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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李宇明教授的治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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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李宇明教授二十余年来在语言学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彤成了颇具个性特色的学术思想与治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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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
李宇明，笔名眸子、于月，１９５５年生于河南省泌阳。
在大学毕业时，他曾经这样地表达过他的人生理想：
“当年做过文学梦，而今专叩语言门。开门乎？天知晓！”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李字明师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
教授，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邢福义常常高瞻远瞩
地鼓励自己的学生：

１．语言学习
儿童语言的研究，是探索语言学习规律、建立语言学习
理论的基础性工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儿童语言研究在
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吕淑湘语）。李宇明就是这块领域里
最早的开拓者，并因此而著称于世。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与庸志东合著，华中师
大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是语言学界儿童语言学领域的第一本专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著，曾于１９９５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有出息的人总是敢走自己的路的人。”

优秀成果二等奖。该书第一次系统描写了汉族儿童５大类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２１小类问句格式的发展，划分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四个

二十余年以来，李字明已成长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阶段，探索了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四个方面的要素，发现丁

他曾在儿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学两方面下力最多．也兼治

儿童使用问句的“ｓ型期望”和以“泛化”、“窄化”、“格式化”

语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成果丰硕，业绩斐然，颇具科研个

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以及因

性和特色。

这种策略而造成的相关语言现象发展中的“抑压”、“导拉”、

在一次访问中，李字明教授在论及学术与人生这个话
题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说：

“互促”和“异推”四种发展模式。吕淑湘作首席顾问的《中
国语言学年鉴（１９９２）｝（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认为此书“由于

“怎样地建立起自己的人生杠杆呢，关键要选好一个支

其观察、分析的细致以及受试者和受试语的汉语身份，对本

点和参照物。如果选取了学术事业作支点．就不能以金钱

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将具有一定意义”。邢福义在该书《序》

名利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了。”

中称该书是“风毛麟角”，“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提出了

“科研可以增长知识，创造精神财富．学术史是人类历
史中十分宝贵的一部分。”

十分有价值的结论”。伍铁平说，该书“（在婴儿早期发音规
律的研究上）对雅可布逊的理论提出了补正”．为心理语言

“对个人价值而言，好比是投石头人池塘，水面泛起美

学家和心理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值得称道”（《语

丽的涟漪。一圈一圈的，是内圈波及外圈。学术价值实现

文建没｝１９９３、１１）。邵敬敏曾撰写Ｔ长篇评论，称赞说，该书

了，个人价值电随之实现。”

“不仅提供了研究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当珍贵的资料，弥

他还说：“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但更是一项事业，是需

补了汉语研究在该领域中的空白．而且丰富了儿童语言研

要用也必须用垒部身心乃至生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要把

究的一般性原则和理论”（＜汉语学习》１９９３、５）。另外，还有

学术当成生命的组成部分。”

施美淦、昱继光、李行德等人热情洋溢地介绍、评点或引用，

这些年来，李宇明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积极剖新、勤勉务
实．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并交相辉映的成功之路。
（一）

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以来，李字明确实取得了丰硕的科

从而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良好的反响。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与陈前瑞台著，华中师大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是＜探微》的姊妹篇，是对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
的全面比较研究。该研究发现，儿童对于语言的理解要早

研成果。目前，他已拥有个人专著１０余部，论文１７０多篇，

干语言的发生，但理解和发生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二者基

共计６００多万字，另有主编、参编的著作近２０部。他还曾承

本上是交替进行的，同时还得出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五

担过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多次荣获各级各类的奖励。

种顺序。而且，群案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方法具有相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５—０７
作者筒舟：胡爱东（＇ｔ９７２一），男，期南平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盲学系２０００级硪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

第２３卷第５期

胡爱东：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要全面把握儿童语言的发展面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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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兼用两法。另外，就群案横向实验法而言，有三点值得一

之外．李宁明在（幼儿语言教学的若干原则》（《幼儿教育》
１９９４、１０）和‘母语获得理论与幼儿语言教学》（《幼儿教育》

提的创造：①创造了“知识背景剪贴法”；②创造了自然语篇

１９９４、１１）等论文中，专门研究了幼儿语言教学。还有专著

测试法；③刨造了“话语反应判定法”和“语言参照法”。所

‘父母语言艺术》（与白丰兰合著，北京语盲学院出版杜１９９１

以．该书作为中华杜科基金“八五”项目的结项成果，以邢福

年）和论文＜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华中师大

义为组长的项目鉴定组在＜审读报告》中评价说，“这是一部

学报）１９８７、６）等，专门研究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交际特

有创造性的书，既有真实发掘的深度，又有理论方法探讨的

点和语言交际艺术。

高度。”

１９９２年５月，由＜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和

（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以汉族

《语言教学与研究》联合发起主办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

儿童发展为基本材料，也吸收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从

谈会，有胡明扬、李字明等人参加。在会上．李字明第一次

语言、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系统地描绘出儿童语言发展

提出了要明确区分语言习得（一般指第一语言学习）与语言

的基本面貌，揭示了许多富于价值的发展规律。该书还着

学得（一般指第二语言学习）的概念，并系统地比较了两者

力探索了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问题，对国际上流行的一些

的异同，也考察了语言学习的一般模式和语言学习的外部

理论，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说”，雅可布逊的“音位发晨

因素，这是对语言学习理论的一个开刨性的贡献．影响很

理论”等进行了评价和修正。由于该书初步建立起中国儿

大。其后，有《语言学习异同论》（《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３、１）和

童语言学的学科框架．既有较详尽的事实描写，又有不少富

《论语言运用与语言获得》（（语言文学应用》２０００ ３）等重要

于启发意义的规律发掘和理论总结，还进一步阐发和完善

论文相继发表，更深人细致地探讨了语言学习的类型和规

了作者自己此前的某些观点．因此被人誉为“中国儿童语言

律。李字明进一步地认为，在所有类型的语言学习中，第一

学的长成之作”（陈前瑞语）。邢福义在该书《序》中认为，该

语言获得是最成功的，而且第二语言获得与第一语言获得

书较好地处理丁”共性和特性”、“继承和创新”、“事实和理

具有相关性。所以，最大限度地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经验，

论”、“描写和解释”、“据点和视野”等五种关系，并认为“能

是促进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举措。他还认为，语言教学的

否善于处理研究工作中各种对应统一的关系，这从一个侧

根本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将语言符号与语境要素匹配起来

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成熟程度”。该书在出版之后．有吴继

的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的最佳获得途径就是语言运用，并

光、李向农、陈前瑞等人在《语言文字应用》和（ｓｔ界汉语教

因此而提出了“第二语言的教学体系应当以语言运用为轴

学》等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书评。

心的教学体系”的著名论点，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十

李字明还发表了ｌＯ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其中的代表
作有：《三岁前儿童反复问句的发展》（《中国语文》１９９０ ２）、

分有益的理论参考，“丰富了我们对学科本质属性的理解”
（张旺熹语）。

《儿童反复问句和“吗”“吧”闻旬发展的相互影响》（《中国语

在聋童语言的康复研究方面．李宇明用力最勤。从

文》１９９１．６）、（ＪＬ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华中师大学

１９８８年开始，他就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参与湖北聋儿语言康

报｝ｉ９９ｉ ４）和（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中国语言学报》总

复中心的工作。首先探索聋童语言学习的规律，合作发表

第７期，１９９５年）等。作者自述，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素

了《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２ １）和《汉

材，是用个案的纵向追踪观察和群案的横向实验调查两种

族聋童语音发展的规律及对策》（《中国聋儿康复》Ｌ９９５ １）等

方式获取的；在材料处理上，既有语言学的常规性方法，又

论文。根据聋童学习语言的实际状况，参照正常儿童语言

有心理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系统的和

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言语行为教学模式”和“全面康复的观

比较的。所谓系统的思路，是指既兼顾到语言各子系统，叉

念”。并研制出了儿童语言康复水平的测试量表，聋童康复

侧重予问甸系统的系统研究。所谓比较的思路，是指语言

用《现代汉语简化系统》和《聋儿语言康复发音训练操》．井

的理解与发生、汉族与西方、正常与异常以及男性与女性的

主编了供聋童语训教师使用的《聋儿语言康复教程》（华中

儿童语言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多维度比较。正是由于

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该书１９９４年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

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之上，又采取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宣部出版局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

李宇明发掘出汉旗儿童语言发展的特殊性和儿童语言发展

步图书奖”二等奖。李宇明曾说，“我国可以算是一个聋哑

的一般规律，以及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要素，十余年含

大国……作为一个儿童语言研究者，有义务、有责任为这项

辛茹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是在１９８６年国家青

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意义的事业作点贡献。”

年社科基金儿童语言学首批项目中承担相关课题的李向农

２００１年，李宇明凋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博士由衷地推崇：“十年了，大家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取

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由于工作需要．李宇明目前

得了可喜的成绩．而李宇明的成就尤为突出。”

正在加强应用语言学其他方面的探索与研究。

２．应用语言举

李宇明认为，基础研究和应有研究是语言学的双翼，基

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已发表《通用语言文字规
范和标准的建设》（《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１．２）和《中国现代的

础研究使应用研究厚重扎实，应用研究使基础研究充满活

语言规划——附论汉字的未来》（《汉语学习》２００１．５）等重要

力。而且，学术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把研究成果投人应用。

论文。前文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因此，在儿童语言的基础性研究之上，他还自觉地致力于语

（２０００年ｌＯ月）的体会”。该文拓深了对规范和标准建设的

言学习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理解，并统观全局、合理筹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思路，体现

李字明依据学习方式上的不同．把语言学习丹为三种

了学术研究和科学管理相结台的特点。后文先简要地回顾

类型：①语言习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②语言学得（Ｉａｎ—

了清代末年以来语盲文字现代化进程．从四十方面介绍了

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③语言康复（Ｌａｔ，ｇｕａｇ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语言习得方面，除了儿童语言理解与发生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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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语盲文字政策和语言文字工作．然后指出了当
代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四大同斌，有理有据，针对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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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育方面，论文《语文现代化与语言教育》（《语

例如．《毛｝翠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１１９９２ ６）把观察

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２．１）讨论了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的有关

范围进行人为性封闭，以便用大量的数据统计结果来说明

问题。该文从辨析“语文”内涵着手，抓住了语文功能的本

没问句使用的语法规律和浯用规律，结论可靠，说服力强。

质，有理有据地归纳出语文教育的三大内容；然后立足百余

《词性判断能力的测试》（（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８９ １）运用非谓

年语文现代化的探索进程，观照历史，点评得失，十分中肯

形容词作为测试材料，设计出了四种不同的作业方式，用实

地指出当前的四大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该文章既有

验来研究成人的词性判定能力。

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深度，更有现实的针对性，很有理
论启发意义。

李宇明认为，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从来就是密不可分
的。他个人的研究追求是．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舍，事

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李宇明认为，为了推进国家“十

实描写和理论解释相结合。例如（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

五”规划制订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和

功能的衰变》（《中国语文》１９９７ ２），把汉语的疑问标记分为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要特别注重解决

四类：Ａ疑问语凋；Ｂ疑问语气词；Ｃ特指疑问词；Ｄ疑问句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的诸多问题，如汉语语音、汉语篇章结

法结构。并根据分布原则和“同类同级”的补充规则．把这

构的处理、科研手段和信息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建设等，应尽

四类疑问标记刻划为上、中、下三个层级，由此描写了疑问

快研制现代汉语分词词表、现代汉语词类及其标记规范、现

标记复用的规律，阐释了因标记复用带来的信息蓑余问题。

代汉语句法基本集，以及文献的自动检索、摘要、翻泽的评

文章还描写了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若干格式和衰变的若干

价标准等．还有信息中产品汉语汉字的规范化问题等等。

特点。

在《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０ ２）编委发言摘登之中．为了办

李字明在八九十年代分别开创出两个拓荒性的研究阵

好刊物．推进我国语文建设．李宁明提出了“三个关注”和

地，一个是儿童语言疑问劬研究，一个则是汉语尾范畴研

“三座桥粱”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要关注十二亿五千万人

究。两者都颇具特色，有开创性的价值和贡献。

的语言生活，要注意社会的有关语言文字应用的热点问题，

语法研究最主要的任务，是揭示语形与语义之间错综

要注意语言文字应用的学科建设，这是“三个关注”；我们要

复杂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从语形人手研究语义，或从

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要在历史、现实和未

语义＾手研究语形，这两条“从外到内”或“从内到外”的研

来之间架起桥梁，要在研究者和社会之间架起桥梁，这是

究路子都行得通。从８０年代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强调

“三座桥梁”。２００２年伊始，李宇明接任《语言文字应用》主

走“从外到内”的路子，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然而．汉语是

编一职．对应于该刊创刊时首任主编龚千炎撰写的《我们的

一种非形态语言，显性语法形式欠发达，单从语彤人手可能

设想》发刊词一文，李宇明发表了卷首词——《今后的设

会忽略一砦隐性语法形式。所以，一些有识之上较早地尝

想》．从“社会语言生活的三大变化”、“学风建设”和“刊物定

试着从语义着手，如吕淑湘、胡明扬和马庆株等，或理论或

位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阕述了办刊宗旨，表示要“继续

实践，试图构建出汉语的某些语义语法范畴。９０年代中期

发扬本刊所形成的传统，固守学术精神，并与时俱进、开拓

“来，李宇明在前贤时哲探索的基础上，考虑到国际上对于

进取，为推进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

语言中的空间范畴和叫问范畴有了一些研究，颇具匠心地

设，为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为健康当代的语

选取“汉语量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获得国家“几

言生活尽心尽力。”

吐”社科基金的支持。

语言学界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认为应用语言学只是语

近五、六年米，李字明围绕着该项目撰写了二十余篇｝色

言学理论的应用，本身是没有理论的。李字明则认为。事实

文。论文《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１９９６．”运

上．语言文字应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研究领域。首先．没

用连续性观念，主要在定语的范围内从空间、程度、时间三

有理论的指导，语言文字应用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状态，甚至

个维度上考察非滑形容词与名词、一·般形容词、动词等的差

会出现诸多失误。其趺，多数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进

异与联系，并建立起了三个相应的词类连续统．从而第一次

入到语言文字应用领域，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

确立了非谓形容浏的词类地位。该文最值得称道的有两

行应用性改造。再次，反过来，语言文字应用可以对已有的

点：其一，连续性观念的提山和运用；其二．引八了程度性这

语言基础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正，甚至可能产生新的语言理

一浯义范畴。论文《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

论。李宇明甚至预言，“本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新的语言理

文）１９９８．２）考察丁与“动量”和“时间”有关的动同重叠式的

论中，有一大部分是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若干句法问胚。文章认为，动词重叠武排斥数量词语的主
要原因是动词重叠已内蕴有不能用数量词语标示的量的意

３．现代汉语语法

义，并由此而带来丁动词时问因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描绘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李宇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

出动词重叠式的句法特征，文章还提出丁研究“量”、“时”这

语言事实的搜集、描写和分析上。如《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

两个重要动相范畴之问的关系的熏要性。论文《动词重叠

现象研究》（《语言研究》１９８７、２）采用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从

与动词带数量补语》（《语法研究与探索》（九），商务印书馆

语义角度描写了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的三个主要条件，还

１９９９年）通过考察动阐带数量补语（外附表量式）和四种动

分别从语法、语义、语用三方面考察了原式与变式之间的差

词重叠式（内蕴表量式）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类现象内部的

异。再如论文《ＮＰ场景描写句》（《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８７、１）和

差异性，勾勒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连续性序列；然后

《论带“了”的三种“（Ｎ）Ａ点”结构》（载《语法求索》，华中师
太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等。

简单比较这种共时的连续性序列与其语法化进程的关系。

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上，李字明还注意了不同
研究方法的使用。除了使用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之外，

论文《拷贝型名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
（＜中国语文）１９９９ ６）对汉藏语系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还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方法和带有实验性质的测试方法。

进行了历时性的构拟。重要论文还有（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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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也许可以算作《动词重叠的若于句法问题》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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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爱东：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６ １）和《论形容词的级状》（《语法研究

还有《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语文建设》１９９７ １），《师范大

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分别在汉语语法学史
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量范畴”和“级次”的概念，富于汉语特

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语言文字应用》
１９９４．２）和《笔误原因调查》（《中国语文天地》１９８７ ６）等社会

点而迥异于西方体系。

语言学领域的论文。当然，上文提到的“语言规划和语文政

代表着“量范畴”研究系统成果的则是专著《汉语量范

策”也属于宏观杜会语言学的范畴。

畴研究》（华中师太出版社２０００年），该书是邢福义主编的

在方言研究方面，有一般论文加上书评近１０篇。重要

《华中语学论库》中的一部，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的

论文有《泌阳话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及有关的节律问题》（《语

结项成果。

言研究》１９９６．１）和（泌阳方言的儿化及儿化闲音》（《方言》

李宇明认为，“量”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范
畴，“汉语量范畴”是一种富于汉语特点的语文语法范畴。

１９９６

４）等，前者讨论了河南泌阳话性质形容词重叠的句法、

语义特点和节律特征，并对顿读节律及与之相关的“过渡

因此，他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该书采用的研究路向是“从

｜生”轻声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后者描写出泌阳方言儿

内到外”，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换一个观察视角，可以

化韵的主要特点。重要书评（方言语法的思考——兼评陈

看到不同的语言景观；其二，从语义范畴人手，便利于外部

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方言》２０。２ １）提出要在对方言

语形差异较大的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三，有利

事实观察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谱系学和类型学解释的方法

于语义（本身）研究的加强，还有利于把握语言同世界的关

问题。在民族语言学方面，作者曾关注过少数民族地区的

系，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景深。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汉语

双语教育问题，提出“要充分考虑民族自己的愿望，既要防

量范畴研究”是这一路线从理论到实践都较成功的有益尝

止‘语言同化主义’，也要克服‘语言封闭主义”’（《语言保护

试。

刍义》，载《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１９９８ １）。在量范畴的专题
早在该专著出版之前，吴吟在《汉语重叠研究综述》

研究中，也曾涉及民族语言的词语重叠和量词发展等问题。

（《议语学习》２０００ ３）一文中就曾指出：“李字明是迄今为止

李字明的语言哲学观主要散见于论著《语言哲学对话》

对‘量’作最深人研究的一位。”该著刚刚出版，《世界汉语教

（李宇明参著，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以及《学术之旅》（《中文

学｝（２００１ ２）上发表“简讯”说，“…其成果不仅丰富了汉浯

事实的描写工作，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在语言理论方面的诸

自学指导｝１９９７．４）等论文中，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①语言
本质观；②语言研究观。

多探索。”另有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在近作中咨引了该

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持静态观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学

论著。邵敬敏教授于１９９８年就曾预言，“如果说二十一世

派和转换生成学派，静态观忽视了对语言功能的研究，淡漠

纪的汉语语法将会有重大突破，那么，首先就会表现在对语

了对语言动态特点的认识。李宇明赞同功能学派的动态

义范畴、语义关系和语义选择的研究上。”因此，我们深信．

观，他提Ｈ｛要从时间变化、空间接触和言语运用三个方面来

待以时日，李宇明在“量范畴”上的开创性研究必将在语言

理解语言本质的动态观，并由此而决定了语言是一个开放

学界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４语言理论

性的、不自足的体系。他认为，我国的语言学者比较倾向于

李宇明对语言学各个领域都有兴趣．涉及面广，如对文
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民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等都
有所涉猎和创新。

用静态的眼光看待语言，重视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
许多与动态语言观相联系的研究领域，如语用研究、儿童语
言发展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等。
关于我国语言研究之现状，车宇明首先指出了各个方

由邢福义主编、李宇明等人参编并撰稿的＜文化语言

面的现实差距、处理继承与发展问题上的某些浮躁心态、研

学》，初版（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曾获华中师大科研一

究观念思想和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和不足，然后充分肯定了

等奖，修订版（同上，２０００年）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并

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太优势和广阔前景。他旗帜鲜明地提

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该书两版问世’年以来

出，要重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台性研究，多做具体扎

多次重印，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字明为

实工作。对于理论追求．李字明有个人独特看法。他认为，

该书撰写了四节内存和２个小专题，涉及了语言与文化的

理论应理解为一种意识，一种从语言事实中发现规律、并不

关系研究的诸多方面，其中所撰写的总论部分第一节“文化

断提升规律层面的意识；理论应理解为一种追求，－一种与西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垒书总纲。李宇明把文化语言学的

方语言理论平等交流碰撞、并进而获得具有更大普遍性的

学科性质定位为“关系学科”（与本体学科相对待），规定学

理论追求。应该说，语言学习、语法以及浯言学各个领域的

科对象和任务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主要研究问题有五

具体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都会上升为较高层次的理论追

个：①语言与文化之阃的对应关系；②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求，从而丰富了语言理论的一般｜生原则和内容。李宇明对

＠怎样通过语言研究文化；④文化对浯言的影响；⑤怎样通

西方语盲学各流派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熟悉，他还专

过文化研究语言。有评论者指出，“（该书）首次建构了一个

门研究过“功能解释语法”，还曾把《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

比较完整的文化语言字的理论体系”，并称之为“关系参照
掘”，为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派别之一。

位》、《论词语重叠的意义》等论文归于认知语法的麾下。然

在社会语言方面．李宇明曾针对语言国策的两个紧迫

得步，而是对汉语事实了解得太少。对于中国语言研究尚

课题——语青保护和语言沟通，提出统筹合理解决的途径

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我们既要有借鉴、对话与输出的世界意

——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很有实践指导意义。论文《析学
构词》（（语文研究》１９９５ ４）是专门研究社团隐语的，该文搜

识，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语言、立足于汉语事实的本土意识．

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归纳出析字构词的八种类型，基本上
反映了词语型隐语的实际面貌和构词特点，这是一项富于
汉语特点的、既有趣又有用的社台语言学研究课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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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认为研究工作的最大苦恼不是对西方的理论了解

力争从事实巾生发出“汉味”理沦，为中国语言学乃至世界
语言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Ｊ

李宇明在治学风格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理论创

云擎学刚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０

造，二是务实。在治学态度上，也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定

２００２年９月

ＹＵＮＭ ＥＮＧ

ＯＦ

他还要作“做人的三个要求”的主题报告，
对于学生成才教育，李字明有一个非常生动贴切的比

性和悟性，二是把学术与人生融而为一。
早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他就曾幻想着去解决

喻。他说，大学生成才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要做一条

当时的语言学难题，充满了探索与创造的激情。他一边读

“蚕”，“蚕”有天般雄心，是条雄心壮志的“虫”。要立志成

书．一边动手做点科研，并戏称作“拜杂志为师、向杂志学

才、献身学术，这是立志期。然后，“蚕”自己结丝成蛹，要勤

习”．写了不少的文章，其中的一篇论文曾接剐《中国语文》

恳踏实、善于积累，多作专业思考与训练。这是休眠期，或

备用稿通知．还有一篇居然在《中州学刊》（１９８２ ３）上公开发

者叫酝酿期。最后，“蛹”蜕变成“蛾”，“蛾”是“虫中之我”，

表了。１９８２年春，李宇明应届考取为华中师大硕士研究生。

咬破蚕茧、一飞而出、自由邀翔。要形成个人风格、做一个

导师邢福义向来以务实著称，强调把研究植根于汉语的“泥

有独特个性的学者，这是成熟期。李字明此说可与王国维

土”里，强调理论生发于事实，提倡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

先生的“治学三阶段”相媲美，两说相映成趣．有异曲同工之

地”。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李宇明接受了从观察、思考到

妙。

写作的一系列严格的语言学研究能力的训练，井深受邢师

对于学生成人教育．李字明把它概括为“民族与人生之

治学风格的良好熏陶。在读研阶段，他撰写了近１０篇论

根”的教育，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培养要求。其一，任何时候

文。

都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能摒弈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其后，李字明主攻儿童语言学，却是困境中的一次抉

要扎根民族土壤、培养“传统意识”。其二．无论工商官学．

择。他的贤妻白丰兰女士，因忠类风湿性关节炎而几近残

不要忘了普通百姓。当代有些人贵族气太重，要牢记“水能

疾。尽管家境贫困，条件艰难，他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料

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培养“平民意识”。其三，不论扎根

弱妻幼儿的神圣使命。但如何兼顾家庭与学术呢？此时恰

国内，还是侨居海外，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无论

好受到国内外儿童语言相关研究的一些启发，灵光一现，柳

何时何地都不能损害祖国利益。耍讲究民族气节，堵养“民

暗花明。在夫人、亲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一边美怀备至地照

族意识”。这三个“意识”针对性强、启发性太，是当代青年

料着爱女李缚一的日常生活．一边坚持不懈地记录着她的

必不可少的处世之道、立身之术。
结语

乳音稚调，从此开始身兼模范丈夫、家庭妇男、优秀学者三
职，走上一条能把学术理想和家庭使命融而为一的人生道

由于杰出的业绩，李宇明相继获得过“湖北省劳动模

路。日后的儿童语言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之太的成

范”、“全国优秀家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绩，其原因还有三个方面：其一，积累了第一手的“儿童语言

他在三十八岁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四十出头被评为现代

日记”原始材料达几百万之多，并另有合作者唐志东的个案

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

材料、稍后的群案调查材料以及国外大量的是新资料，丰富

近些年来，他的行政担子愈来愈重，教学任务越来越

的资料给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研究者踏踏实实

多．科研戚了挤时间干“私活”的勾当。曾有一位记者问他

地钻研，精细严谨地分析，并下大力气致力于规律的提炼与

如何分配时间，李宇明又信手拈来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

理论的创建。既勤恳踏实，又勇于创新。其三，持恒心、守

“我就像是计算机的硬盘．有Ｃ、Ｄ、Ｅ三十埋辑分区。星期一

定性，含辛茹苦，十年磨一剑。在我们看来，当时的选择看

到星期五的白天，打开Ｃ盘专门做好行政工作；晚上启动Ｄ

似无意插柳，十年的苦功却是有心成才。

盘，看点书，做点科研；星期六、星期日运用Ｅ盘，指导研究

近几年的量范畴研究，更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别具匠

生、访问学者的学习与研究。”尽管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

心的抉择。该课题既充分考虑到汉语自身特点，叉与认知

但在时间精力的分配上却非常痛苦。“这几盘之譬”、“勾当

功能语法的国际潮流相呼应，却叉不雷同于人家已经开拓

私活之说”，看似牢骚之言，却正是他偏爱科研、立足学术的

的研究领域，因而具有广阉的理论创造空间。

真实写照。然而，李字明又明确表示，胀从国家、组织安排，

李宇明在教书育人上也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境界开
阔，循循善诱”。

满足社会和人民需要，这也是一个学者的本分职责。他准
各重新定位，做到学术发展方向与职业选择相结合．力求行

在担任华中师太文学院院长期间．新生刚剐入学，李宇

政、教务与学术专业的矛盾统一。

明就要作“求学的三个阶段”的专题讲座。学生毕业之前，

［责任编辑余三定．校对商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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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李宇明教授的治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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