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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际功能，比如“修订”，但是这种交际都是客观
的或中性的，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请看下面的例子：



（1）下野纮出演了很多长相为娃娃脸伪娘类的角色。

（2）擅长的事：干饭(指打游戏）、催眠（指唱歌）、摸鱼。

（3）Wow, what a group of applicants, huh? I agree with 
you that they were awful we have opportunity to refine the 
posting to ensure we get a better bunch of candidates on 
the next revision.（哇，这是一群怎样的申请人啊？我同意你的
观点，他们很糟糕，我们有机会完善招聘信息，以确保我们在下次
修订时得到更好的候选人。）

• 这些用法非传统功能所能概括，因为作者并非真的想要删除，而
是故意让读者看到，并借之实现幽默、讽刺等修辞效果。下面我
们把这类用法称之为“删除线修辞”，删除线后的内容称为“删除
语”，不带删除线的内容称为“正文语”。



• 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类现象，他们认为，删除语和正文语存在官方
和个人或过滤与未过滤之区别，二者对立可以实现幽默、讽刺、
合理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评论（commentary）等修辞
效果，删除线修辞多出现在自媒体、社交软件等平台（Nordquist
2020；Ticak 2020）。池昌海、吴鹏（2020）在讨论夹注式修辞
（如“假（ke）装（wang）拥有马甲线”）时提到，删除线修辞是
夹注式修辞的“变式”。照此推论，文中基于夹注式得到很多结论
也应该适用于删除线，比如夹注式修辞的客观功能（即“表示客体
情况”）、主观功能（即“表述主观感情”）和语篇功能（即“话题
引入、语篇推进与转化以及焦点强化等功能”）等。但是下面会看
到，由于二者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 考虑到删除线修辞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描写和解释都还显得十分
粗疏，本文将基于“萌娘百科”网站对之做出系统调查，之所以选
择这个网站是考虑到：（1）删除线修辞的语料查询存在困难，
无法像括注式、夹注式那样全面检索；（2）萌娘百科是一个基
于wiki技术的在线百科全书，允许所有用户参与词典编撰，删除
线修辞已成为该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文的思路为：首先描写删除
线修辞的形式、语义特征，接着与其他类似修辞（括注式、夹注
式）进行比较，最后探寻这些修辞的动因或者理据。

• https://mzh.moegirl.org.cn/Mainpage



二、删除线修辞的形式、语义特征

• 2.1替换删除
• 2.2直接删除



2.1替换删除

• 这一类的删除语和正文语具有替换关系（alternations），体现了语言
系统的聚合性。从形式上来看，如果删除语是小句内的句法成分——
据调查有补语（主语、宾语）、定语、谓语（见例4-9），那么一般和
正文语承担平行的语法功能，缺失将会造成不合语法的情况。如果是
小句，那么虽然不涉及合不合语法的问题，但是会涉及到语篇的连贯
问题。

（4） a. 另外还有黑化洗白版本。
b. *另外还有版本。

（5） a. 最终效果也和当初的想法大相径庭，画到我直接突破界限完成
头部再生总之花了很久才完成，终于弄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效果。

b. ？最终效果也和当初的想法大相径庭，终于弄出一个自己比较
满意的效果。



从语义上来看，删除语和正文语的命题意义大同小异，但在其他语
义维度形成或大或小的对立，包括：
• 抽象-形象（隐喻或转喻），如例（6）中的“能用脚抠出三室一厅

的”相对“尴尬”更为形象，属于一种转喻；
（6）社交牛逼症多会做出一些在外人看来十分尴尬能用脚抠出三
室一厅的行为。
• 中性-情感（积极或消极），如例（5a）中的“画到我直接突破界

限完成头部再生”相对“花了很久才完成”传达了作者的抱怨情绪；
（5）最终效果也和当初的想法大相径庭，画到我直接突破界限完
成头部再生总之花了很久才完成，终于弄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效
果。
• 委婉-禁忌，如例（7）中的“友情”是“基情”的委婉说法；
（7）由于剧内跟相川始友情（基情）深厚，……。



• 模糊-具体，比如例（8）中的“独特”与“阴间猎奇”是上位下位概
念的区别；

（8）（LeaF）因其独特阴间猎奇的曲风而广为人知（尤其是其
BMP值有时极高）
• 官方-个人，如例（9）中的“编辑”相对“遭到破坏”出自官方或机

构；
（9）本条目正在热烈遭到破坏编纂中，欢迎各位读者积极参与添
砖加瓦。
• 正式-随意，前述例子大多体现了这种语体对立。当然，很多用

法是以上维度的混合；此外，也有少数删除语和正文语的命题意
义相反，如例（4a）中的“洗白”表示反面形象转为正面，“黑化”
表示正面形象转为反面。

（4）另外还有黑化洗白版本。



2.2直接删除

• 删除语与正文语不具有替换关系，往往是小句内部的扩展成分
（一般是定语、状语、并列、同位成分），或者整个小句。这些
成分删掉之后一般不影响正文语的语法性，但由于被删小句往往
包含关联词语，所以有时会造成语句的不连贯或不完整。

（16）由于笔下众男性角色无论多基情最终大都有了妹子，因而被
人戏称为“BG战士”。

（17）尽管负责发布B站专栏的技术信息，但这个账号并没有多大
流量。



从语义上来，包括三种情况：
• 删除语不影响正文语的命题内容，是对正文语的评述或重述。评述可

以是情感的抒发、价值的评判或态度的挑明；重述往往是换一种语体
的表述，体现了元语言功能（Jakobson 1960）。

（13）著名代表作儿童邪典《mopemope》、《MARENOL》
（19）因读音的简化读习惯了改不回来了，……。
（20）猫系美男子，倒不如说其本人就是一只猫猫。
（21）普通的男孩子←普通你妹啊。
• 删除语相对正文语补充了新的命题内容，与正文语的语义关系较为庞

杂，可能是一些比较负面或消极的信息，可能是敏感或者冒犯信息。
（22）做题、听课、考试、打盹儿、开小差，每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很
累。
（23）性格相当的冷静而自负，而且口无遮拦。
• 删除语是对正文语命题的否定，或者暗示正文语是一种玩笑。
（25）VPLB乐队的吉他手。Xue Project的总不负责人
（26）擦边猫指的是一些小猫打擦边球的行为（不是）。



三、删除线修辞与其他修辞之比较

• 与删除线修辞相仿的有直陈修辞、括注式修辞（罗琭昕2018；木棉君
2018）、夹注式修辞（池昌海、吴鹏2020；王东杰2021）和反语修辞。

（27）他是我们班最懒惰的人。

（28）他是我们班最积极（懒惰）的人。

（29）他是我们班最积极懒惰的人。

（30）他是我们班最积（lan）极（duo）的人。

（31）他是我们班最积极的人。/他是我们班最“积极”的人。

这五类修辞，直陈修辞把真实意图展露在外，于作者和读者都最为省力，
但却可能因过于直白而伤及他人面子。另一个极端是反语修辞……。

（32）可以抄您的作业吗（不可以）
（33）（突然）周末有空吗，能不能来做实验
（34）（刚走神了..）



（28） 他是我们班最积极（懒惰）的人。

（29） 他是我们班最积极懒惰的人。

（30） 他是我们班最积（lan）极（duo）的人。

（35）“啊！这光！啊！这水！”用于讽刺
作品华而不实（或是把精力放在了奇怪的地
方）时。
（36）我懂了，出来背锅（划掉）认错（微
博）



• 连续统：直陈＜括注式＜删除线＜夹注式＜反语
从左到右作者/读者耗费的认知努力越来越大，但是带来的修辞效果也
越来越大。直陈和反语的情况前面已经说明，其他：
• 括注式把部分内容置于正文，部分内容置于括号，需要读者领会内外

并置之别。
• 与括注式相比，删除线把部分内容置于删除线后，与括号相比又增加

了一层距离，因为删除线意在删除，而非像括号意在附加。
• 夹注式除了括注之外，对象还必须以单字拼音离散出现，对于作者和

读者来说都很费力：对于作者而言，他必须保证正文语和注释语的字
数一致（不一定对仗），且每个字都必须伴随一个完整的括号；对于
读者而言，由于拼音相对文字的固化程度较低，歧义性较高（尤其在
离散出现和不加声调的情况下），因此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努力才能
解读正确。



• 我们用窗户的比喻来说明这五类修辞之别：
直陈就像全开的窗户，括注式就像半开的窗
户，删除线就像虚掩的窗户，夹注式就像半
开但加了窗纱的窗户，反语则像关着的窗户。
在这五类修辞中，直陈过于直白，而反语过
于含蓄，居于中间的达成了认知经济性和交
际效率性的最佳平衡，这可能正是网民对它
们乐此不疲的原因。



四、括夹删修辞的修辞动因

• 针对夹注式修辞的修辞动因，池昌海、吴鹏（2020）批评了陈颖
等（2015）的“礼貌原则”解释之不足，转而认为是“说话人故意凸
显强调客观事实或其主观认定的事实、态度及评价。这种修辞策
略实际上暗含了说话人‘欲盖弥彰’的意图，即想要掩盖真相或内
心真实想法，结果却暴露得更加明显。”但如果使用夹注式修辞是
“故意凸显”，为何又采用“欲盖弥彰”的曲折路径？另外他们的分
析侧重于客观功能、主观功能和语篇功能，忽视了类似修辞在礼
貌/面子和语体因素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只有把主观性、礼貌/
面子和语体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对括夹删修辞做出更全面的解释。



• 首先，从主观性的角度来看，括夹删修辞有利于凸显主观意义。
括夹删修辞，夹注式和删除线都出现了注释语/删除语和正文语可
互相替换的情况，它们在命题意义上大同小异，但在抽象-形象、
中性-情感、正式-随意、委婉-禁忌、具体-模糊、官方-个人等
维度上形成对立，为说话者提供了多样的语言表达备选项。仔细
观察还会发现，正文语多是抽象、中性、正式、委婉、模糊、官
方的，而注释语/删除语多是形象、情感、随意、禁忌、具体和个
人的，也就是说前者更为客观，后者更为主观。把这些主观的内
容用括号或删除线标记出来，故意为之的弱化或掩盖反而会激起
读者的好奇与兴趣，反映了人类“不禁不为”“愈禁愈为”的逆反心
理，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潘多拉效应”或“禁果效应”（陈力丹、
李弘扬2013）。这也是为何网友会认为删除线并非真的删除，而
是“相当于下划线、着重号”。



• 其次，从礼貌/面子原则来看，括夹删修辞可以维护双方的面子。
再去观察上述各种语义维度的对立，会发现除了客观和主观对立
之外，还存在间接与直接的对立，即正文语的表情达意更为间接，
而注释语/删除语更为直接。这是因为人们在表达一些偏于消极
或者否定的内容时，比如反驳、指责、否定、拒绝，为了不危及
对方的面子，往往采取一种更为间接的表达手段，让对方去揣测
会话含义。在前面所述的五种修辞中，反语修辞无疑最为间接，
但由于书面语中滥用反语有失败风险，因此只有居于中间的括夹
删修辞最为合适。从认知经济性与交际效率性的平衡来看，括夹
删修辞相较直陈修辞要耗费更多的认知努力，因为作者要打出括
号、删除线、拼音等符号，读者则需要根据这些线索来揣测；但
是有失就有得，在交际效率性一端，括夹删修辞既照顾到了双方
的面子，维持了礼貌，又使得通过曲折或间接方式得到解读的含
义得到了放大，从而取得了更大的如讽刺、嘲弄或幽默的修辞效
果，可谓一石二鸟。



• 最后，从语体因素来看，括夹删修辞有利于平衡语体冲突。前面提及
说话人有表达主观性的需求，这种需求除了会受到礼貌/面子原则的约
束，还会受到语体适切的约束。这种语体适切的要求，甚至需要我们
在一些场合说假话，比如括夹删修辞中就出现了正文语为假、注释语/
删除语为真的情况，这说明作者是故意让读者知道或不怕读者知道正
文语为假，因为作者会认定读者同意在该情景下说假话是语体适切的。
再比如例（37-40）这些例子，池昌海、吴鹏（2020）认为使用夹注
式是为了“表述主观感情”和“零度评价”，但是“腹肌-肚腩”“坐而论道-闲
聊扯淡”“过渡-补习”“情商高-招人爱”的客观-主观对立很弱，反而是不
同语体的对立更强，即：注释语更为随意、直白，偏向于“口语体”，
正文语更为严肃、正经，偏向于“书面体”，两者对照便造成了幽默的
效果。

（37）星期天体测的时候做了仰卧起坐，这几天腹（du）肌（nan）超痛
（38）小伙伴都戳进来，咱们坐（xian）而（liao）论（che）道（dan）
（39）迎来了明年升小学，加减法怎么办？识字拼音怎么办？是不是要去报个幼小
“过（bu）渡（xi）班”……要不，跟不上可咋整？
（40）你在同事眼里情（zhao）商（ren）高（ai）吗？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口语体和书面体的界限越发模
糊，这便是社会语言学中提到的“口语化”（colloquialization）趋
势，即在书面写作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甚至粗俗）、类
似口语的语言特征，体现在政治宣传、公共报道和流行写作等领
域（Mair 1997）。这种趋势在网络虚拟世界尤甚，除了极端正式
的官方媒体以及极端随意的日常聊天，很多领域都处于两端之间，
即书面色彩与口语色彩相混杂。本文的删除线语料主要出自“萌娘
百科”，正如其名所示，“萌娘”一般指长相或穿着可爱的小女孩，
常出现于ACGN语体之中，即动画（Animation）、漫画
（Comic）、游戏（Game）、小说（Novel），而“百科”指“各种
学科的总称”，一般出现在科学语体之中，因此该网站是一个雅俗
俱存、亦庄亦谐的平台。在这个人人可以参与编辑的百科网站上，
网友一方面是科普编撰者的身份，要保证内容的客观性和严肃性；
另一方面又是ACGN的爱好者，倾向于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而
删除线的使用正平衡了这种语体冲突。



五、余论

• 括夹删修辞属于“形貌修辞”（陈望道1932/2017：190；曹石珠
1996）或“目治的语言”（高名凯1948/1986：561），即在视觉
媒介中通过各种形象生动和引人注目的符号材料，来构建语言文
字的特定形貌，以刺激读者的注意力进而增强语言表达效果。这
种修辞手段古已有之，但在电子信息时代，受益于技术进步和载
体升级，形貌修辞得到了最大量的释放，如各种特殊符号、表情
符号（包括颜文字、绘文字、静态贴图、GIF动画等）、标点符号
的非常规使用等等（赵华伦2005；张颖炜2014；杨旭2022）。其
中标点修辞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但是非标点符号（如删除线、箭
头、勾号、叉号、加号等）的加入，进一步扩展了形貌修辞的范
围，无疑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 有人可能认为，形貌修辞不属于语言学的范围，因为不是诉诸语
音的，但这一方面是受语音中心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未注意到，
形貌修辞很大程度上对口语现象的象似模仿。比如Ticak（2021）
在讨论删除线修辞时，认为这类似于我们一边咳嗽一边说话，或
者喃喃或含糊地说出你不想大声说出来但是也不介意其他人听到
的话。木棉君（2018）在讨论到括注式修辞认为，“我们不会在
安静的图书馆大声说话，也不会在会议室里讨论八卦。有时在微
信中加括号，就是模仿了真实说话情境中的放低音量、悄悄说，
这样的‘放低音量’，可以看出情境的不合适，并推断出表达者的
情绪状态。”而进一步研究形貌修辞与口语现象的关系，也是十分
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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