尧语篇功能着手袁就实现三大元功能的及物

适当添加表时间尧空间的连接词袁如野首先冶尧野接着冶尧

性尧语气和情态系统尧衔接系统对医患语言特征作出

野到时候冶尧野这边冶遥 表追加的连接词袁如野还冶尧野再冶尧

分析袁验证了功能语言学理论运用于门诊医患会话
研究的可行性遥 研究发现袁该类会话呈现出的语言

野又冶遥 表转折的连接词袁如野但是冶尧野可冶尧野然而冶遥 连
接词的使用能够让患者更明了就诊流程袁 降低其对

特色是医患权势不平等的产物遥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

医疗机构的陌生感袁 从一定程度消减引发患者不良

工具袁更是维护权利分配的工具遥 在这场权力较量

情绪产生的诱因遥

之中袁医生处于主导地位袁掌握着话语权袁占据了权
势高位袁应主动缩小医患间权力尧地位对比遥 门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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