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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

*

李 宇 明
提要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是国家语委正在开展 的一项语 言工程, 旨在用 现代信 息技

术、
遵循统一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将中国各县域的语言实 态 (也 包括方言和 地方普通话 )
记录下来, 归档建库, 永久保存。通过对该库的学术开发和行政开发, 可以起到全面了解语言
国情、
科学制定国家语言规划、科学保存和开发国 家语言资源、促进 普通话 的推广、促进 语言
文字的信息化、
促进语言科学的 发展等作用。
关键词

中国语言

有声

数据库

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我国语言的现实状况采录下来, 建成可满足社会多方需求、
可不断维护
更新的有声数据库, 是利在当代、
惠及后人的事业。我国语言学的百年发展、
方言学家和民族
语言学家的研究积累、
现代信息技术的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力量, 使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
建设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筹划多年, 设立多个项目进行
论证性的专题研究 ¹ , 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并在江苏省的五个城市前前后后进
行了一年多的试点工作。本文根据国家语委的筹划、
研究和试点, 谈谈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
库设计的基本情况、
特点及可以发挥的作用。当然,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还没有全
面展开, 有些技术规范 ( 比如: 方言字的规范、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方案 ) 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发表本文的目的, 是希望得到学界和社会对这一工作的关心, 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指教与帮助。
一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基本情况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国家语言资源建设工程之一, 它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录语言数
据, 经转写、标记等加工程序将相关的文本文件、
音频文件及视频文件整理入库, 以数据库、互
联网、博物馆、
语言实验室等形式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服务。现根据 5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调查手册 6 º , 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情况, 概述如下: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建所 60周年而作。 60年来, 语言 研究所为 国家的语言 文字事业做
出的贡献有口皆碑。 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 题学术 会议, 奠定了 我国语 言规范 化的理 论基础。 根据会议
精神编写的 5现代汉语词典 6, 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发挥着 / 教师 0的作用; 开展 的方言研 究, 为普通 话推广和
方言学发展建功立勋 。 1955年与中央民族学院联 合召开 的民族 语文科学 讨论会, 树 立了民 族语言 文字工作
的里程碑。创办的 5中国语文 6、5方言 6等刊物, 培养了代 代学人, 推动 着学术 发展。值此 之际, 谨致敬 意, 并
祝语言研究所为国家 的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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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语言和方言调查
1) 调查点
根据县级行政单位设置调查点, 原则上 / 一县一点 0, 特殊情况下可以增点或减点。本调
查重在反映当下语言的实态, 因此调查点选择县城等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地方。
2) 调查对象
每个调查点根据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选择有代表性的 4名发音合作人, 其中男女各 2人,
老年青年各 2人。
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分语言结构调查和话语调查两大部分。语言结构调查是基础, 用 1000字调查语
音系统, 用 1200词调查基本词汇系统, 用 50个句子调查主要的语法现象。话语调查是重点,
分为讲述和对话两部分。讲述包括 / 规定故事 0和 / 自选话题 0。规定故事已经选定了 5牛郎和
织女 6 » , 它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 分布地域也比较广泛。自选话题尽量反映当地文化特色,
例如: 当地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 当地的童谣、谚语、
歇后语、
顺口溜; 当地的旅游景点和土特
产; 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 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时事热点评论等。发音合作人从这些话
题中自选若干个进行讲述。对话是 4名发音合作人在上述话题中自选话题进行对话。
4) 调查方法
采用规定的录音设备、
软件进行录音, 辅之以录像和照片。并且, 对调查内容还要按照一
定要求进行必要的国际音标转写和汉字转写。最后, 对一个调查点的所有调查资料和电子文
件进行命名、
分类、
归档。
5) 建库与开发
国家组织专人进行验收, 将调查材料统一建档入库。并及时组织专家对数据库进行开发,
例如: 编写 5中国语言国情报告 6, 其内容包括中国语言、方言、地方普通话的基本数据, 急需保
护的语言、
方言目录, 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 / 关键语言 0和 / 关键方言 0目录等。绘制
详细的多媒体语言地图。通过网站、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等方式对社会提供服务, 最大限度地
让这些数据造福国家与学界。
(二 ) / 地方普通话 0调查
地方普通话是由方言向普通话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各种中介语 ( inter- language) , 它在当前
跨地区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料。了解地方普通话的状况, 探索地方
普通话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 总结地方普通话的 / 板结 0特点, 对于推广普通话、研究语言
学习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普通话调查与语言和方言调查一同进行。其选点要求也与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相同,
原则上是一县一点。每调查点选择 3名发音合作人, 这 3名发音合作人的普通话水平处在不
同的等级: 1名相当于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 6 ¼规定的三级甲等, 1名仅次于三级乙等, 1
名普通话水平最差, 接近方言。
地方普通话的调查内容是: 1、
用普通话讲述规定故事 5牛郎和织女 6; 2、用普通话朗读两
篇短文 5诚实与信任 6、5大学生村官 6。调查得到的音频文件等经整理验收, 建档入库, 形成地
方普通话语料库。地方普通话语料库是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一个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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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若干特点

我国的语言、
方言研究, 取得了很多标志性成果, 如 5中国语言地图集 6、5现代汉语方言大
词典 6、5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6、5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6、5汉语方言地图集 6、
中国新发
现语言研究丛书等。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充分借鉴我国以往的语言调查方法和研究成
果, 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设计特点。
1) 具有语言普查的性质
重视田野语言调查是我国现代方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的传统, 但过去的调查, 选择调查点一
般是着重 / 典型性 0, 多是选取民族语言、
汉语方言的代表点。 / 典型性 0选点, 对于了解一种语
言或一种方言的基本情况是适宜的, 但是对于了解全国的语言状况常有缺憾。时至今日, 我国
还有许多县域的语言没有调查过或全面调查过, 民族地区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并未得到很好
调查, 东北、内蒙地区的汉语方言因被认为不具典型性而调查得很不深入, 边境地区的语言状
况并未做到县县清楚。显然, 只把眼光聚焦在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的代表点上, 并不利于对一
个语言或方言的深入了解, 也不利于准确了解一个语言或方言的地域变化, 画不出详细到县域
单位的语言地图。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数据采录, 原则上是 / 一县一点 0, 估计实际选点会达到 4000
以上, 这就使调查具有了语言普查的性质。可以相信, 这种 / 普查 0会发现许多新现象, 得到不
曾注意到的语言或方言的新线索。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主编的 5中国的语言 6, 记录了很多新
发现的语言, 这些新发现语言多是在突破了 / 典型性 0选点的情况下才能被发现的。此外, 普
查式选点可为每一个县域单位留下一份 21世纪初年的语言资料, 为以后的语言国情研究树立
了一个永恒的测量点。
2) 重视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
年龄和性别是与语言和语言活动最为相关的两大因素。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 在语
音、
词汇、
语法、
语用等方面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 其中年龄形成的老派、
新派的语言差异, 还往
往预示着语言发展的方向。传统的语言调查常以老年男性为发音合作人, 以求得到最为 / 纯
正 0、
古老的语言面貌。这是一种学术旨趣。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在着重采集老年男性的语言数据的同时, 还采集老年女性、青年
男性、青年女性的语言数据。这些数据将来在研究中可以处理为不同的分库, 从而推进性别因
素、
年龄因素的语言研究。资料长期积累下来, 通过不同年龄的语言差异研究, 还可以对语言
发展走向进行科学推演。
3) 重视语法
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 精力基本集中在语音和词汇上。近年来, 方言语法的研究兴趣大
增, 甚至还进行了跨方言的专题研究。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语法调查, 根据类型学的研
究成果和我国语言的实际, 设计出 50个句子, 以调查汉语和民族语言的若干重要的语法点。
这些数据隐含着类型学的背景, 因此不仅可以对汉语各方言进行比较研究, 而且也可以对我国
的各语言进行比较, 甚至可以同世界上的许多语言进行比较, 进而获得类型学上的成果。这种
类型学上的语法调查, 对于我国语法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½ 。
4) 立足话语
传统的语言调查基本上是语言结构调查, 较少涉及话语; 即便做了话语调查, 那也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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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结构调查的附庸进行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则把话语作为基本数据进行采录, 因
为它的基本理念是保存当下的语言实态。最能反映语言实态的是话语, 保存语言样本的最好
方式是保存话语。话语是语言的 / 实态样本 0, 蕴含着语言结构的各种成素, 还有包括语流音
变在内的语言结构各种要素的语流变化; 有语用学感兴趣的相关内容, 如独白与对话的差异、
话轮转换、
话题关联、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具体体现等; 话语还负载着社会生活、
风俗文化和
当地人的喜怒哀乐等, 这些口语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调查较少, 保存不
易。语言调查的重心放在话语上, 是一种颇有意义的尝试。
5) 开展地方普通话调查
地方普通话是现实语言生活的一种实态, 是语言学习产生的一种样态。近年来对地方普
通话有些讨论, 地方普通话开始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但是, 总体上看对它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地方普通话的语言性质、
语言地位还有待确定, 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方法还有待探讨, 地方普通
话的面貌还有待描写, 甚至 / 地方普通话 0这一名称也还有待确定。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是一项
填补空白性的工作。
6) 充分运用信息化成果
使用录音手段辅助进行语言调查, 并不新鲜, 甚至一些先行者还为一些方言、语言建立了
音档, 但总体来看, 多数语言调查还是以笔头记录为主, 录音多是 / 备忘 0性质的。中国语言资
源有声数据库的数据采录, 基本采取录音的形式, 补之以照相录像, 笔录反成了 / 备忘 0性质
的。录音质量是有声数据库关注的核心技术指标, 为了保证录音质量, 对录音的器材、
软件、
环
境等都做了统一要求。同时, 为了方便调查、
验收和建库等工作, 还专门设计了系列的工作软
件。每一个参与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的人员, 都需要进行信息技术的专门培训。这
有望推进语言调查迈上信息化的新台阶。
7) 统一标准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强调统一标准, 为此花大气力制定了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并不断通过试点进行完善。工作规范包括选点、
遴选发音合作人、
调查人员的学术素养、
调查
的程序、
数据采录的环境、验收、
建库等一系列规范。技术规范主要是调查用的字表、
词表、语
法表、话语方式、话语调查使用的话题和篇章材料、国际音标的应用、
方言字的规范、
录音技术、
建库技术等一系列规范。采用同一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可以保证工作质量, 可以使各调查
点的数据合榫对接, 可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可以最大限度地共享各地的调查成果。同时,
这些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一旦被其他研究项目采用, 这些项目的语言数据便可以合成到中国
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中, 实现数据库的更新扩展。
当然, 这些标准是国家有声数据库的标准。各地在保证用统一标准完成国家库数据采集
的同时, 还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增加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更多内容, 形成各有特色的语言数据库。
三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作用

用现代信息技术大规模采集中国语言数据, 建成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对我国语言生
活规划和语言科学研究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下面简述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可能发挥
的一些作用。
(一 ) 全面掌握语言国情, 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
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语言生活状况是一种基本国情。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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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 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资源, 是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
因素。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内推广和国际传播, 自觉保护和充分开发利用国家的语言
资源, 妥善处理中国境内各语言 ( 方言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维护公民的语言权利, 向社会提
供高质量高效率的语言服务,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这些都是 21世纪中国语言规划必须考虑
的内容。而要制定符合国情的语言规划, 必须对语言国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 我国开展过数次规模不等的语言和方言调查, 为国家语言政策的科学制
定与有效实施,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 根据国务院指示开展了汉语和民族语言普查。共
普查了 1849个县市的汉语方言; 并组成七个民族调查队, 调查了主要民族地区的语言。这次
语言普查, 对于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 对于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与创制, 对于民族身份的
认定等, 都起了重要作用。 1999年, 教育部、国家语委等 11 部 ( 委 ) 联合开展了中国语言文字
使用情况调查, 调查采用入户问卷的调查方式, 涉及全国 1063个县 ( 市、区 ), 直接被调查对象
47万多人 ¾。这次调查获得了我国语言文字使用的一些基本数据, 为当今的语言决策提供了
重要支撑。除了这两次大的语言调查之外, 我国学者还持续进行了汉语方言、民族语言、
海外
华语的调查研究,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但是语言生活异常丰富复杂且与时而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各种语言调查, 或因时
间已久, 或因调查理念、
调查目的、
调查方式 (包括调查技术 ) 、调查领域等限制, 难以较好反映
语言国情。可以说, 今天对语言国情的掌握还是粗线条的, 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国情
不明, 语言决策就会更多地依赖历史惯性, 更多地依赖相关领域决策的迁移, 更多地依赖 / 大
脑实验室 0的推演奇迹, 这当然不适应日行千里的国家发展形势, 难以驾驭纷繁日新的语言生
活。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语言状况的急剧变化, 语言国情的调查已成为一项紧迫
任务。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采取 / 一县一点 0的普查性数据采录, 调查境内的各种语言、
方言的面貌和地方普通话的情况, 可以获取语言国情的基础数据, 有效支撑国家的语言规划。
(二 ) 促进普通话的科学推广
自清末开始提倡国语统一 ¿ ,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形成并推广开来, 进而成为国家通用
语言。现在全国 60% 以上的人口能够使用普通话 À , 青少年人群中能够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更
大。在普通话不胫而走的新时期, 推广普通话需要有新的方略。这新的方略就是: 调整工作重
点; 提高推普效率。
首先, 要重点关注一些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 比如农村和西部地区, 比如学前至小学阶段
的儿童等。农村和西部地区是普通话推广较为薄弱的地区, 而农村的发展, 西部的大开发, 都
要求让那里的人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学前至小学阶段是普通话学习的关键时期, 这是语言
学习规律告诉我们的。在这一时期打好了普通话 ( 特别是普通话语音 ) 基础, 就不需要在成人
期花费很高的社会成本推广普通话。
其次, 是提高普通话学习的效率, 包括普通话学习的速度和质量。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
库, 有助于了解汉语各方言、
各民族语言的特点, 有助于了解各地 / 地方普通话 0的特点及由方
言学习普通话的规律, 这无疑可以大大提高普通话推广的效率, 提高普通话学习的质量。
(三 ) 保存语言实态
语言及其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语言及其所负载的文
化, 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将当今的语言实态记录下来, 就是为中
华民族留下了一部数字化的可永久保存的口语样本, 留下了一幅可以进行数据加工的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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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地图 0。在现代信息技术尚未发展起来的时代, 人们只能用笔头记录语言和方言, 损耗了
大量的语言信息, 也不可能对语言进行实态保存。而今现代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等已经获
得长足的发展, 有条件将这些技术用于语言调查, 使语言能以语音这种 / 原态 0方式永久保存。
口语的特点是: 保留着许多古老的语言成素和文化内容, 但是口语在代代相传中又发展变
化迅速, 它的许多语言成素和文化内容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流失。就此而言, 对口语的保存永远
都是具有 / 抢救 0性质的工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大众传媒、通讯
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语言的结构要
素 ( 特别是词汇 ) 在变化, 语言的使用功能在变化, 使用语言的人群在变化。特别是亿万农民
进城务工,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中国的 / 语言地图 0在不长时间内将会
大幅度地改写, 许多小语言、
小方言会急剧地萎缩甚至消亡, 中华语言资源面临着急剧流失的
危险。语言濒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语言濒危而受到前所未
有的威胁, 有人警告到 21世纪末, 人类将失去 90% 的语言! Á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 中
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 显然具有抢救记录和保存语言资料的功能, 具有保护中华语言
文化遗产的功能。
(四 ) 推进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 将对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就语言调查
而言, 它重视了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对语言的影响, 把年龄、性别列入遴选发音合作人的基本
条件, 在语言观上这是不把语言看作匀质的系统, 而是看作有差异的、
时刻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的系统。它使语言结构的调查圆满起来, 把语法数据的收集放在适当的位置, 补充了以前侧重
于语音、
词汇的做法; 而且这些语法项目是在语言类型学的参数指导下设计的, 保证了语法数
据的系统性和可比性。它把话语调查作为重点, 兼顾独白和对话, 兼顾语言和文化, 从而使语
言调查由抽象的结构要素层面进入到具体的话语实际层面。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以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数据采集、
加工、
存储的基本手段, 为语言
调查遴选出、
开发出系列的软硬件, 使语言调查在技术上迈到一个新阶段。参加数据库调查的
人员, 虽然需要很好的听音记音能力, 但是更需要掌握相关的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数据库的建
设, 也为学界培养了一支新型的学术队伍。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存储着海量的原始数据, 学界在很多方面可省却实地调查之劳;
学界共同对这一数据库做多方面的长期开发利用, 会得到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成果。语言学
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事实的采录与加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在语言数据
采录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 如果根据共享原则做好开发利用, 这个数据库就是一个学术宝库。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把语言调查从结构推进到话语, 把调查技术从笔头推进到现代
信息技术, 把海量原始数据积聚起来供学界长期开发, 并在实践中培养起一支新型的学术队
伍, 这明显地能够把我国的语言科学向前推进一步。
(五 ) 其他方面的作用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不只是为语言学而作, 对这些资源可以进行学术开发, 更需要进
行行政开发。它也不只是为语言文字工作而作, 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面向全社会的。比如: 用
有声数据库训练机器, 可以帮助机器识别各地的方言、
各种语言和各种地方普通话, 由此可以
大大提高语言信息化的水平。语言信息化的这些成果, 可以用于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人机语
音交换的多种领域, 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化。这些成果用于军事、
公安、
边防等领域, 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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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侦破、
国家安全做贡献。
再如: 我国有 30多种跨境语言, 如朝鲜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蒙古
语、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
塔吉克语、塔塔尔语、
乌兹别克语、
俄罗斯语、
藏语、
门巴
语、
珞巴语、景颇语、
傣语、布依语、
哈尼语、
傈僳语、佤语、拉祜语、
怒语、独龙语、
德昂语、壮语、
瑶语、京语等。迄今为止, 对这些语言的跨境分布情况和各种使用情况的了解还很不充分, 而
深入了解这些语言, 科学运用这些语言, 是和边睦邻的关键, 也是为国境铺设的一条新的安全
线。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有助于对跨境语言的了解。
又如: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依照一定话题采集话语数据的, 采集的这些话语也可以
看作是文化素材, 因此,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也可以看作是中华口语文化库, 可以对它进
行文化开发。比如将各地讲述生老病死的话语素材标记出来, 就可以获得各地关于生老病死
的民风民俗, 将各地讲述农事活动的话语素材标记出来, 就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农事风景画。如
果在此基础上, 一些有条件有兴趣的地方将当地口头文化 ( 如戏曲、歌谣、
民间传说、特色文物
等 ) 再行搜罗, 并配以图片、
录像等视频材料, 便形成当地的语言文化数据库。这一语言文化
库以当地的语言为内核, 以话语为中轴, 以本地文化为表层, 会成为地方用于文化保护和博物
展览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附

注
¹ 承担这些项目的学者主要有: 曹 志耘、
戴庆厦、郭龙生、
何瑞、黄行、
李如龙、刘丹青、
潘悟云、乔全生、
魏

晖、谢俊英、
徐大明、张振兴等先生。组织开展这些项目的主要人员有李宇明、王铁琨、
陈敏等先生。
º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 5调查手册 6的汉语方言部分 ( 曹志耘执笔 ), 已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项目 承担者和项目组织者之外, 顾黔、侯精一、
刘俐李、孙茂松、
汪平、杨尔弘、
赵晓群
等先生, 为调查手册和工作规范的完善从不同的方面做出过贡献。
»

5牛郎和织女 6的故事文本, 主要由汪平先生整理。

¼ 见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的 5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 6,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½ 语法部分的主要设计者是 刘丹 青先 生, 50个 例句 的设 计参 考 了不 久前 他出 版的 5语 法调 查研 究手
册 6。该 手册以科姆里 ( B ernard Com r ie) 、
史密斯 ( N o rva l Sm ith)编制的 5 L ingua 版语言描写 性研究问 卷 6为提
纲, 对问卷的内容 进行 详 细 的 注释、例 示、补 充 和 分析, 同 时也 指 出 了 其不 足 或 不 适合 中 国 语 言的 地 方。
5 L ingua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 6, 声言为各地人类语言的调查描写 提供了一个 尽量客观、全面和 包容性强的
语法框架, 让调查研究者可以尽可能摆脱语种局限和学派成见, 调查到尽可能多的语法事实。
¾ 详情参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5中国语言文字使 用情况调查 资料 6, 语文出
版社, 2006年。
¿ 见 5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6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年 )载吴汝纶 5东游丛录 6、5学部中央教育 会议议决统
一国语办法案 6。
À 20世纪末的统计数据, 全国 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为全民的 53. 06% (见 5中 国语言文字 使用情况调
查资料 6 )。而今又过了 10年, 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应当超过 60% 。
Á 参看徐世璇 5濒危语言研究 6,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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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先生诞辰 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
由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北京师范 大学民俗 典籍文字研 究中心联合
举办的黎锦熙先生诞 辰 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 讨会, 于 2010年 4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 京师范 大学隆重
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近 4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的百余位学者。
此次会议的话题 除了传统的语法之外, 比较集中的还 有语文现 代化、
修 辞学、母语以及第 二语言教 学等。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黄 昌宁教授结合自然语 言处理 的实际 情况和 需求, 认为句 本位和 中心词分 析法具 有普遍
语法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的刘丹青教授在当前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重新解读了黎氏语法中补足语、( 实体词的 )位、
代名词以及指示形容词等重要术语。安徽大学 曹德和教授对黎
氏语篇分析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总结与探究, 认为 1962年出版的 5汉语语法教材 6是汉语语篇学的开山之作。
与会学者认为, 黎锦熙先生的所有语文研究和实践都围绕中国语文的 现代化。黎先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
语法研究理论, 应当花大气力去进行总结和发掘。
此次会议论文将 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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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 er h istorical paths of M C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o f X ie group in W u d ialects, and th e necessity
of giving a d istin ct ion between th e external ph onological sup erpos ition and the in tern al phonolog ical
d iffu sion. F inally, it prov ides clues to d ist ingu ish both phono logical ch anges.
K ey words: extern al phono log ical sup erpos ition, in ternal ph onological d iffu sion,
b roken, W u d ialects, M C first and second grades of X ie group

strata,

steps-

CHANG K uang-yu, The comparativ e m ethod in Chinese historica l phono logy
T he comparat ive m ethod as was practiced by th e Sw ed ish S inologu e K arlgren in Ch in ese
h istorical phonology is a great d ep artu re from the m ain stream rep resented by M eillet in Eu rope and
H oen igsw ald in N orth Am erica. In th e area of w ritten record s, h is overly sub jective interpretations
are also, in m any fund am ental w ays, at odd s w ith h is co lleagues in Ch in a. Th ese factors converge
to derive a p icture of recon structions w ithou t a concom itant lingu ist ic con tinu ity.
K ey words: comparat ive m ethod, W est Eu rope, North Eu rope, N orth Am erica, Ch in a
LU B ingfu, J IN L ix in, On the two exp lanatory models of imp lica tiona l description: A case
study o 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 een description and exp lanation
T h is pap er exp lores th e m
i p lication al descrip tion and p roposes two exp lanatory mod els: one is
b ased on likelin ess h ierarchy and the other on the two- factor in teraction. If the m
i p licant and
i p licatum con stitu te a m in m
m
i al p air in properties, the exp lanatory model of lik eliness h ierarchy is
preferred; oth erw ise th e m odel of two- factor in teract ion is better. Th e former is sm
i p ler th an th e
latter in n atu re.
K ey words: m
i p lication,

lik eliness h ierarchy,

in teraction, m in m
i al pair,

tetrachoric tab le

TAN J ingchun, Sem an tic relations between nouns and noun m odifiers and their ro les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F irstly, th is paper d iscusses seman tic relations b etw een noun s and their noun-mod ifiers. W ith
the transform at iona l analys is and th e con cept of self relian ce in word sen se, a noun and its noun
m od ifier can be regarded as a sm
i p le comb ination by the connection w ith m
i p lied pred icates, wh ich
leads to the com p licat ion o f sem ant ic relation s of the noun ph rases. Twelve typ es of sem an tic
relations are summ arized to exp la in that th e word mean ing, con texts and common know ledge are th e
m ain factors in sem ant ic relation in terpretations. O n th e bas is of the seman tic relat ion s, a mod el of
d ictionary defin ition can b e proposed and curren t inaccu racies in d ict ion ary defin ition iden tified.
K ey words: noun m od if ier, sem ant ic relation, m
i p lied pred icate, d ictionary defin ition
L I Yum ing, O n the establishm ent of the audio database of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
T he aud io d atab ase of Ch in ese language resources is part of th e language engineering p ro ject of
the N ational Comm ittee of Language, wh ich am
i s to record, file and preserve the orig inal states of
d ia lects and reg ional lingua franca in each coun ty in Ch in a. T h is database m ay p lay an m
i 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situation provid ing, language p lan s m ak ing, language resource p reserving and
develop ing, M andarin popu larizat ion, and lingu istic stud ies.
K ey words: Ch inese, langu age resource, aud io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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