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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张伯江（2019）：

 学科体系：举的是社科院的例子，高校专业设置问题；

 学术体系：语言学的学术体系建设虽然远未成熟，数

十年间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却异常活跃，其中一条清晰

的主线，就是对汉语特点的求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以后，……语言事实日益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

但离学术体系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

 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话语体系的创

新。……形成了兼具当代学术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的汉语话语体系。



背景

 《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明海英2019）

 赵世举：在“中国语言学学派”基础上构建中国语言学话语体

系；创新语言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领域

的理论和方法；高度重视“网络社会”语言生活的规划与管理。

 赫琳：语言学需要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

政治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进行对话，相互结合、

相互借鉴，推动语言学创新发展。

 李宇明：树立“大语言学”的理念，注意进行“学科整合”；

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

 胡建华：中国语言学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把

握世界学术发展之大势，直面学术前沿问题。



背景

 子学科：

 陈新仁（2018）：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

系。

 赵杨（2019）：汉语国际教育的话语权问题。

 句云生（2020）：秉要执本——认知语言学话语体系建设之思，

关键词是“术语”。

 鲁国尧（2020）：就如何建构音韵学话语体系问题，提出四策：

继承、光大；考古；淘汰；创新。

 文秋芳（2021）：探讨有关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国际话语权

问题。

 这次会议涉及语言理论、语法学、文字学、方言学、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互动语言学、手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等。

 目前尚无构式语法话语体系的讨论（包括此次会议），本文也

无意于此，主要是调查其核心术语“构式”。



背景

 针对语言学及其子学科话语体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相对

而言还是很少，其中很可能的原因是：这类工作不被视为

“研究语言”，而是“研究语言理论”。在具体问题上：

（1）重视“规范”，忽视“描写” ；（2）针对“本土化”

和“国际化”的提议存在不对称；（3）多强调学术体系对

话语体系的单向影响；（4）尚未意识到语言学在研究各学

科（包括自身）话语体系中的巨大威力。

 本文尝试以语言学术语“构式”的规约化为例，提出语言

学话语体系的研究也是“研究语言” ，可以使用语言学的

方法做出细致入微的描写和解释。



术语“构式”
调查

 大家很少关注“构式”一词本身，如张娟（2013），文旭、

司卫国（2021），原因可能出在：

 一来，语言学家主要关注日常语言，对自身语言主要关注

其定义（如构式的定义），很少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系统考

察（如“构式”一词的来源）；

 二来，“构式”一词貌似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它的来源

无疑是对“结构式”的缩略，但是下面会看到这种观点存

疑。

 语言学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如基于语料库、语法化）

对各种各样的构式做了描写和解释，那么为什么不能对

“构式”本身做同样的工作呢？为此我们把“中国知网”

（简称“知网”）作为语料库（注意，本项研究未使用文

献计量法，而且是刻意为之），解决了围绕“构式”的四

个问题。



（1）“构式”在
构式语法之外是
否使用，不管是
语言学领域和非
语言学领域？

学科 例句 意义 对译外语 

日常 例（1）和（2） 构成方式/构成形式 无 

语言学 

 

例（3） 构成方式/构成形式 无 

例（4） 模式 pattern 

例（5） 识解 construal 

文学 例（6） 构成方式/构成形式 无 

哲学 例（7） 图式 scheme 

例（8） 构成方式/构成形式 无 

计算机 例（9） 建筑形式 architectural form 

地质学 例（10） 地壳构造样式 tectonic style 

例（11） 机制 МЕХАНИЗМА 

 



（1）“构式”在
构式语法之外是
否使用，不管是
语言学领域和非
语言学领域？

1. 票面设计采用古典藏书票图文并茂的构式，以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主题，布局传
统典雅又不落俗套，艺术气息浓郁。（CCL新华社2001年10月份新闻报道）

2. “皆山楼”构式是陈氏自己设计，栏杆用“亚”字形，花纹作“卍”字状。
（BCC《福建日报》1992-5-2）

3. 在以上几个连体修饰构式中, 连体助词“の”发挥着连接修饰的主要机能。
（《烟台大学学报》1996-10-20 ）

4. “词汇-语法构式”（[lexical-grammatical patterns]，以下简称为“构式”）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2-20）

5. Langacker用意象（image）或构式（construal）来表达概念语义和语法之间的
符号关系。（《当代语言学》2004-12-15）

6. 整个艺坛纷繁错杂，绚丽多姿，呈现为一种多层次的网络构式状态。（《桂海
论丛》1989-02-25）

7. 把Scheme译作构式，明确它是由主体以动作建立的结构模式，是第一步澄清工
作。（《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9-04-15）

8. 这个引申过程的逻辑构式是：如果R，则R。（《青海社会科学》1985-06-30）

9. SGML构式（architectural form）。（《多媒体世界》1996-04-15）

10. 锡矿山锑矿田矿床构式的新认识及其西部大断层下盘带状矿体找矿远景（《地
质与勘探》1978-04-01）

11. 构造断裂及其类型与形成构式（苏·别洛乌索夫著，石岩寒译，1955）



（2）是谁首次把构式语
法中的construction翻译为
“构式”？把construction 
grammar（后简称CG）翻
译为“构式语法”？

 首次明确用“构式”对译construction的是沈家煊、王冬梅

（2000），题目为“‘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其

中“‘参照体-目标’构式”对译的是Langacker（1993）的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

 沈、王（2000）虽然第一次把construction翻译为“构式”，

但毕竟对译的是认知语法中的construction。在构式语法史上，

第一次引入GC的是Fillmore et al.（1988），之后Fillmore和

Kay合作了《构式语法》一书，惜未出版（牛保义等2020：4）。

而国内第一次明确把这个construction翻译为“构式”的是董

燕萍、梁君英（2002），这也是第一次把CG翻译为“构式语

法”。



（3）construction
是否只有“构式”
一种译名？如果
不是，其他译名
的使用情况如何？

译名 代表文献 采用“构式”时间 

构式 沈家煊、王冬梅（2000） 无 

结构 榕培（1990）；廖秋忠（1991） 无 

结构式 沈家煊（1994）；张伯江（1999） 沈家煊、王冬梅（2000）；张伯江（2005） 

格式 张敏（1998） 无 

句式 张伯江（1999）；陆俭明（2004b） 张伯江（2005）；陆俭明（2004a） 

构块/构块式 徐盛桓（2000） 徐盛桓（2007） 

构造 王寅（2006）；石毓智（2007） 王寅、王天翼（2009）；邓云华、石毓智（2007） 

构架 程琪龙（2003） 程琪龙（2007） 

建构 陶文好（2000） 无 

组构 陶文好（2007） 无 

 



（4）“构式”本身
也是构式，那么它是
如何构式化的？是否
真的是对“结构式”

的缩略？

1. 例如，有的人喜欢采用按“创新式思维（限定方案范围）——发散式思维（寻

找方案）——真理型思维（择取方案）”递进构成的模式，……实际上常有一

部分思维模式的结构与这种严格的三递进构式有所偏离，……（《求索》1988-

03-01）

2. 以人物心理结构为小说基本框架的构造方式，便成为他经常采用的结构方

式。……这种以人物心理结构为基本框架的小说构式，……（《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1990-12-31）

3. 以上四种单音节构成形式，《切韵》音系都有。……介音经常算是可有可无而

不能再分的音节构式成分。（《语言研究》1983-11-15 ）

4. 本类词的构成方式，又可分为六类二并列式、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重叠

式、简略式。这六种构式中，除了常式顺序结构外，还存在一种变式的逆序结

构成词法。（《自贡师专学报》1992-07-01）

5. 条目是辞书的基本构式。不具备条目的结构形式，即不能认可为真正的、辞书

学所指的辞书。（《辞书研究》1992-03-01）



“构式”的规
约化过程

“构式语法”与其他译名的竞争过程

04年之前：“句式语法”风行一时
04-07年：“构式语法”杀出重围
07年之后：“构式语法”一骑绝尘



启示1：
术语的描写与

规范

 人们曾一度认为，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里，单词与意义

之间应该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歧义、含

糊和混淆。……小说家德克斯特·帕尔默就写道：

“我想象，在上帝书桌上的词典里，单词与意义之间

肯定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当上帝给天使下达旨

意时，他们才完全没有歧义。他说出或写下的每一句

话必然是完美的，因而也是个神迹。”但现在，我们

对此有个更深入的理解。无论有没有上帝，完美的语

言都不存在。

 （《信息简史》第413-414页）



启示1：
术语的描写与

规范

 李宇明（2002）提到：“术语原则上要求能指与所指意义对应，

即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用一种语言形式表示，因

此，歧异术语在术语系统中理论上是应尽量避免的。”“原则

上”“理论上”暗示了理想之“丰满”、现实之“骨感”，李

宇明先生随即列举了“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的问题（也

就是一对多的情况）。

 语言学家作为语言使用者（也是人），其使用的术语或话语自

然也存在大量的形式-意义一对多的情况。比如随便翻开一本语

言学词典，很多词条都列有两个及以上的义项，如

construction列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还分为“最一

般”“较具体”“更具体”的意思（《现代语言学词典》第81

页）；而从意义到形式的角度来看，很多概念也都有多个术语

来表示，比如针对“N的V”，王冬梅（2001）就使用了“格

式”“构式”“结构”“句式”“短语”等多个术语。



启示1：
术语的描写与

规范

 面对语言学术语的形式-意义一对多现象，首要任务是以语言

学家的自觉去做出描写和解释。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

一种职业方言的语言学家的语言需要语言学家自己去研究

（自己研究自己）。在语言学研究中，这属于社会语言学调

查语言变异，或者语法学家调查语体语法的问题。

 本着一种描写主义态度，并不意味着排斥乃至放弃规范主义。

对于后者，李宇明（2002）指出三点可以做的工作：（1）

系统梳理，表现为语言学词典；（2）规范歧异术语，处理

好一对多问题；（3）术语关联。

 描写与规范往往存在龃龉，如李宇明（2002）指出“术语一

旦流布开来，为人习用，再进行规范就比较困难。”其实就

涉及到如何处理描写与规范的关系。李宇明先生给出的方针

是“以事前推荐为主，事后规范为辅”。



启示1：
术语的描写与

规范

 观察“构式”，我们发现在04-07年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出

现了对译名的有意识争论。Schmid（2020：98）指出，规约

化在初期呈现为隐性规范（implicit norm），之后进入显性规

范（explicit norm），即人们开始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讨论，

属于一种元语言层面的争论（metalinguistic）。

 construction译名的竞争过程也符合这一点：在认知/构式语法

引入初期，大家都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随着译名逐渐增

多，一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讨论各种译名之优劣（如董燕萍、

梁君英2002；纪云霞、林书武2002；陆俭明2004a、b；王寅

2006；严辰松2006；刘国辉2007；等等），很多学者也是在

此之后选择了“构式（语法）”（参表2）。

 到了07年之后，针对“构式”本身的争论就很少了，但是此时

出现一种极端的显性规范，即典籍化（codification），会对

规约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注意到，《语言学名词》

（2011）尚未收录“构式（语法）”词条，但是《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将CG翻译为“构式语法”。



启示2：
术语的本土化
和国际化

 译名“构式”之所以可以获胜，一大原因就是本土化做得

好，即翻译得好，表现在：（1）相对“句式”，“构式”

包容性更强；（2）structure、 construction都被译为“结

构”，“构式”可与之区分开来；（3）“构式”听起来

更像典型名词； （4）“X式”在语言学中比较常用。当然

“构式”的译法也有缺点，如何南林等（2010：207）所

言，太学术。

 语言学术语本土化相对其他学科有个天然优势，即它们被

输入进来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学家（对语言吹毛求疵的专

家），因此语言学术语的本土化一般都做得很好，甚至很

多术语已经彻底融入汉语无法察觉其舶来身份了，如“词

（旧瓶装新酒）”“语法（开始音译为“葛郎玛”）”等。

尽管如此，语言学家仍然应该有意识地吸收外来词的研究

成果来审视术语的本土化工作。



启示2：
术语的本土化
和国际化

 与本土化相对的是国际化，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遗

憾的是存在一种不对称：好像需要输入的都是新的，而输

出的只能是旧的。比如李宇明（2002）谈到术语国际化只

提到了“传统语言学”，张伯江（2017）则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先进理论”的表述。但是：

 （1）所谓“传统”，并非全然本土，也有“国际”的影响。

比如“反切”算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其实也受到了佛

经翻译的影响。

 （2）近几十年，本土已经涌现出很多新的理论和概念，

“许多研究有可能对普通语言学发生影响，”（李宇明

2019）有的如语言生活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合作和借鉴（王春辉2021 ）。

 所以本土和国际还是要并重：一方面要自立自强，国际发

声，另一方面还是要合理吸收（避免硬套、模仿）。



启示3：
语言与思维的

关系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但也是日久弥新的话

题，目前大部分支持双向循环的观点，如LaPolla

（2015）：

 被重复会固化和规约化，而被重复的东西肯定是在说

话者认为重要的东西（思维影响语言）。

 固化/规约化的认知范畴或世界识解就会影响下一代怎

么认识这个世界（语言影响思维）。

 对于这次的议题，有两个方面与此相关：：

 同一语言：即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

 不同语言：文秋芳（2022）《论内在学术语言：兼述

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即牵涉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考虑前者。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从双向循环的角度

来看，若只强调话语体系是“伴随”学术体

系的创新而创新的，未免有“言而无文行之

不远”之虞；但若幻想光从话语体系创新入

手就能带来学术体系的创新，无疑也是“痴

人说梦”“缘木求鱼”。



启示3：
语言与思维的

关系

在对待二者的关系方面，认知语言学家Lakoff的

《别想那只大象》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首先，

学术体系很重要。

“你觉得自己只是缺少时髦话，但其实你真心缺

少的是概念。概念以框架的形式出现，只要框架

有了，时髦话说来就能来。”（p. 43）

“认知科学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低认

知（hypo-cognition），也就是缺少你所需的概

念，缺少能用一两个词唤起的相对简单的固定框

架。”（p. 43）



启示3：
语言与思维的

关系

 其次，话语体系很重要。

 “如果你使用对方的语言和框架来否定对方阵营里的某个

人，那么你就激活了他们的框架，也就在听你说话的人们

大脑里强化了对方的框架，从而破坏了自己的观点。”（p. 

5）

 “请记住，你只能理解大脑中的框架允许你理解的东西。

如果事实与你大脑中的框架不吻合，那么大脑中的框架就

会保留下来，事实则会遭到忽视、批评或贬低。” （p. 8）

 总之，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唇齿相依、一体两面：

 “想起框架，人们通常会犯两个常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

是，认为建立框架就是提出一个机灵的口号，……第二个

错误是，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呈现有关某

一现实的事实，人们就会对该现实‘醒悟’过来，改变个

人的观点，并着手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改变社会。”（p. 

57）



启示4：语言
学和元语言学

首先，要区分语言学和元语言学

（ metalinguistics ），前者是研究语言，

后者是研究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语言（即元

语言）。语言学话语体系研究之所以涉及这

个区分，是因为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恰恰是

语言，从而形成多层系统（参罗兰·巴特的

意指、元语言、涵指系统）。如果换到其他

学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政治学”的研

究对象是“政治”，那么其术语就是某种特

殊的语言变体，而不涉及“元”的层次。



启示4：语言
学和元语言学

其次，语言学和元语言学存在纠缠。语言学家

关注自身的话语体系，似乎会引起一些异议：

“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非语言理

论！”沈家煊（2007）指出：“研究语言理论、

对各种理论加以评判, 这是语言学史学家的任

务, 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语言学家的任务是

研究语言。”其实就涉及语言学和元语言学的

区分。但事实上二者处于纠缠状态，因为语言

学史学家研究语言理论无疑要涉及到术语，而

术语和日常语言词汇一样，存在形式、意义一

对多和历时嬗变情况，当从这个角度去描写和

解释术语时，难道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吗？



启示4：语言
学和元语言学

 最后，元语言学也是语言学。元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尽管异于语言学，但如果把元语言也视为一种

语言变体，那么也可以是语言学。如Schmid

（2020：93）指出：当语言学家在科学语境和

语篇题材中探讨或写作有关语言学的话题时，他

们自身也构成了某种语言社群。这个时候，语言

学家就可以自己研究自己，而且应该发挥所长有

意识地使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比如本文采用了

语言学方法（如基于语料库、语法化、词汇化等）

梳理了“构式”的来龙去脉，既是一种学术史或

概念史的“元语言学”，也是一种类似于研究日

常语言的“语言学”。



启示4：语言
学和元语言学

最后要补充的是，语言学还可在其他学科的

话语体系研究中发挥作用。在语言学家看来，

各个学科的话语体系都可视为一种语言变体，

可以采用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甚至

为其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传播贡献良策（如

Lakoff 关注过政治、数学等领域的语言）。

换句话说，任何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建设都可

以得到语言学的助力！语言学应该在批评话

语分析或社会心理分析之外占有一席之地！



总结

 我们基于知网梳理了语言学术语“构式”的来龙去脉，

总的启示为：语言学话语体系研究也可以是语言学，

而且应该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具体包括：

（1）从描写主义和规范主义来思考语言学术语的描

写与规范问题；（2）从语言接触、外来词、翻译等

角度来思考语言学术语的本土化和国际化；（3）从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思考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系；

（4）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学方法来助力语言学以及其

他学科的话语体系研究。把语言学家自身的真实语言

使用纳入考虑，这也符合李宇明（2019）指出的

“话语转向”的大趋势。



继续思考

 1概念问题：术语、话语、话语权、语言权、话语体系、叙事、
叙事体系（赵世举老师报告涉及该问题）

 2视角问题：讨论话语体系，必须从对外视角（即放在国际语
境中）考虑吗？可否只从内部视角（即只反思自己做得如何）
考虑呢？

 3对象问题：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难道对象只能是

中国的语言事实和生活，为什么不把全世界的语言事实和生活
作为对象呢？（反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正是欧美
语言学话语权强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赵蓉晖老师报告涉及这一
点。

 4关系问题：虽然会议主题是“话语体系”，但大家都无法脱
离学术体系来单独讨论，很多甚至只讨论了学术体系。

 5学术与社会：引用“话语权”“话语体系”似乎把语言学庸
俗化了，但是象牙塔里的学术从来都是理想，很多学术进步
（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政治、经济、战争等因
素驱动下涌现的（最近的即二战），语言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无疑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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