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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正经历一场实证的革

Kristiansen 等（ 2006） ，
González-Márquez 等（ 2007） ，
Glynn 和 Fischer（ 2010） ，
Glynn 和 Ｒobinson （ 2012）

命，
语言学家放弃上一世纪理论上的一些争议而转

及 Janda（ 2013） 等。本文对认知语义学领域的这一

向自然的语言数据。他们在语料库数据或诱导数

实证转向进行介绍： 首先指出认知语言学需要实证

据（ elicited data） 的基础上，
提出可证伪的假设，
并

—
—固化
的方法； 其次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两个概念—

用实证的方法验证它们。作为一种理论，
认知语言

（ entrenchment） 和范畴化以及如何通过这两个概念

学，
特别是认知语义学是贯穿这一革命的最好的范

对语法和语义进行操作化； 再次指出语言现象的复

式之一。2007 年在波兰 Kraków 举办的认知语言学

杂性需要多因素的分析方法； 最后讨论定量语料库

国际会议上有过“基于使用的模型和认知语义学中

驱动的认知语义学以及在这一领域流行的两种研

的定量方法”的专题讨论。近年来关于这一领域有

究方法。

多本论文集出版，
如 Gries 和 Stefanowitsch（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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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验证描写的准确性和对所
以被测量，

20 世纪语言学的失败之处
认知语言学认为，

Langacker 的理论可以
做的假设进行证伪。所以，

在于它的一个假设： 人们可以独立地考察语言的各

让我们对基于 Lakoff 的共现的语言现象所做的概

个部分，
这一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当面对一项宏

Langacker 的固化理
括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因此，

大的或复杂的任务时，
我们把这项任务分解为不同

论和 Lakoff 的语言现象的共现这两者对定量语料

的部分并一一处理，
这是合理的。语言研究也是一

库驱动的语义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项十 分 复 杂 的 任 务，因 此 索 绪 尔 区 分 语 言 （ langue） —言语 （ parole ） 、聚 合 （ paradigmatic ） —组 合

3

固化和范畴化

（ syntagmatic） 、共 时 （ synchronic） —历 时 （ diachro-

在（ 重新） 提出语言的复杂性之后，
认知语言

nic） 等以便更好地进行语言学研究。乔姆斯基也

学又提出两个基本概念使我们可以对这种动态

遵循这一传统，
把语言分成句法、
语义、
音系等不同

的、
复杂的现象做出概括，
这两个概念分别为“固

的模块加以研究。而认知语言学持有语言的整体

化”和“范畴化”。

它不是通过提出语言结构的模块假设来简化研
观，
究对象的复杂性，
相反是让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现
象和其它的社会系统一样是极其复杂的。

3． 1 固化—
—
—对语法的操作化
Langacker 的“固化”概念与“合乎语法性”有
关，
它指的是语言知识经过反复地使用而固定下

今天，
大多数的语言学家都认可早期的认知

来，
是基于使用模型的一个基本概念。根据这一

语言学家比较成功地论证过还原理论 （ reductio-

语言模型，
既没有索绪尔的“语言”，也没有乔姆

nist theory） 的失败之处。但是，
在某种程度上，
他

斯基理想的说话者的“语言能力”（ competence） 。

们把我们带出一种困境的同时，
又让我们走入另

按照基于使用的模型，
说话者使用一个形式和意

一种困境。这是因为，
首先认知语言学主张语法

义的组合（ form-meaning pair） 越频繁，
越容易固化

是受语义驱动的，
而语言的意义又超越传统语义

为说话者个人的语言知识，
因此每一个说话者都

学的意义，
包括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
这

有他 / 她内在的语言知识，
语法就是对这些说话者

无疑会增加研究对象的复杂度。其次，
无论结构

知识的 概 括 （ generalization） 。在 某 种 程 度 上，说

早期的认知语
主义语言学还是生成语法都认为，

话者有关语言形式 （ 或形式—意义的组合） 使用

言学并没有提供一种验证假设或对分析进行证伪

的知识越多，它就越符合语法； 说话者具有的形

的方法。尽管语义分析是主观的，
但这种分析必

式—意义结合体的知识越少，
它越不符合语法。

须是可操作的，
从而可以进行重复研究和对假设
进行证伪。

然而，
固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合乎语法性”的
它还可以对“合乎语法性”进行操作化。通
理论，

尽管 Lakoff 和 Langaker 都没有提出一条实证

—
—使用频
常可以从使用的频率方面进行操作化—

的研究路线，
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为实证研

率越高的形式—意义结合体越符合语法，
使用频

究打下基础。Lakoff 认为，他的理论依据来自语

率越低的形式—意义结合体越不符合语法。

也就是说，
他主张
言现象的共现（ co-occurrence） ，

语言结构的每一次使用都对它的固化程度有

采用归纳法，
这也是社会科学经常采用的方法： 首

正面的影响……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产生负面的影

先对样本做出描写，
然后由样本的信息推断总体

响……再者，
语言单位根据它们所出现的频率在

的信息，
这是归纳法的基础，
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唯

固化方面也会有变化（ 如 driven 就比 thriven 容易

一切实可行的方法。然而，
如果没有严格的、
可验

固化） ……语言单位和非语言单位之间缺少明确

证的技术来确定我们所做的概括的代表性或可信

的界限，
因而使语法研究的范围也无法准确界定

性，
那么这种结果仍旧只是建立在小样本基础上的

（ Langacker 1987： 59 － 60） 。

假设。实际上，
当时的语言样本在很多情形下都只
不过是语言学家本人内部的语言知识。
Langacker 的固化理论 （ entrenchment theory）
和基于使用的模型（ usage-based model） 在这里可

Langacker 为 个 体 的 语 法 （ individual ’s grammar） 提供一个具体且可量化的定义，
并指出它和
一种语言语法（ grammar of a language） 的联系。
Langacker 提出的有关语法可测量的定义融

—
—它们可以对语法以及“合乎语法
以发挥作用—

合生成语法和结构语言学两个语言模型，
这种融

性”（ grammaticality） 进行操作化。在实证研究中，

合既放弃语言—言语的区分，
也放弃能力—运用

操作化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
它指的是从可测

（ competence-performance） 的区分。它通过把浮现

量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一旦研究对象可

的（ emergent） 语法结构看成言语社区个体使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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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巨的任务正是定量语料库语言学才能胜任。

3． 2 范畴化—
—
—对百科语义的操作化
语言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组合，
因此对任何

4

语言现象的复杂性需要多因素的分析方法

语法分析来说，
语义都至关重要。那么，
我们是否

以上我们讨论认知语言学如何解释语法和意

也可以对意义进行操作化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

义以及如何对语法和语义进行操作化，
从而运用

前，
我们必须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
认知语言学

于语料库驱动的研究。然而，
语言是一个极其复

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指称意义和命题意义，
而是

杂的系统，
它因人、
因语境的不同而不同。那么，

即百科知识语义学； 第
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

我们如何精确地描写语言背后的概念结构呢？ 是

二，
所有的语言形式，
无论它们的抽象程度如何，

否能够在保留语言复杂性的同时对其做出概括？

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它们之间互相依赖。换句

答案之一在于多因素的统计建模。Geeraerts 简要

话说，
词汇语义必须和句法语义，
甚至形态语义及

总结它的优点： 语料库的语料为研究提供坚实的

韵律语义等结合起来同时考虑，
任何把句法和其

实证基础，
借助多元统计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统

它形式结构（ 如词汇、形态、韵律） 分隔开的做法

且社会变异和文化变异也被包含在多因
计分析，

因为它们是一个复杂的
都是无意义的和片面的，

素的模型中（ Geeraerts 2006： vi） 。

任何研究都必须同时解释句法、
系统。具体来说，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
多元统计学是一个重要

形态、
词汇、
韵律等背后的语义动因以及他们交互

的工具。定量的方法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所做的

这种复杂性还因不同的
作用的语义动因。另外，

概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总体，
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

人有细微的差异，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我们

发现共现的模式。如果没有多元统计方法，
这一点

—
—意义。那么，
的研究对象—
我们对意义的这种

是无法做到的，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像语言这样如此

理解可否进行操作化呢？ Lakoff 从范畴化方面尝

复杂、
多维的现象时，
更可能束手无策。如果不存

试论证。

语用、
词汇或句法这些独立的模块，
那么语
在语义、

范畴化指把事物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用符号
表示出来，相 似 的 事 物 归 在 一 起，称 为“概 念”。

言描写就要解释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多因素分析首先对影响语素、
词汇和句法结构

对“概念”的这种理解是对意义进行操作化的一

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进行操作化。这主要通过

个强有力的工具，
它可以使我们使用同样的分析

对大量检索到的例子的使用特征的分析来完成。

工具去解释复杂的百科知识语义。作为具有认知

尽管 早 期 的 研 究 （ Dirven et al． 1982，Hans-Jrg

能力的我们不断地判断相似性和差异性，
通过这

1993，
Geeraerts et al． 1994，Ｒudzka-Ostyn 1995） 已

种能力，
我们得以把无序的世界有序化。这种范

取得一定的成功，
但手工处理这些多因素特征分析

畴化的能力和过程对语言研究来说是基本的。另

的结果限制它的解释力。受到心理语言学和社会

外，
在理论层面上，
这一观点可以使我们对意义进

语 言 学 研 究 的 启 发，Geeraerts 等 （ 1999 ） ，Gries

它已经成为许多语料库驱动
行操作化。事实上，

（ 1999，2003） 和 Speelman 等（ 2003） 开始把多元统

的研究的基础。共现（ co-occurrence） 和相关（ cor-

计方法运用到语言分析中，
并取得一些富有意义的

relation） 是语料库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无论是

成果。

形式的共现（ 如搭配构式分析法所研究的搭配） ，
还是语义的共现（ 如使用—特征分析法所研究的

5

定量的语料库驱动的认知语义学

共现） ，
语料库研究是要找到这些相似的事物，
这

为说明语料库如何运用于语义或概念结构的

恰恰是 Lakoff 对范畴化的理解。因此，
就像频率

我们须要简单地讨论一下如何对认知语
研究中，

可以对语法进行操作化，
共现也可以对范畴化进

言学的分析性假设进行操作化。

行操作化（ Glynn 2010a： 8） 。

对概念结构的操作化是语料库驱动的认知语

因此，
我 们 可 以 说 共 现 的 频 率 （ frequency of

言学背后的一个基本原则。语料库可以有助于我

co-occurrence） 这一语料库研 究 的 基 本 概 念 可 以

们找到（ 重复） 出现的语言形式、
意义和语境的组

—
—固化和范畴化—
—
—
对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合模式，
这些语言使用的模式反映说话者内部的语

进行定量的操作化，
固化和范畴化这两个理论解

言知识。此外，
认知语言学认为，
语法（ 或总体上说

“共现”更多地被理解为形
释语法和意义。然而，

语言） 是概念促动的，
语言使用不仅反映语言知识，

式上的“共现”，
如上面所强调的，为解释语言我

而且是概念结构的反映。大多数认知语言学的研

们必须考虑所有维度上意义的交互作用，
而这一

究，
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都认可这一前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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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
这也是对语义驱动（ semantics-driven） 的语言

析法的 扩 展。 受 某 一 特 定 构 式 所 吸 引 的 词 位

模型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操作化可以让我们去

（ lexemes） 是这一构式的共现词位（ collexemes） 。

做两件事情： （ 1） 通过直接的方式对说话者所说

构式搭配分析法在统计方法上使用 Fisher 精

的语言做出概括（ 这一语言的语法） ； （ 2 ） 通过间

确检验。为 计 算 某 一 特 定 词 位 （ L） 和 特 定 构 式

接的方式产生与这一语言有关概念结构的假设

（ C） 之间的搭配构式强度，
需要 4 个频数： （ 1） 词

（ 语法受概念结构促动） 。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假

位 L 出现在构式 C 的频数； （ 2） 词位 L 出现在其

设语言使用等同于语言结构，
并且如果我们可以

它构式的频数； （ 3） 词位 L 之外的其它词位出现

通过大量的操母语的说话者来发现语言使用的模

在构式 C 的频数； （ 4） 词位 L 之外的其它词位出

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一语言结构做出概括。

现在其它构式的频数。

再者，
如果语言结构是底层的语义结构的反映，
那
么语料库技术就可以间接地用来描绘语言的概念
结构，
这些为语料库驱动的认知语义学研究所遵
循的原则。Glynn 将其归纳为“从语料库到概念”
的原则（ Principle of corpus to concept） ： 语言使用
的模式反映一种语言的语义结构，
相应地，
反映一
种语言的概念结构（ Glynn 2010b： 45 ） ，这条原则

以上数值组成一个 2 × 2 的列联表，
如表1 ：
表1

L 和 C 频数的列联表

+ 目标词位

－ 目标词位

1． 某一词位在
某一构式中 出
+ 目标构式
现的频数

3． 这一词位之外的
其它词位在这一构
式中出现的频数

行总计 （ =
某一构式在
语料库中出
现的频数）

2． 某一词位在
语料库的所 有
－ 目标构式
其它构式中 出
现的频数

4． 其它词位在其它
构式中出现的频数

行总计

列总计

总计

表明语料库的分析和认知语义学研究之间的基本
联系。

6

两种常用的语料库驱动的认知语义学研

究方法
在认知语义学研究领域，
有两种较常用的研
究方法： 第一，完全依靠形式上的使用模式 （ formal pattern of usage） ，这种传统源自英国功能主
义的语料库语言学，
这些纯形式的语料库技术，
如
搭配构式分析法（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
通过考
察某些搭配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以此寻求形式上
然后再从语义上对这些形式上的关
的关联模式，
联进行解释； 第二，
从语境中检索出有关某一特定
形式的大量的例子，
然后从形式、
语义以及语言之

列总计 （ = 某
一词位在语
料库 中 出 现 的
频数）

在以上列联表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 Fisher 精
确检验来计算出现于构式某一词位中的词和构式
并通过概率值判断出现于某一词
之间的概率值，
位中的词和构式在搭配上是否达到显著。根据构
式语法的“语义一致性原则”（ semantic coherence

外的因素考察它的使用。这种方法称为使用—特

principle） （ Goldberg 1995： 50） ，
分析构式和词汇成

征分析法 （ usage-feature approach） 或行为概貌分

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可以为构式意义提供一种

析法 （ behaviour profile approach ） （ Heylen 2005；

启发。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主要有： Giles 等

Gries 2006； Divjak 2006； Divjak，Gries 2006； Gron-

（ 2005） 研究 ICE-GB 语料库中［V + NPobj + as + X］

delaers et al． 2007； Wulff et al． 2007； Glynn 2009；

构式动词空位中的共现词位，
并以此推知构式的意

Janda，
Solovyev 2009） 。

义； Wulff（ 2006） 研究［go and V］与［go-V］两个构

6． 1 构式搭配分析法

并以此区分两个构式的
式动词空位中的共现词位，

构式搭配分析法由 Stefanowitsch，Gries（ 2003）

意义； Colleman（ 2009） 通过对论元结构交替中动词

提出，
它的目的是测量某一构式 （ 构式语法意义

以此区分荷兰语的双
倾向性（ disposition） 的考察，

上的） 和出现在这一构式的某个空位 （ slot） 的词

及物 构 式 和 介 词 与 格 构 式； Gilquin （ 2010 ） 分 析

位之间的关联强度。空位这一概念使得构式搭配

BNC 语 料 库 中 的 致 使 构 式 与 出 现 在 效 果

分析法区别于传统的搭配分析法，
传统的搭配分

（ EFFECT） 空位上词位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分析由

析法考察的是以节点词（ node） 为中心、
出现于节

cause，
get，
make，
have 构成的 10 个英语迂回使役构

点词两端特定距离的词； 而构式搭配分析法把考

式（ 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的意义。

察的对象限定在出现于某一构式的某一特定空位

6． 2 多因素的使用—特征分析法

中的词。所以搭配构式分析法可以看作是搭配分

这种 方 法 最 早 由 认 知 语 言 学 领 域 的 Dir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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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982 ） 和 Ｒudzka-Ostyn （ 1989 ） 以 及 语 料 库 语

语用方面，
如 Krawczak 和 Glynn（ 2011） 对知识
五，

言学领域的 Atkins（ 1987） 与 Hanks（ 1996） 发展而

立场结构（ epistemic stance constructions） 的研究和

来。Gries（ 1999，2003） 最早把多元统计方法运用

Pldvere（ 2014） 对社会层级以及传信结构的研究；

到使用—特征分析中。认知语言学后来使这种方

第六，
在概念—文化方面，
如 Glynn（ 2013） 对 20 世

并广受欢迎。该方法可归纳为以下
法日趋成熟，

纪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 ANGEＲ 的研究以及 Henr-

几个步骤： 首先从语料库中检索出大量需要考察

ik 和 Glynn（ 2013） 对 20 世纪英语、
日语以及瑞典语

的语言现象的实例，
然后根据这些实例和与研究

ANXITY 的研究。

问题相关的使用—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手工标

结束语

这些使用—特征包括语言的语义—语用特征、
注，

7

形态—句法特征以及社会—语境特征。这种用来

近来，
认知语义学研究出现一种实证的转向，

刻画语言形式的使用—特征有些类似于结构主义

许多认知语言学家的研究显示，
可以采用定量的、

的“义素”（ seme） 概念，
但这些特征并不是充分和

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意义。具体地说，
在语料库数

必要特征，
也不是基于真值的，
而是“使用”特征，

语言学家提出可证伪的假设，
并用实
据的基础上，

可以是关于使用的任何特征（ 参见表2 ） 。对特征

证的方法去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对意义研究领域

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取决

这一实证转向做一简要介绍。首先本文指出，
尽

于研究的理论假设。

管早期的认知语言学家没有提出一个实证的研究

表2

使用—特征举例

路线，
但 Langacker 的固化理论以及 Lakoff 的范畴

评价

体裁

年代

等等

化理论为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固化可以让我们对

例① 完成体 独立小句有生命的 肯定

会话

1950

……

语法进行操作化，
而范畴化可以让我们对语义进

例② 未完成体从属小句有生命的 中性

新闻

1950

……

例③ 完成体 独立小句无生命的 否定
……
……
……
等等 ……

会话
……

1980

……

有序的命题排列构成句子，
句子的线性分布构成

……

连贯的语篇”（ 王纯磊 2017： 45） 。语言是一个极

体

小句

施事

……

“思维的符号表现形式是文字，
行操作化。其次，

其复杂的系统，该系统因人、因语境的不同而不
这些标注的特征包括所考察现象的多因素的

同，
语言现象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采用多因素的分

概貌（ profiles） ，
然后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以便发现

析方法进行研究。再次，
讨论定量语料库驱动的

使用—概貌（ usage-profile） 的模式（ 即语言结构） 。

认知语义学及其所遵循的原则： 一种语言使用的

根据上述语料库驱动的认知语义学研究所遵循的

模式反映其语义结构，
相应地也反映其概念结构。

原则，
在该使用模式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知某一

最后，
我们介绍两种常见的定量语料库驱动的认

词汇或语法构式的概念结构。多元统计方法的使

知语义学研究方法： 构式搭配分析法和多因素的

用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 1） 显著性（ significance） ： 推

使用—特征分析法，
并介绍采用这两种方法进行

测这一模式（ 在接下来的样本中） 出现的概率； （ 2）

的一些研究。

重要性（ importance） ： 确定在这些模式中（ 在解释样
本的行为时） 哪一成分是最重要的； （ 3） 预测（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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