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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吕叔湘学术精神
李宇明
提 要： 本文从“学贵创新、谨严务实、重视语言事实、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四个方面
来评论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风格和学术特色，目的是弘扬吕先生的学术精神，发展
今天的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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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贵创新

吕叔湘为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做了巨大的贡献。
贡献最大的学术领域，是现代汉语语法。朱德熙（1980）指出，
《中国语法要略》是“研
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
胡明扬（1994）认为，“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先生提出了一个在内部蕴含有机联
系的表达论体系，这也是迄今为止汉语研究中的最完整的一个表达论体系。”
吕叔湘同时又是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江蓝生（1994）从研究资料的开
掘、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良好学风、汉语史的分期这四个方面，精当地
总结了吕先生近代汉语的研究成就，并且肯定“吕先生对汉语史分期的新看法，贯穿了从语
言发展的实际出发、以资料为依据的唯物主义观点”，“颇具远见卓识和首创性”。
事实上，吕叔湘在许多领域都有开拓创业之功。王菊泉（1997）认为吕先生“一手创建
了我国的英汉对比学科”
，
“在理论和方法上为对比语言学，为英汉对比研究的开展作出了独
特的贡献”。侯精一、徐枢（1993）和陈章太（1997）等深情地介绍了吕先生为《中国语文》
付出的心血和办刊方面的创新。刘庆隆（1997）高度评价了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的
创造性工作。
创新乃学术之魂。吕叔湘为何能有如此之多的令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创造？笔者在此想着
重强调他的学术指导思想。这就是：
“借西以为中，承古以为今”。亦即江蓝生、方梅（1998）
所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中国小学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相结合”：
“他很注重对
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外
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同时，他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
具和桥梁，在二者的结合上认真思考，努力实践，是中西方结合的典范。”
吕叔湘“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① ，具有他那一代学术精英的共性。但更为可贵的是，
他不管是借鉴西方还是承继传统，目的都是为了现代的汉语研究，为了发展现代的语言学。
吕叔湘（1980a）批评过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
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
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
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
”吕叔湘（1986a）在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作序
时又指出：“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
①

陈章太（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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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
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吕先生这些话仿佛就是针对今天而讲，这两种偏向至今犹存，并未因先生的批评而稍改，
并未因先生的仙逝而匡正。“借西以为中，承古以为今”的学术指导思想，是吕先生留给我
们的宝贵思想遗产，是了解先生创新成就何来的锁钥。

二

谨严务实

吕叔湘的谨严与务实，为学界提供了楷模。
先生治学严谨，有口皆碑。胡明扬（1993）曾这样描述其严谨：“对原始资料进行周密
的考证，对采用的例证进行精心的鉴别。对要作出的论断从各个角度进行反复思考，不臆测，
不妄断，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
”
“他从来不轻易作结论，下断语，从来不把话说满，总
留有余地……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一定要注出处，哪怕只是口头说的。”
谨严是思维缜密的表现，是科学领域高度责任心的体现，是良好的科学素养。而务实，
反映的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价值取向。江蓝生、方梅（1998）认为：“吕先生的学术思想
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汉语、分析汉语。”侯精
一、徐枢（1993）指出：“务实与创新相结合是《中国语文》的办刊宗旨，这是吕叔湘先生
一贯倡导的。”
作为“语言学界众望所归的领导者”① ，吕叔湘不仅在研究实践中坚持谨严务实的学风，
而且不断向学界“言传”
，呼吁谨严务实。1980 年 10 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
会，他作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重要报告，报告论述的“中和外”、“虚和实”、
“动和静”、
“通和专”等四种关系中，已就谨严务实的学风谈了不少。会议闭幕，先生又一
次强调：“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
工作，反对浮夸的学风。
” ② 1984 年，他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的题词也是“务
实”两个大字。1986 年，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先生做了《实
事求是》的书面发言：
“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并不容易，以研究工作而论，
‘实事’就是要
掌握材料，材料要可靠，并且要尽可能全面。……‘求是’就是找出规律。……有的同志做
工作急于求成，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灵机一动，
‘如此这般’，很快就有了结论。遇到不符
合他的结论的事实就想方设法把它解释掉，不愿意修改他的结论。这样‘求’出来的‘是’
就靠不住了。” ③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 ④ 吕叔湘言传身教的谨严务实的学风，是培养学界新人的活
教材，是医治时下浮躁浮夸痼疾的有效药石。

三

重视语言事实

重视语言事实是务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吕叔湘最为重要的治学特色。
吕叔湘（1980a）用他特有的朴实风格讲述过理论与语言事实的关系：
“理论从哪里来？
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我们说理论从事例中来，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事实，也就是材料，决定理论。”他形象地把事实比作“钱”，把理论比作
①
②
③
④

刘 坚（1994）语。
吕叔湘（1980b）。
吕叔湘（1986b）。
这是邢福义先生（1993）纪念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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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串子”，没有钱，钱串子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虽然“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
“喜欢搞理论的人多，肯在观察、实验上用功夫的人少……喜欢搞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
实验，可以有两种动机，或者是追求虚无飘渺的美感，或者是逃避辛勤劳动。不管是哪种动
机，都不利于学问的进步，很容易使人成为一个空头理论家。”
吕先生不仅提倡大家重视语言事实，而且身体力行。胡绳（1994）指出：
“他非常注意，
甚至可以说是随时随地注意中国语言中的各种具体现象。他在通常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看出
问题，由小见大，由好像很平常的现象中看出重要的问题。
”江蓝生（1994）指出：
“他的每
一本著作、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贯穿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
原则。”
“他能从一大堆纷乱如丝的材料中理出头绪来，按照时代的前后、用法的异同等井井
有条地排列，把材料使用得恰到好处。”
邢福义（1993）列举了吕先生提倡务实学风的一系列言论，接着指出贬低务实、不重视
语言材料的四种代表性说法：
“描写事实，不是目的”；
“讲求务实，缺乏理论”；
“搜集事例，
没有必要”；“因小失大，只捡芝麻”。邢福义利用吕先生的观点批驳了这些说法，认为：语
法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也只能是解释语法规律。事实描写，是通过事实阐明语法规律；理论
解释，是从理论上阐明语法规律。描写也好，解释也好，本身都不是目的。”
“汉语语法规律
至今未能全面准确地揭示，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语法事实远远没有弄清
楚。”
邢福义（1993）还指出，吕先生其实是十分重视理论的。这话很对，也很重要。上文第
一节所讲吕先生的创新，都是理论创新。若不重视理论，哪来这些理论创新？吕先生强调事
实的重要性，其实强调的是科学通则；吕先生在整个研究生涯中重视语言事实，其实是在依
照科学通则行事。所有的科学都重视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论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与分析，观
察分析手段的进步常能带来科学的大发展。语言学岂能例外？
在此需要提及语料库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
“英语用法调查”语料库（Survey of
English Usage）、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伦敦－隆德语料库（London-Lund Corpus）
相继建立，80 年代以来，以柯林斯－伯明翰英语语料库（COBUILD）为代表的第二代语
料库不断涌现，国际上的大型语料库已经超过 50 个，其中也包括汉语语料库。 ① 我国自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也努力建设了一些语料库。规模宏大的语料库，为语言学家观察语
言事实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努力建设语料库，充分开发语料库，自觉利用语料库，对于
重视语言事实的语言学家来说，已经成为当今的重要课题。语言学家在建设语料库、开发
语料库和利用语料库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发展与提高，21 世纪我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或
许就由语料库开始。

四

重视社会语言生活

“学者具有学术和社会的双重使命。其学术使命，乃是推进学术，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
加点什么。其社会使命，就是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活，服务于社会。” ② 吕叔湘之所以被公
称为语言学大师，还在于他十分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出色履行了语言学家的社会使命。
吕叔湘积极投身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词汇研究部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等等职务。1951 年 6 月 6 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的同时，
他与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开始连载 ③ 。他平时看书读报，遇有语言毛病便随手记
①
②
③

参见黄昌宁、李涓子（2002，P7～11）。
李宇明（2003）。
两位先生还把稿酬悉数捐献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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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著文纠正，《语文常谈》和《未晚斋语文漫谈》中有很多反映他这种高度社会责任心的
文章。1955 年 10 月 25 日至 31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他
与罗常培先生联名做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报告，是我国语言规范的纲领性文件。
母语教育是吕先生的又一座人生丰碑。1948 年，与叶圣陶、朱自清等合编《开明新编
高级国文读本》（6 册）
、
《开明文言读本》（3 册）；50 年代，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副总
编，当时中学语文正筹备文学和汉语的分科实验，他领导了《汉语》课本的编写工作，对“暂
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① 1979 年，担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首任会长。
80 年代，同张志公一起指导了第二次教学语法体系的制定。② 在他 77 岁高龄的 1981 年，还
准备了长达八九千字的讲稿，详细说明怎样给中学生讲语法。他还支持和指导了由黑龙江省
开始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试验。
江蓝生（1998）称吕叔湘是“人民的语言学家”，是“推进语文规范化和普及语文教育
的实践家”，十分中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随着教育、传媒和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随着
信息技术的日趋普及，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与冲突的加剧，语言生活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出现了一系列值得语言学家研究的新现象，出现了许多需要语言学家回答的新课题，出现了
一些需要语言学家参与的语言工程。语言学工作者要完成学术使命，更应承担起社会使命，
以不辜负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五

余言

在强调弘扬吕叔湘学术精神之时，在引用了学者们关于吕先生的精当论述之后，笔者也
心存迷茫：许多先生都认为《中国文法要略》是研究句法结构变换的先驱，但是，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引进、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广泛应用的变换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却来自美
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 S. Harris），与《中国文法要略》并无关系。 ③ 胡明扬（1993）认为，
“现在流行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词的‘价’的概念是法国语言学家吕西安·泰尼埃尔 1959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基础》中提出来的，比吕叔湘先生晚了十七年。两种理论构想相同，甚
至‘向’和‘价’的设想也基本相同，这在学术史上也算得一桩佳话。仅仅因为中文还不是
一种通用的书面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熟悉吕叔湘先生的理论的人反而不多。”为什么中国前
辈学者的创造，不能在世界上发生其应有影响，甚至也不能在国内发生其应有影响？
胡明扬把原因归结为中文的不通用，但我揣测原因恐怕不只于此，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
第一，我国的语言学不是国际学术的制高点，“学术之水”难以倒流；第二，理论提出者表
述理论的方式不显壑，影响了理论的传播与继承；第三，我国学术眼光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外，
对本国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意识的梳理，缺乏学派式的继承与发展，缺乏科学的学术批评。
这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若不努力革除，上述“变换分析”和
“配价语法”的令人酸楚的“佳话”，肯定还会复现，那将是中国语言学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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