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ploring the Prototype Version of "Plain English" in 

the Early Perio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ang Liqiao 1,a, Guo Guoqi2,b*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Mazhang, Zhangjiang, Guangdong, China 
2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Mazhang, Zhangjiang, Guangdong, China 
a 68560948@qq.com 

b* hdggq@163.com  

ABSTRACT 
The "Plain English" concept emerged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was developed into a popular movement in these countries during the late of the 20th Century,which in order 

to have the language itself simplified, particularly in the part of wri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in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actual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when American Literature was initially 

emerged. This can be proved by the 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early work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ther 

literature works of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concepts of modern Plain Englis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be helpfu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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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初，“简明英语”概念在英语世界产生；20 世纪中后期，“简明英语”发展为风靡主要英语国

家的简化语言文字运动。经过与现代简明英语的特点及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的对比可知，美国“简明

英语”的历史最早其实可以追溯至美国文学诞生之初，当时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已具有“简明英语”的

特征。了解这种特征，对提升英语教学质量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文学，比较研究，简明英语，英语教学 

1.引言 

一般认为，“简明英语”是一个 20 世纪初出现，

中后期兴起并流行至今的概念；此概念由于自身特点，

多数情况下只被用于非文学领域。但是，如资本主义要

经过中世纪后期“萌芽期”的发展才能成为几乎所有西

方国家的立国制度
[1]
，简明英语运动或也经历过一个漫

长的“发展期”。简明英语在不同英语国家发展阶段不

一，在美国其萌芽可追溯到 17 世纪，随首批北美殖民

地创建而生，且在文学作品上也有体现。为证明这个观

点，首先将引入“早期美国文学”和“简明英语”等关

键概念综述，并以相关作品为例进行比较研究。该观点

的证明对提升英语教学质量也有启示意义。 

2. 主要概念综述 

2.1. 早期美国文学 

早期美国文学不算是美国“民族文学”，只是“舶

来品”——因其缔造者是欧洲人，风格也趋欧化。“美

国民族文学之父”是华盛顿·欧文，他在当时美国刊行

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是“英国货”的条件下摸索、创造出

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如 1820 年发表的《见

闻札记》等，欧洲评论家当时也尊他为“首个第一流的

美国作家”
[2]
——可见，在当时欧洲人的心中，华盛顿·欧

文的出现，是美国文学“成熟”的标志。据此，可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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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诞生之初的“殖民地文学”到以华盛顿·欧文为

代表的浪漫主义初期之间的时间视作美国文学的早期

阶段，即 17 世纪初至 1820年之间。 

2.2. 美国清教徒移民 

2.2.1.清教徒移民的原因 

清教徒移民的典型代表就是 1620 年随“五月花”

号轮船到达北美大陆的移民；他们有的人离开英国是为

了逃避宗教迫害，还有的则是为了通过冒险脱贫。 

2.2.2.清教徒移民的特点 

(1) 人口构成特点 
以 17 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为例：移民人群以农、

工为主，识字率高于英国同比水平
[3]
。 

(2) 清教思想的内核 
清教思想在北美大陆形成了以教义信仰、世俗精神

与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清教徒都希望通

过物质成功成为“上帝的选民”。为了实现目标，他们

勤俭节约、克己禁欲，并重视自由平等
[4]
。 

2.2.3.清教徒文学的“简明基因” 

(1)移民的欣赏与创作水平 
人受教育的水平一般受经济等因素制约

[5]
。约翰·弥

尔顿等大家生平几乎与最早期的清教徒移民重合，但他

们家境殷实，足以完成大学学业并享受富足生活。这种

客观现象限制了早期清教徒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上限，

于他们而言，古朴优雅的词句要么难写、要么难懂，不

如“大白话”简明易懂。 

 (2)符合清教思想的需要 
清教徒初登新大陆时条件艰苦，资源十分有限。面

对资源匮乏，文字沟通可能也要重“节俭”；在有效传

达同样信息的前提下，一句话字（词）数越少，就意味

着墨水、纸张等宝贵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从这个角度

看，注重行文简明，对清教徒移民的生存也是有意义的。 

2.3. “简明英语”概念 

简明英语是一种文体概念，也是从 20 世纪开始延

续至今的文风改良运动。李长栓认为，“简明英语”从

词汇、句子和语篇角度观察，主要有以下特征
[6]
： 

 

 

 

2.3.1.遣词通俗易懂 

简明英语尽量避免使用各种大词、拉丁语词等生活

中少用的表述。如能用“as”表意就不用“in view of 

the fact that”，巨有经济性。简明英语喜第一人称，

作者常自称“I”而将称读者“you”，用仿佛与作者对

话的方法拉近与读者的关系。此外，简明英语还会尽量

用中性词避免性别歧视，如慎用代词“his”、“her”

等。 

2.3.2.句式简洁有力 

简明英语多用清晰有力的主动语态，尽量不变动词

为名词，强调句子尽量不要太长，单个句子最好不要包

含过多信息；此外，还尽量避免重复，信息能只说一遍

就不重复两次。如此一来，有限的篇幅就能尽量充实。

现代简明英语句子平均长度在 15-20 词为宜，且包含的

信息一般不超过 3 项
[7]
。 

2.3.3.篇章布局合理，信息交流通畅 

简明英语语篇行文言简意赅，尽量少用范畴词和弱

势名词等“冗余成分”。英语语篇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很

深，具有逻辑性，一般要在开头就点明中心。这种逻辑

思想反映到句子上，体现为重要信息一般在前而非后置
[8]
。虽然如此，简明英语也强调“结尾有力”，作者有

时将重要信息置后，以加深读者印象。 

3. 发掘早期美国文学中的“简明”种子 

3.1.以简明意象赞颂上帝伟大 

若为各种英语文学作品体裁排序，诗（verse）无

疑地位最高，因其创作受严格格律限制，对作者词汇量

要求高。诗句的辞藻一般都十分华丽；作者为押韵有时

还不惜用让人难以理解的词汇。然而，早期美国文学诗

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安妮·布莱德斯特里特作品为例：
“I heard the merry grasshopper then sing/The black clad 

cricket bear a second part/They kept one tune and played 

on the same string/seeming glory to their little art/Shall 

creatures abject thus their voices raise/And in their kind 

resound their Makers praise/Whilst I, as mute, can warble 

forth no higher lays?” 

蟋蟀和蚱蜢本是普通的小虫，可诗人认为其叫声是

艺术品，万物都因其“歌声高扬”而“低声无语”。诗

人听到的是“小虫鸣叫”，心中却当它是对创造美好世

界的造物主的赞歌。这是首创，因为当时的诗人通常会

选择心中和上帝同样“宏伟”的事物落笔： 
“At once as far as Angels kenn he views/The dismal 

Situation waste and wilde,/A Dungeon horrible, on all 

sides round/As one great Furnace flam'd, yet from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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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es/No light, but rather darkness visible/Serv'd only to 

discover sights of woe,” 

这是几乎同时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失乐园》描写炼

狱的片段。作者利用反复手法，先抛出一个“no light”，

即地狱中的火焰“没有光”；然后又是“darkness 

visible”（举目所及，唯有黑暗），反复强调“漆黑

一片”；炼狱中“举目皆是荒凉萧瑟”、“四方都是地

牢”，大笔勾画出撒旦这个站在上帝对立面的“邪神”

所困居牢狱的惨景。撒旦虽非“上帝”，却是反叛上帝

的邪神中实力最强者，即黑暗“上帝”，故也反映出当

时的宗教诗人写作时在遣词造句方面的喜好。二诗对

比，前者犹如一泓清溪，虽少江河之宏伟壮阔，却也独

享一捧甘冽。 

3.2.以简明手法抒发伟大情感 

爱情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之一。古今中外，咏叹爱

情的名篇名句不少，如罗伯特·彭斯，他的《爱如红红

玫瑰花》第一句就直接把爱人比作香甜的红玫瑰。诗人

在修辞手法上下了大功夫：他嫌花红得还不够，加上一

个额外的“red”，体现自己对心上人无尽的爱意。如

果要为这个爱加上一个时间，彭斯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

“要到大海全干涸”，且也重复一次。而读安妮·布莱

德斯特里特《致我亲爱的丈夫》，给人的感觉又不一样：
“If ever two were one, then surely we, if ever man were 

loved by wife, then thee/If wife was ever happy in a man, 

compare with me, ye woman, if you can.” 

作者抛弃一切修辞，直接炫耀自己的美好爱情，让

大家“比一比”。这虽更像是“秀恩爱”；但比起罗伯

特·彭斯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海誓山盟”，《致我亲

爱的丈夫》行文看似更简单，内容却无重复，意蕴更加

丰满，更能令人体会那一往情深。 

3.3.以简明行文呼吁民众争取自由 

近代欧洲政坛曾有这么一段时期：选民们投票并非

参选人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办法，而因为他提出的政治

口号响亮。典例就是为“neutral”这个词加后缀，让

它成为鼓吹苏伊士运河“中立化（neutralization）”

的口号
[9]
。但以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大部分群众无法

理解这种创造出来的口号，所以政治精英们能容易地按

照自己的意愿解读，操控时局。然而，一份惊世骇俗的

宣言却与众不同。它节奏铿锵有力，内容好懂，激励着

美国殖民地军民拿起武器对抗英国政府的统治——它

就是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手捉刀的《独立宣言》。 

3.3.1.强调强势动词的使用，句子雄浑有力 

英语强势动词可通过加后缀成弱势名词，再与介词

结合成短语。这样的短语十分拖沓，有时让人费解。如，

将《独立宣言》中的一些条文改写成某些政府法令的形

式，会变成这样： 

【原文】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of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改写】The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has 

made obstruc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the King`s approval for the laws, which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judiciary powers. 
英国自 17 世纪起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权力受制，

真正有能耐“犯下”《独立宣言》中罪行的，其实是以

首相为首脑的英国政府。原句看似没有改写后的版本

“严谨”，一个“He”让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成了殖民

地群众近在咫尺的“邻居”。这个“He”是“英王”，

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恶人”，也是英国政

府的人格化：他为了阻挠司法主持正义，拒绝批准建立

司法权力的法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一个个冗长的名

词短语，而是直接用动词的现在完成时形式，一个凶恶

国王张牙舞爪的形象跃然纸上，民众的愤怒也全被引导

至兹。 

《独立宣言》有约 1240 词，其中出现弱势名词约

60 个；但约 20 个词在文中重复出现，且“Creator（造

物主）”及“government（政府）”等要么是宗教名词，

要么是的通俗政治术语，无法替换。真正“冗余”的弱

势名词仅 30 个左右，与介词组成的冗余短语数量更少。 

3.3.2.句式简洁有力不啰嗦 

对独立宣言句子字数长度的状况作了统计，得表

一： 

表 1  独立宣言句子长度统计表 

词数

（词） 

≤20 21-39 ≥40 总计 

个数

（个） 

19 16 9 44 

占比

（%） 

约 43.18 约 36.36 约 20.46 100 

 
近半《独立宣言》句子已满足现代简明英语标准。

即便某些较长句，也符合“简明英语”特征：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States Colonies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这是全篇最长的句子，共有 105 词。仔细分析后也

能发现，这句话只有三个信息：首先，是《独立宣言》

的起草者宣布有消息要昭告天下，其次，是点明自己要

代表的群体，即“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经他们

授权......”。句子的后半部分是三个“that”引导的

从句，看似三个信息，其实是一个信息的三方面，即具

体宣示内容：“第一，（我们）现在是，也应该是独立

自由的国家；第二，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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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须如此；第三，有独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宣

战、媾和等。” 

《独立宣言》面世时，“简明英语”概念尚不存在；

但它从很多方面已具备现代简明英语的特征，行文简洁

有力，直白易懂。独立战争初，华盛顿的民团无法与当

时世界一流的英军匹敌。但《独立宣言》起到空前影响，

极大激励“大陆军”上下
[10]

——如此深入人心，固然是

内容“得人心”；而其简明易懂的文笔对促进纲领在民

众中的传播或也起了很大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语言发展具经济性，“人们追求‘言简意丰’”
[11]

。

经千年演变，英语绝大部分的屈折变化都消失了，这预

示“简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简化运动出现的必然。通

过研究美国早期文学作品可发现，一些作品已体现出

“简明英语”特征，可能还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一定

影响。 

4.2. 经典作品中的“简明英语”给英语教学
带来的启示 

很多学者都强调“模仿”对英语学习的价值
[12][13][14]

。

还有的学者强调大量读原著
[15]

，“模仿”与“原著”结

合，似是提升学生英语能力的“捷径”。但发展中的英

语毕竟会改变、淘汰很多词、句的用法。若学生不加分

辨、一味“模仿”，所“抄”糟粕很可能多于精华。教

师一定要重引导，帮助学生识别和吸收精华，扬弃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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