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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negation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Mainly such aspects as the prototype and its category, the
relation of figure and ground, and the iconicity are dealt with. The paper shows that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negation may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eas studied by the conventional theories, and will further our comprehension of
how language conceptualize the external world and of th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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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原型和范畴、主体和背景、象似性等角度对否定进

行了尝试性的论述和分析。论文证明，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否定，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拓宽对否定的传统研究，加深我们理解人们是如何从语言的角度对
世界进行概念化以及语言和认知的深层关系。
关键词 否定、认知、原型、主体、象似性

1、引言
否定作为语言的重要范畴之一，富含许多很有意义的认知特征。对它展开
认知性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传统研究，还是对于揭开语言使用者如何对现实进行
概念化，以及探索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等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将从原
型和范畴、主体和背景、象似性等几个角度对否定范畴进行大致分析。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5, No. 1, Maret 2014

Page 1

从认知角度看否定

2、 原型和范畴角度
范畴表现的并不是对世界上的现象任意的区分，而应被看做是基于人类思
维的认知能力的。不但颜色、形状，而且生物体和实体范畴，都定位于在概念
上显著的原型，原型在范畴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Ungerer & Schmid 2006)。
2.1 否定是标记性的表述方式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建立的各种范畴大多是“典型范畴”，而且人总
是通过“典型范畴”来认识新事物。人的认识和推理过程具有单向性或不对称
性，总是从典型成员（无标记项）出发认识和推导出非典型性成员（有标记
项），而不是相反（Lakoff1987）。典型成员或无标记项具有认知上的“显著
性”，它们最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在信息处理中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它们在
人形成概念时最接近人的期待或预料（Comrie 1986）。人类的这一认知方式
成为形成标记模式的重要原因。
Givón（1995）提出标记性一般从三个方面去考虑：结构的复杂性；使用
频率的有限性；认知的复杂度。按此标准考察否定，可以看到：
首先，与肯定形式相比，否定形式结构明显复杂得多。最起码与肯定形式
相比，否定形式要多用否定词，而且对于不同的否定成分来说，否定词的位置
要求也不同。
其次，否定的标记性还表现在其使用的限制性。由于肯定句满足了人们交
际中对信息的需要，而否定句却提供不了什么信息，因此人们在交际中更多地
使用肯定句。即便是使用否定句，也是为了对先前的肯定信息进行否定。这也
揭示了交际中肯定句更为常用的原因。
最后，否定的标记性还表现在其心理复杂性(Clark1971)：与肯定句相比，
否定句在概念的复杂度上要高于肯定句，其相应的处理时间也要多；儿童对于
否定句的习得也要晚于同类型的肯定形式。沈家煊(1999)也指出：“否定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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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包含了一个肯定的先设和对这个先设的否定，处理否定句的心理操作步骤
就要比处理相应的肯定句复杂。”
2.2 否定的原型和非典型性成员
从语义来看，语义否定可以分为内部否定和外部否定。从语用平面来看，
否定可以是直接对对方的言语行为的否定，也可以表现为对对方言语行为的间
接否定。在这个序列中，内部否定可以被看作是整个否定范畴的原型。内部否
定对应的就是逻辑上说的命题否定，而所有的其他否定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
其整个范畴的延伸序列如同 Givón(1984)所列出的否定的整个认知空间：
① 命题否定：内部否定，例如：
(1) 他不在家。
② 主观确定性的否定：含有主观评判谓语动词以及情态动词的否定句，例如：
(2) 我不相信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3) 他不会赢得这场比赛。
③ 话语-语用性否定：体现在语气以及语用效果上，通过会话含义即语用否定
来达到目的，例如：
(4) A：咱们今天去看电影吧。
B：我明天还有考试。
在这个序列的边缘，还可以加上一个元语言否定。元语言否定产生的背景
是话语预设的对象本身没有存在的基础。这种情况下使得整个语句否定的不是
否定词后所正常管辖的词语，而是对本身肯定话语中肯定预设的一种否定。如
经典例子“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头”，如果对“当今的法国国王”这一预设
进行否定，整句话自然也就被否定了。
此外还需注意，由于频繁的使用，否定句式会在特定条件下丧失否定意义，
从而在语义和语用上都会失去否定的效应，其出现只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下话
题的需要，这可能是否定句的最为边缘的辐射成员。如在向他人致谢时，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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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方式中会有“不客气”、“没关系”等否定句，但其语用意义只是为了表
达客气，其否定意义已不太重要了。

3、 主体与背景角度
人们对一件事物的概念化除了与自身的观察角度有关外，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与被观察事物的状态有关。更具体地说，就是与该事物和周围事物所表现的
突显度有关。当该事物表现突出时，概念化将以该事物为中心，否则将以周围
的事物为中心。这表现出的就是所谓的主体与背景的关系(Ungerer&Schmid
2006)。否定也跟主体与背景的这对相互依存的概念有关。也就是说，否定与
事物存在状态中所突显的特性和状态有关，突出的一面成为主体，而其他相关
部分则成为背景。如果正面突出，对应的句子就是肯定的，如下面各句：
(5)刚才和我一起吃饭的是我高中同学。
(6)？刚才和我一起吃饭的不是我高中同学。
(7)你把钥匙放哪儿了？
(8)？你没把钥匙放哪儿了？
以上几例的肯定句都合乎说话习惯，而否定句则不够合理。这是由该语境
中肯定的项目认知较为突显所决定的。在对主体与背景关系的表达中，人们的
心理更为适应于从正面来表达事物的状况。这是由于对事物从肯定的方面来表
述更符合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一般情况下，在某个认知域内，必然有也只能
有一种情况为真，其他则都不能为真。因此，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断定，有两
种选择，一是肯定某一个，从而否定其他；二是否定多种可能性 n 中的ｎ-1
个，从而肯定某一个（在有些情况下，采取的排除法就是这样）。就是说，断
定了“某种可能性为真”，同时，也就否定了其他可能性为“真”。例如，我
们肯定了“这是蓝的”为真，也就否定了“这是红的”、“这是白的” 等等
为真。而“不是”作为否定，因为可能性的多元性，否定了可能性中的某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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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只是在多元中减掉一元，结果还是多元的。例如：“这不是蓝的”这一否
定，并不能肯定“这是红的”或者“这是白的”等等。只有一一否定多种可能
性中的ｎ-1 个，最后，才能肯定某一种可能性，并且很多情况下，可能性是
难以穷尽的。因此，通常情况下，说话人都会选择第一种方式：肯定某一种，
从而否定其他。
但如果是负面突出，即否定项较为突出，就会选择从否定的角度表达。如：
(9)不抛弃，不放弃。
(10) 莫桑比克一架客机坠毁，机上 33 人无人生还。
在以上情形中，显然否定的形式更为强烈，也就是说，通过否定句表示出
来的形式更具有表达力。于是，否定形式也就胜过了相应的肯定形式而呈现出
来。它也反映了人们的感官动觉机能对事物一种直观的反应。
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肯定形式表达的信息量较大，但在特定情形下，否定
形式表达的信息却更具特色，如下面的两句：
(11) 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双手。
(12) *他一生下来就有双手。
第一句是否定句，合理性不言自明，第二句则不然，作为正常人，都有双
手，所以其信息根本就无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句更具有认知突显性，
而肯定句却显得罗嗦无味。

4、 否定的象似性动因
否定句的认知性还表现在否定句有其距离象似性的基础。象似性的原理告
诉我们，人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时，往往遵循一条准则，即概念距离对应于语
言距离。概念之间的距离远，其语词表达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远；概念距离较
近，其语词的表达也较接近(赵艳芳 2001)。这一认知特性也很好地反映在否定
句中。否定句的否定语义如果完全隐含在某一词语中，其否定义往往较强；而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Vol: 5, No. 1, Maret 2014

Page 5

从认知角度看否定

当否定义由相关的否定词加上一个肯定的表述时，其否定之义就会相对弱一些；
而当否定词由于语句的原因与该词有一定距离时，其否定意义就更弱了。这一
序列可以表述如下：
(13) 我认为她很伤心。
(14) 我认为她不开心。
(15) 我不认为她开心。
此序列从上到下反映了否定从强到弱的语义表述的连续过程，(13)句语义
直白，(14)、(15)两句的语义逐渐淡化。
否定词位置的不同也反映否定程度的不同，如：
(16) 我记得自己当时发现没有人在书店里。
(17) 我记得自己当时没发现有人在书店里。
(18)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发现有人在书店里。
(16)句否定程度最高，(17)其次，(18)最弱。这证明了表面上词序灵活的
形式，其实际次序的不同仍反映了概念距离的不同。远近之别，否定的强弱程
度也不同。

5、结语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待否定可以进一步加深认识。本文重点从认知语言
学的原型和范畴、主体和背景、象似性等几个角度对否定范畴进行了讨论和分
析。当然，由于行文所限，文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没有探讨，比如否定的语
法化、否定与隐喻、否定的心理空间等。否定的认知研究前景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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