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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连贯是语篇内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在意义上的联系，本质上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

续体。连贯评价研究的核心在于发现与提取与这种意义联系有关的语言特征，即语篇连贯

预测因子。本研究基于语篇连贯理论，通过自行编写的计算机程序及WordNet语义知识库，

提取与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相关的语言特征，包括基础变量、语义关系变量、

连系变量、连结变量以及综合变量等5大类共计41种；之后对提取到的语言特征与人工语

篇连贯评分结果作相关分析，并根据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来确定语篇连贯预测因子。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最终确定了二元单位、连系总数、连结总数等与其学习者书面

语语篇连贯性显著相关的21种语言特征，即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预测因子。

关键词：词汇衔接理论；英语学习者；语篇连贯

外
语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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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连贯性是高质量语篇的重要特征之一（程

晓堂 2005），也是评价和判断语篇完整性、一致

性，甚至整体完好性和语篇质量的重要标准（张

德禄、刘汝山 2003：XV）。过去40多年来，众

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

于研究视角不同，很多学者在连贯概念的认识以

及评价语篇连贯的方法方面存在很大分歧。对

于连贯研究，学者们存在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对于连贯概念认识的分歧；二是对于连

贯评价方法的分歧。我们首先来看对于连贯这一

概念认识上的分歧。Halliday & Hasan（1976）、

Hoey（1983a；1983b；1991；2001）、van Dijk

（1977；1980）、胡壮麟（1994）、苗兴伟（1998；

2004a；2004b）等学者认为连贯是一个语义或功

能概念；而以Widdowson（1973；1978）、Stubbs

（1983）、Lundquist（1989）、Givón（1995）、Giora

（1998）为代表的语用学家则认为连贯是一个语用

概 念；Brown & Yule（1983）、Blakemore（1987；

1988）、Charolles（1989）、Garnham（1991）以 及 杜

世洪（2012）等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个社会心理概

念。学者们在连贯概念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

他们在连贯评价方法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主

要表现在：研究中倾向于把连贯看成语义概念的

学者，在对其进行评价与描述时，主要提取语篇

表层的语言信息，认为词汇、句法以及修辞手段

是语篇连贯性的核心表征手段；而把连贯看作是

语用或者社会心理概念的学者则认为，通过简单

分析文本的语言特征无法研究语篇的连贯性，语

篇连贯与一个人成长的文化语境、认知模式、心

理思维等语言接受者内部的非语言因素有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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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ey（1991）使用的是 link和bond两个术语。根据其所指，笔者将其译成“连系”与“连结”。
2 Hoey（1991）特别指出，部分连系由语法词构成，对整个语篇的连贯意义不大，该类连系不在研究之列。

于语篇连贯性的研究，其重点应放在对读者心理

认知过程、思维模式、成长的文化语境、世界知

识储备等方面的观察与分析上，而不是考察文本

的语言特征。因此，对于连贯是什么以及如何对

其进行评价等问题，直到今天各派学者仍是各执

其词、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连贯评价研究的核心在于发现与

获取与语篇连贯有关的语言特征，即语篇连贯预

测因子。语篇连贯预测因子是对语篇连贯进行量

化研究的基础，对于语篇连贯研究来说，其识别

与获取过程本身就具有方法学上的意义。本研究

基于Michael Hoey的词汇衔接理论，通过对中国

英语学习者书面语的深入研究，发现和提取与学

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相关的语言特征；之后与学

习者语篇连贯人工评分结果进行相关分析，最终

确定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预测因子。

2. 文献综述

2.1 Hoey的词汇衔接理论

20世纪 80年代，Hoey对Halliday & Hasan

（1976）提出的衔接手段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词

汇衔接在整个语篇连贯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随后，基于Hasan（1984）、Winter（1974，

1979）与Phillips（1985）等人的研究，Hoey对

“衔接与连贯”、“衔接与句子关系”以及“衔接

与语篇组织”等语篇连贯研究中的三个关键性问

题进行了探讨，正式提出了词汇衔接理论。Hoey

（1991）认为，人们对语篇衔接进行的研究很大

程度上是对词汇模式的研究。这里所说的词汇

模式，指的是语篇中的词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复

现（repetition）。一个好的语篇就是通过词语复

现进行衔接，进而达到连贯的。在词汇衔接理论

中，共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连系”，另一个

是“连结”1。语篇的连系与连结都是基于词汇复

现的基础之上构建的。Hoey共列举了简单词汇复

现、复杂词汇复现、简单改述、复杂改述、上下

义复现、共指、人称代词、省略及代词形式等九

种词汇复现关系。在他所列的九种词汇复现关系

中，同一语篇内只要两个句子之间出现任何一种，

便可以判定两个句子之间构成连系关系 2。

在分析语篇的过程中，Hoey又提出“连结”

这一概念。连结是指语篇中一个句子与其他句子

之间连系关系的强度或密度。从理论上讲，以某

个词为中心，只有形成两项或两项以上的连系关

系，才有可能构成连结关系。语篇分析中，构成

连结关系的连系数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定。

如果某类语篇中句子间的连系较少，多数在三项

或三项以下，就要降低构成连结的标准。否则由

这些连系构成的连结数目太少，研究无法进行。

同样，如果有些语篇中句子间的连系很多，我们

则需要适当提高构成连结的连系数量标准。因此，

对于连结关系的确定，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语篇题

材、体裁、长度及词汇密度等因素影响。据Hoey

（1983a）统计，法律条文语篇的连结标准可以达

到5，而有些特殊题材的文本，连结标准甚至更

高。但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由于他们的所

掌握的词汇量有限，二语写作水平有待提高，因

此本研究把该类语篇的连结标准定为2。也就是

说，只要以某个词为中心构成2项连系，我们就

认定它们之间存在连结关系。

2.2 van Dijk的宏观结构理论

van Dijk是荷兰著名语言学家，也是最早对语

篇连贯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提出

的宏观结构理论被认为是对连贯研究的重大贡献。

van Dijk认为，在一个连贯的语篇中，除了句子

与句子之间在表达意义上具有一定关系之外，在

语篇的更高层面以及宏观层面上还存在一个语义

结构。这种语义结构不是表现在某个命题与其他

命题之间的关系上，而是表现为语篇的一组命题

与其余命题、某组命题的整体序列与其他组命题

的整体序列之间的整体意义关系（van Dijk 1977：

95）。换句话说，语篇除了表现在句子与句子之间

意义关系上的局部连贯以外，还存在通过其他宏

观手段如语篇主题、内容结构、段落布局等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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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连贯（Stemler 2014；Werth 1999：125）。

话语中出现的局部限制决定话语句序中句子之间

的连贯；而总体限制则决定了语篇较高层次单位

（如段落或大于句子的语篇组成单位）之间的连

贯。人们在构建语篇时，要想使其连贯，需要从

两个方面对语篇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加以关注：一

是句子之间的直线或线性关系；二是建立在语篇

总体之上的各局部之间的语义关系即语篇的宏观

结构（van Dijk 1981）。他认为，宏观结构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语义结构。它不仅能够用来研究组成

话语的句子如何能在特定的话语范围内构成一个

连贯的局部单位，还能研究这些局部单位在什么

样的条件下能够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对于人

们科学、全面地认识语篇连贯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Hoey（1991）

提出了九种词汇复现关系，但对句子以外的宏观

连贯关注不够。Hoey提出的词汇及语义复现关

系，从根本上说属于“一个成分和对解释它起重

要作用的其他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McNamara 

& Kintsch 1996）；除此以外，语篇连贯还应包括

语篇各组成部分之间、各组成部分与语篇主题之

间的意义联系及各种语言规则。因此，本研究中

我们对语篇连贯特征涵盖的范围进行了扩展，对

Hoey提出的词汇及复现关系进行了增补与完善，

最终提取的特征变量 1共有41个，共分为五类：

基础变量、语义关系变量、连系变量、连结变量

以及基于连系与连结关系的综合变量。3.2节将对

其进行详细介绍。

3. 研究设计

为了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评

价准确性，便于评分员对学习者作文连贯性进行

评分，我们基于Hoey（1991）的词汇衔接理论，

通过提取学生作文中与语篇连贯相关的文本特征，

试图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预测因

子。在这一过程中，与语篇连贯相关的语言特征

提取和语篇连贯因子的确定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

节（洪明 2011）。它牵涉到语料库语言学、话语

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统计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及相关技术，特征提取结果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

构建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书面语语篇连贯评价

模型。

3.1 语料准备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为选自中国学生英语口笔

语语料库1.0版（文秋芳、王立非、梁茂成 2009）

中的80篇同题作文，选取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式进行。本研究之所以选取同题作文为研究语料，

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同题作文增加了文本之

间语意连贯程度的可比性，方便了人工评分；二

是同题作文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内容不同而

导致的文本结构及语言使用差异。之后利用英语

分句软件BFSU Sentence Segmenter 1.1（许家金、

贾云龙 2012）对作文进行自动分句，建立作文句

对库。句对库中的所有句子均保留句子编号及原

始段落信息，以方便提取和标记与连贯有关的语

言特征。

3.2 语篇连贯特征的分类提取

上文已经提到，结合van Dijk及Hoey等人的

研究，本研究最终提取的特征变量共有五类：基

础变量、语义关系变量、连系变量、连结变量以

及基于连系与连结关系的综合变量。下面分别对

其进行介绍。

3.2.1 基础变量

本研究提取的基础变量共有三个，分别是一

元单位复现、二元单位复现以及词元复现。这里

的一元单位，相当于语料库语言学上的类符，也

就是单个的词。其次是二元单位的复现情况。设

计该变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统计学生作文中

以实词为中心构成的词组复现情况。这里我们对

词组特别加以限定，即“以实词为中心”。因为

对于学习者作文来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虚词

（语法词）如of the、is a等构成的二元语法单位

（grammatical bigrams），对语篇的逻辑扩展以及

1 因提取的所有语言特征均要作为变量与语篇连贯人工评分之间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我们把这些语言特征称之为变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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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连贯意义不大。此外，与一元单位复现的统

计有所不同，我们在统计二元单位复现时，加载

了一个外挂的词形还原表。也就是说，该变量最

终得到的统计结果是语篇中出现的所有二元同源

词组。第三是对词元复现情况的统计。在设计程

序时，我们把该变量的统计范围严格限定在词及

该词的屈折变化形式，由派生方式形成的新词不

包含在该变量中。

3.2.2 语义关系变量

我们提取的语义关系变量共有七个，分别是

派生词、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义词、下义

词、整体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由于计算机无法

对语篇中的语义关系进行自动识别与提取，我们

专门编写了一套程序，调用WordNet语义知识库

中的各种语义关系，实现了对以上七种变量的自

动检索与提取。首先是派生词。由同一词根以派

生方式形成的一组新词，在意义上存在一定的继

承关系，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含有词根的某些意义

成分（Aitchison 2003）。因此，在Hoey的词汇衔

接理论中，派生词复现被认为是复杂阐释的主要

形式。其次是同义关系。在WordNet数据库中，

如果两种表达方式能够相互替代但又不改变其意

义，那么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存在同义关系（李

壮 2007：27），用符号“&”作为关系指针进行标

记。第三是反义关系。从语篇连贯视角来看，语

篇中反义词的复现体现了主题思想的一种拓展，

是对前面话题的延续与深化，对整个语篇主题思

想的呈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也把反义词

的复现作为一个重要的语义关系变量进行提取。

第四是上下义词，包括上义词复现和下义词复现。

该语义关系就包括了四个二级变量：一、二级上

义词及一、二级下义词。最后是整体 /部分关系。

与前几项变量提取方法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2.3 连系与连结变量

连系与连结是词汇衔接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

念，也是Hoey用来研究语篇连贯的基础。本研

究沿用了这两个概念，基于基础变量与语义关系

变量，对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连系及连结变量进行

提取。设计的连系变量共有10个，分别是连系总

数、相邻及非相邻连系数、段内相邻和段内非相

邻连系数、段内连系总数、相邻段落和非相邻段

落连系数、跨段连系总数以及语篇主题相关连系

数。需要说明的是，连系总数是指语篇中不同句

子间构成的连系关系总数，包括相邻与非相邻两

类。相邻连系属于段内变量，指的是语篇的某一

段落之内相邻句子之间构成的连系关系；非相邻

连系既指段内变量，也可以指跨段变量，它包括

段内与跨段两个部分。因此，非相邻连系可以理

解为语篇内所有连系变量中除了相邻连系之外的

其余连系变量。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设计了语

篇主题相关连系数这一变量。这是因为，主题是

整个语篇的核心，语篇所有内容的展开都要围绕

这个主题，偏离主题的语篇是谈不上连贯的。

其次是连结变量。上文我们已提到，由于本

研究所用语料是学生二语作文，其长度都在300

词左右；再加上学生的词汇量有限，与本族语者

相比，表达方式较为单一。因此我们把学生作文

语篇的连结标准定为2。也就是说，只要以某个

词为中心构成2项连系，我们就认定它们之间存

在连结关系。与连系变量相似，基于同样的方法，

通过编写程序，我们对语篇中连结变量也实现了

自动提取。提取的连结变量共有10个，分别是：

连结总数、相邻连结数、非相邻连结数、段内连

结总数、段内相邻连结数、段内非相邻连结数、

跨段连结总数、相邻段落连结数、非相邻段落连

结数以及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

3.2.4 综合变量

为了更好地观察与研究学习者作文语篇连贯

情况，除了Hoey（1991）提出的九类词汇 /语义

复现关系以外，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变量。这

些变量多数都是基于连系与连结关系基础之上进

行计算获取的，因此本研究称其为综合变量。该

类变量共有11个，分别是：连结密度、句子数、

中心句子数、中心句子百分比、非中心句子数、

非中心句百分比、连结强度系数以及各类连结关

系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等。连结密度是指单位语

篇内连结关系的多少，计算方法为：单位语篇内

连结关系的总数（相邻连结数加上非相邻连结数）

除以语篇内句子总数得到的值。值越大，说明单

位语篇内构成的连结关系越多，其连贯性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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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句子数、中心句子数与非中心句子数。考

虑到学习者作文的中介语特点，本研究采取的中

心句判定标准为：语篇中某个句子只要与语篇中

其他任何一个句子构成连结关系，即含有两项或

两项以上连系，就认定该句为中心句。为了更好

地验证Hoey的理论，除了中心句与非中心句两个

变量之外，我们还设有中心句百分比与非中心句

百分比两个变量。百分比变量代表中心句与非中

心句在整个语篇中所占的真实比例，因此能够更

好地反映二者在特定语篇内的数量关系。另外一

个变量是连结强度系数，计算方法为：单位语篇

内构成的连系总数除以构成的连结总数得出的比

值。我们的预设是，语篇的连结强度系数越高，

其连贯性就越强；反之越低。最后是连结分布情

况统计。该变量包含多个二级变量，例如由两个

连系关系构成的连结数，也就是2 link-bond的数

量；由三个连系关系构成的连结，即3 link-bond

数。据此我们可以分别统计4 link-bond、5 link-

bond一直到n link-bond的数量。设计该变量的目

的在于，通过研究，我们有望找出与学习者英语

书面语语篇连贯性具有最佳关联的连结类型。

4. 结果与讨论

从提取的众多变量中发现和确定语篇连贯性

预测因子是本研究的重要环节。在此阶段我们所

做的主要工作是，对提取到的语言特征与人工语

篇连贯评分结果 1作相关分析，根据二者之间相

关关系的显著性来确定语篇连贯预测因子，即与

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性显著相关的语言特征项。

为了提高语料数据的可比性，在进行统计分析时，

我们所用数据均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标准化方

法如下：首先通过自行开发的文本统计分析软件

WordCounter 1.0，统计出每篇作文的长度（总词

数）。然后计算这些作文的平均长度（305个词 /

篇），也就是一个标准语篇包含的总词数。因此，

从文本中提取的各种原始变量除以该文本的总词

数，之后乘以305，即得到该语篇的整理连贯标

准化数据。此外，在编写变量提取程序时，为了

方便计算机自动提取，我们对部分变量进行了重

复计算。如在计算连系关系时，假如前一个句子

中的A词与后一个句子中的B词之间构成连系关

系，那么对于A≌B，程序会分别以A和B为节

点计算两次。但根据Hoey（1991）对连系的定

义，文本中的所有连系关系均不存在方向性，即

A→B与B→A在本质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因此，

对于此类原始变量，我们在分析数据时均作了处

理。表1是经过相关分析之后确定的与英语学习

者书面语语篇连贯显著相关的语言特征项，即语

篇连贯预测因子列表。

1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报告人工评分结果及提取到的各类语篇连贯特征数量；仅对二者之间进行的相关分析结果进行报
告。相关分析结果详见下文。

表 1 英语学习者语篇连贯预测因子列表

序号 类别 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

1
基础变量

二元单位（BR）

2 词元（LR）

3

语义关系变量

上义词（HYE）
一级上义词（HYE1）

4 二级上义词（HYE2）

5
下义词（HYO）

一级下义词（HYO1）

6 二级下义词（HYO2）

7

连系变量

连系总数（NL）

8 相邻连系数（NAL）

9 非相邻连系数（NNL）

10
跨段连系总数（NL-InterP）

相邻段落连系数（NAPL）

11 非相邻段落连系数（NNPL）

12 语篇主题相关连系数（KL）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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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

13

连结变量

连结总数（NB）

14 非相邻连结数（NNB）

15
跨段连结总数（NB-InterP）

相邻段落连结数（NAB-InterP）

16 非相邻段落连结数（NNB-InterP）

17 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KB）

18

综合变量

连结密度（DenB）

19 中心句百分比（NCS%）

20 非中心句百分比（NMS%）

21 2 个连系构成的连结（BiL-Bond）

（续表）

从表1可以看出，经过与人工评分结果进行

相关分析之后，我们提取的与学习者作文语篇连

贯性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语言特征已经从41项减

少到了21项。也就是说，原本我们期望与学习者

书面语语篇连贯性相关的语言特征项，在其他诸

多语言特征的影响下，它们在语篇连贯中所起的

作用已经被抵消。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对学

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性进行评价时，这些语言特

征不能成为语篇连贯因子，因此可以被忽略。下

面我们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

4.1 基础变量与语义关系变量中的预测因子

分析数据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元单位复现与

词元复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二者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8。也就是说，在词元复现

中，已涵盖一元单位复现这一变量。因此，后期

的数据处理中，我们直接排除了一元单位复现这

一变量。表2是从基础变量与语义关系变量中提

取的语篇连贯预测因子列表。从表2数据可以看

出，基础变量中的二元单位、词元等复现关系均

与语篇的整体连贯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分别为0.452与0.324。

表 2 基础变量与语义关系变量中的预测因子及相关性

类别 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 相关系数

基础变量
二元单位（BR） .452**

词元（LR） .324*

语义关系变
量

上义词（HYE）
一级上义词（HYE1） .290

.366*

二级上义词（HYE2） .407**

下义词（HYO）
一级下义词（HYO1） .289

.365*

二级下义词（HYO2） .402**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有显著意义；**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有显著意义。下同。

我们再看语义关系变量。相关分析之后，该

类中多数变量被排除，如派生词、同义关系、反

义关系、一级上义词、一级下义词、整体与部分、

部分与整体等复现关系与人工评分结果之间均不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被排除在连贯预测因子

范围之外。二级上义词复现以及二级下义词复现

这两个变量与语篇的整体连贯关系最为密切，相

关系数达到了0.4以上；上义词、下义词在整体

上与语篇连贯也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6

和0.365。但与二级上义词与二级下义词相比，相

关系数稍低，且仅在0.05水平上意义显著。观

察表中数据我们还发现，上义词与下义词这两个

变量及其二级变量与语篇人工评分之间具有相近

的相关度（HYE1 : HYO1 = 0.290 : 0.289, HY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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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O2 = 0.407 : 0.402, HYE : HYO = 0.366 : 0.365），

这是因为，语篇中A若是B的下义词，那么通常

B就是A的上义词；如果C是A的二级下义词，

通常A就是C的二级上义词 1。

纵观表2中的基础变量与语义关系变量，单

从相关系数来看，二元单位、二级上义词以及二

级下义词三种关系变量与语篇整体连贯之间的相

关性最高。因此，原则上讲，这三种关系复现次

数越多，其语篇的整体连贯性就越强。这一结果

在已有研究中也得以印证。Károly （2002：145-

148）通过对二语学习者议论文的研究后发现，实

词词组、相关领域实体名词等在语篇的逻辑推理

与意义扩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语篇主题

发展与作者思想推进的工具与载体。在显著水平

上，二元单位、二级上义词与二级下义词等三种

复现关系变量在 .01水平上有显著意义；词元复现

与上义词复现以及下义词复现三个变量在 .05水平

上有显著意义。

与3.2.2和3.2.3部分相比，派生词、同义词、

反义词、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等复现关系

变量与语篇的整体连贯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因此被排除在外。这与Hoey （1991）的研究

结果存在差异。Hoey在研究中提出，派生词、同

义词以及反义词等意义关系的复现是实现语篇连

贯的重要手段，也是简单阐释与复杂阐释的基础

（1991：62-70）。通过仔细观察提取的数据我们发

现，在多篇学生作文中，该类变量数均为零；或

者变量原始数据较小，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基本

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学习者自身词汇量有限，

英语写作中使用的词汇多数为常用词，词形变化

较少。在表达意义时，他们不能充分使用同义、

反义以及部分 /整体关系的词汇，而通常使用英

语中的常用词来表示，充其量根据语境不同进行

一些屈折方面的变化。二元单位复现与词元复现

之所以与学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性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略见一斑。此外，我们

通过Range32对学习者作文进行分析，发现有超

过85%的词汇落入一、二级词表范围，前三级基

础词汇占到整个作文的95%以上。这从一定程度

上说明，有限的词汇量限制了学习者思维的表达，

也造成了作文中意义表达方式较为单一。Hoey 

（1991）的研究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本族语者语

料，多数语料的题材与体裁与我们的研究语料并

不一致。前者多使用说明文语料，而学习者作文

则属于议论文范畴。这是造成研究结果出现差异

的主要原因。

4.2 连系变量与连结变量中的预测因子

表3是连系变量与连结变量中提取的语篇连

贯预测因子列表。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连系

变量中，连系关系总数、非相邻连系数、相邻段

落连系数、语篇主题相关连系数、跨段连系总数

等五种连系变量与语篇总体连贯之间存在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上，且都在 .01水平上具

有显著意义。特别是连系关系总数，与语篇整体

连贯的关系最为密切，相关系数达到 .454。在提

取的连结关系变量中，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与学

习者作文的语篇连贯性之间相关性最强，相关系

数达到0.513，且在0.01水平上有显著意义。此

外，连结关系总数、非相邻连结数、相邻段落连

结数、跨段连结总数等四个变量与语篇的整体

连贯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403、0.438、0.419、0.407，且都在0.01水平上

意义显著。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学习者作文

中，以上变量出现次数越多，作文从整体上也就

越连贯。特别是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这一变量，

与语篇连贯性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该类连结

关系出现次数越多，说明作文内容与主题之间的

关系越密切。作文中每出现一次，作者就会对语

篇主题进行一次强调或重述。为此，我们在对学

生作文连贯进行人工评分时，其中专门设有“语

篇主题相关性”这一评价指标，且在连贯性总体

评价中占有很大权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

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这一变量与语篇连贯之间存

1 我们在对所有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时，该结果也得到验证：HYE1与HYO1、HYE2与HYO2、HYE与HYO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在 .99以上。这是因为WordNet数据库中的语义关系由不同人进行标记，产生了少量误差。理论上该类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
以达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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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相关关系的部分原因。事实证明，该指标

的设定有利于查找与判定学生作文中的偏题或跑

题现象，在评价学生作文语篇连贯性方面有着重

要意义。因为内容切题是连贯的前提与基础，跑

题的作文是根本谈不上语篇连贯的。与连系变量

类似，在与语篇整体连贯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连

结变量中，多数变量属于跨段变量范畴，这与语

篇段落之间的关系以及作文的篇章布局等有着密

切关系。

表 3 连系变量与连结变量中提取的预测因子列表

类别 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 相关系数

连系变量

连系总数（NL） .454**

相邻连系数（NAL） .347*

非相邻连系数（NNL） .445**

跨段连系总数（NL-InterP）
相邻段落连系数（NAPL） .429**

.402**

非相邻段落连系数（NNPL） .319

语篇主题相关连系数（KL） .430**

连结变量

连结总数（NB） .403**

非相邻连结数（NNB） .438**

跨段连结总数（NB-InterP）
相邻段落连结数（NAB-InterP） .419**

.407**

非相邻段落连结数（NNB-InterP） .215

语篇主题相关连结数（KB） .513**

与3.2.3部分相比，我们发现共有八个变量与

语篇的整体连贯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它们

分别是段内连系总数、段内非相邻连系数、非相

邻段落连系数、相邻连结数、段内连结总数、段

内相邻连结数、段内非相邻连结数以及非相邻段

落连结数。段内连系数、段内非相邻连系数、相

邻连结数、段内相邻连结数、段内连结总数以及

段内非相邻连结数等变量都属于段内变量，主要

体现的是段内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意义关系。

相对来说，它们与语篇的局部连贯关系较为密切，

因此与语篇的整体连贯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非

相邻段落连结数虽然属于语篇整体关系变量，但

由于学生作文特有的段落布局特点（一般为总—

分—总模式：首先提出论点，之后论证，最后总

结；三至五段），非相邻段落（多数为开篇段与结

尾段）之间构成的连结关系总数不多，因此与语

篇整体连贯的相关关系也不显著。

4.3 综合变量中的预测因子

表4是从综合变量中提取的语篇连贯预测因

子列表。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连结密度、中心

句百分比、非中心句子数、非中心句子百分比以

及由两个连系构成的连结数等变量均与学生作文

的语篇连贯存在相关关系，且在0.01水平上有显

著意义。其中，中心句百分比与非中心句百分比

两个变量与语篇连贯的相关性最高，r系数达到

了0.493与 -0.493，且都在0.01水平上具有显著意

义。从相关系数来看，中心句百分比与语篇连贯

呈正相关关系，而非中心句百分比则与其呈负相

关。这与Hoey （1991：105-124）的研究结果高度

一致，即作文中出现的中心句子数越多，非中心

句相应越少，语篇连贯性就越高；反之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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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综合变量中的预测因子列表

类别 变量名称及英文缩写 相关系数

综合变量

连结密度（DenB） .423**

中心句百分比（NCS%） .493**

非中心句百分比（NMS%） -.493**

2 个连系构成的连结（BiL-Bond） .386**

与3.2.4部分相比，我们发现单位语篇包含的

句子数、中心句子数、连结强度系数以及由四个

或四个以上连系构成的连结关系等变量与语篇连

贯人工评分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语篇的句子

数与连贯性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我

们预料之中。因为当语篇达到一定长度时，其连

贯性不会随着语篇长度的增加或缩减而发生起伏

变化。研究还发现，连结强度系数与语篇的连贯

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连结强度系数是单

位语篇内包含的连系关系总数除以连结关系总数

得出的比值，理论上讲取值范围为 [1,∞ ]，即1到

无穷大。

通过表4数据我们还发现，连系关系总数与

连结关系总数与语篇连贯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454和 .403，且都在 .01水平

上具有显著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连系关系，

还是连结关系，在某一语篇内出现次数越多，其

整体连贯性就越强。按照我们以前的假设，连结

强度系数越大，语篇连贯性就越强。但要想得到

较大的连结强度系数，单位语篇内要么连结总数

不变，连系关系次数大幅增加；要么连系关系总

数不变，构成的连结关系明显减少。这在自然语

篇特别是学生二语作文中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此

外，由四个或四个以上连系构成的连结关系与语

篇连贯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其原因主要在

于该变量在学生作文中出现的总体次数较少，特

别是由四个以上连系构成的连结关系出现次数更

少，基本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5. 结语

发现和提取与语篇连贯性相关的语言特征是

语篇连贯评价研究的核心任务。本研究基于Hoey

的词汇衔接理论，通过自行编写的计算机程序及

WordNet语义知识库，提取了与中国英语学习者

书面语语篇连贯相关的语言特征；之后与学习者

语篇连贯人工评分结果进行相关分析，最终确定

了与其显著相关的21种语言特征，即中国英语学

习者书面语语篇连贯预测因子。语篇连贯预测因

子的确定，使我们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篇

连贯评价研究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研究结

果不仅为实现英语学习者作文语篇连贯自动评分

作好了数据上的准备，而且能够为学习者作文语

篇连贯的人工评分提供借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涉及的所有研究

任务没有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而是通过编写

程序全部进行了自动化实现，这为今后语篇连贯

预测因子的应用提供了便利。研究成果不仅可以

用于二语写作教学或大规模考试中对学生作文连

贯性进行自动评分，而且还可以把其添加到现有

作文自动评分系统的评分指标体系中，以改进和

提高其评分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此外，我们

在进行程序编写时，全部使用开放性源代码，这

有利于语篇连贯预测因子的应用及根据研究需要

进行后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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