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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discussion on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in China （ 2014 － 2018） ：
A Bibliometric Survey Based on Journals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Indexed by CSSCI
Sun Yi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China）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which has taken root in China an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regarding the author’s prior paper （ Sun 2015） as the foundation and opportunity，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effort，using bibliometrics as an academic statistical tool，to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of thi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existing bottlenecks and problems，in addition to its prediction and judgment． The trend and direc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re expected to build a stable and broad platform for the healthy，long-term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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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朝向在哪里。

笔者 2015 年 发 表 的《当 代 隐 喻 学 在 中 国

西方 20 世纪发行量很大的一部语言学专著

（ 1994—2013） —
—
— 一项基于 CSSCI 外国语言学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 年，
莱考夫和约

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一文引起学界的较大

翰逊通过审阅学生作文、
课堂访谈、
学者反思等形

反响 。目前的紧要任务是仔细思考解决以下问

式，
惊异地发现： 在本族语者的文本当中隐喻俯首

题： （ 1） 华夏大地是否生发出“当代隐喻学”这样

即是。换言之，
隐喻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交际中无

一门新兴语言学分支学科； （ 2 ） 当代隐喻学如已

所不在，
出现频率极高，
是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重

经成立，
那么其内涵和外延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要机制。不仅如此，
莱考夫在与奥特尼（ A． Orto-

①

（ 3） 倘若当代隐喻学已然挺身屹立于学界并成为

ny） 于 1993 年所编辑的《隐喻与思维》的论文集

一门“显学”的话，
那么我们能否盘点该学科近 5

中再次发力，
总结概括自 1980 年以来当代隐喻理

年取得的学术成绩，
同时预测该学科今后的发展

论的发展历程，
指出各个理论流派的优缺点，
正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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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系统观等（ 孙毅 陈朗 2017： 715） 。
神经科学、

Metaphor） 。以该 50 页长文为契机，隐喻学人前

（ 2） 经典文体类型中的隐喻机制。在传统学

赴后继，
不断自我革命，
勇于创新，
逐渐凝练、
提升

界，
隐喻仅为一种其貌不扬的修辞格。而当代隐

出当代隐喻学这一语言学界的新兴学科。中国学

喻学则认为，
文学文本中真正引人入胜、
发人深省

在借鉴、
模仿和嫁
者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和行动力，

除此无他。大诗人、
大散文家
的运作机制是隐喻，

接的基础上，
大胆作为，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励

的神来之笔，
无不借助隐喻机制，
从一个近域出其

精图治，
于国内和国际学术平台上大胆放声，
让世

不意地跨越、
跳窜到远域。已有文献涉及诗歌、
科

人听到足以启迪心智的学术声响。

医学经典、
合同、
道教典籍、
戏剧、
新闻、
外
幻小说、

笔者长期在此领域耕耘，
凭借学术直觉，
意识
到当代隐喻学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生根发芽，
枝繁叶

LOGO 获奖作品、
宣英文网站、
电影等（ 孙毅 杨莞
桐 2016： 24） 。

值得再次集结、
汇总。本文不揣冒昧，
斗胆二次
茂，

（ 3） 汉外隐喻对比研究和非英语语言隐喻研

发声，
借助文献计量学这一工具，
深入浅出地审视

究。如果说隐喻贯穿于人类日常交际的始终，
那

当代隐喻学近年来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总结过去，

么世界上各种语言中隐喻都普遍存在 。以莱考

开创未来，
为其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约翰逊、
弗科尼亚、
特纳等为代表的当代隐喻
夫、
而我们作为外语学习
学人以母语铺设理论基石，

当代隐喻学涉足领域及在中国的成绩

者，
既可以从外国人的角度审视前人研究，也可

本文以入选中国外国语言文学中文社会科学

考察具体门类隐
以分门别类地进行跨语言对比，

2019 版） 来源期刊的 16
引文索引（ 缩写为 CSSCI，

喻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异同的理据和动因（ 孙毅

种核心杂志为观测平台，借助文献计量学，厘清

张盼莉 2016： 48） 。

2

2014 年至 2018 年 5 年期间发表的以“隐喻”为题

（ 4） 辞格的隐喻化归一研究。隐喻脱胎于传

目的收录文章。16 种外国语言学 CSSCI 检索期

统修辞学，
目前在当代隐喻学的视域中已经跃升

41、
35、
48 和
刊在过去 5 年的发刊总量分别是 54、

为一种人类核心的概念化机制。但亟待解决的问

48 篇，
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这意味着“隐喻”仍

题是如何将当代隐喻学中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润

然是各个 CSSCI 来源期刊青睐的话题和领域，
与

泽其他修辞格研究，
提升其研究档次和级别，
催发

过去 20 年相比有增 无 减，刊 载 量 持 续 扩 大。16

出更多的修辞学研究之花。如果说隐喻在本质上

种核心期刊及其发文量从高到低排列为： 《外语

那么其他修辞格的核心也应该是认知
是认知的，

学刊》36 篇、《外 语 教 学》28 篇、《外 语 研 究》24

的。一个围绕在隐喻周围、
各自隐喻度不同的辞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3 篇、
《解放军外国语
篇、

格归一化、
集成化研究格局正在崭露头角 （ 孙毅

23 篇、
《外语与外语教学》17 篇、
《中国
学院学报》

张俊龙 2017： 41） 。

14 篇、《现代 外 语》14 篇、《外 语 教 学 与 研
外语》

（ 5） 隐喻的语篇研究。如果日常交流充满隐

10 篇、
《外国语》
9 篇、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究》

那么更加严谨、
经过作者反复打磨的语篇
喻表达，

7 篇、
《外语电化教学》
6 篇、
《上海翻译》5 篇、
《语

更应该是隐喻性的。总体而言，
严密的书面语篇

3 篇、
《中国翻译》2 篇、
《外语界》1 篇。
言与翻译》

隐喻密度应该更高，
语篇整体呈现出隐喻式的连

总共选中并导出文献 226 篇。

贯，
段落中的句与句之间表现出隐喻式的衔接，
都

从发刊量来看，
隐喻研究确实成为各家争相

体现出可预测、
可判断的样板和范式。连接语篇

刊载的学界“宠儿”，
录取比例较高。隐喻既是研

的隐喻机制不仅是字词的形式，
而且在心理层面

究的主体，
可以作为理论框架来设置，
同时也是研

也有彰显。国内学者对宏观的连贯和微观的衔接

究的客体，
可以作为探索对象来研讨。从论文整

都已有深刻的认识（ 廖美珍 2014： 68） 。

体涉及的内容看，
总计 226 篇论文主要涉及以下
领域和范畴：

（ 6） 语法隐喻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
韩礼德在借鉴认知科学相关成果的基础上，
敏锐地

（ 1） 隐喻理论的引介与阐释。随着当代隐喻

感知到隐喻时代即将到来，
于 1985 年率先提出语

学持续、
深入地不断发展，
新理论、
新观点如雨后

法隐喻的概念。在过去 5 年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学

春笋般涌现，
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凭借自身敏锐

者纷纷侧目，
将认知科学的相关成果付诸实践，
弥

的直觉和鉴赏力，
引进和阐释最新的理论派别和

不断拓展和更
合与传统概念隐喻理论之间的缝隙，

研究方法，
包括架构隐喻理论、
构式语法、
蓄意隐

新语法隐喻的范畴和解释力。从绝对数字来看，
这

喻理论、
语境参数理论、
认知批评隐喻分析、
认知

部分文献增长的幅度最大（ 黄国文 201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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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隐喻甄别研究。隐喻甄别与隐喻理解可

所不在，如影随形，因此理应成为外语学习的重

以被视作隐喻研究的两面。传统学界过度重视隐

点。隐喻能力可学可教。二语教师应该首先学习

喻的理解并设计出花样繁多的程序予以阐释，
但

当代隐喻学的相关原理，
然后将其传授给学生，
使

对前者却关注不足。原因在于： 与明喻不同，
隐喻

学生饶有兴致地习得词汇，
进而自然、
地道地表情

明晰的修辞标志语，
无法直接查明其身
没有确切、

已
达意。在如何开展有效的隐喻能力培养方面，

份，
所以需要设定比较系统的、
定性与定量充分结

有学者着手探索学习型词典（ 杨娜 2018） 、
移动学

合的程序，
才可能穷尽特定语篇中的隐喻，
为接下

习（ 孟亚茹等 2018） 等辅助手段。

来的隐喻理解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的甄别技术
主要为 Wmatrix（ 孙亚 2014： 43） 。

（ 12） 文学研究。隐喻脱胎于传统的文学批
评研究。现在用当代隐喻学先进、
深刻的认识视

（ 8） 当代隐喻学的哲学基础研究。莱考夫和

一定可以让稍显陈旧的文学
角来反观文学作品，

约翰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直坚持当代隐喻

研究焕然一新，
迸发出新的活力。隐喻是话语者

理论的体验哲学基 础，直 至 1999 年 他 们 再 次 联

内心所想的外化表现，
名家名作也不例外。完全

—
—具身化心智 及 其
在巨著《肉身中的哲学—
袂，

透过隐喻这面多棱镜，
读者可以洞穿
有理由相信，

对西方 思 维 的 挑 战》一 书 中 提 出 经 验 现 实 主 义

跨越时空局限，
重新审视作家创作时的心路
书本，

（ embodied realism） 。人 类 习 以 为 常 地 挺 身 于 世

历程和所思所想。隐喻研究已经开始引领文学研

界之中，
以身体为度量衡去评估周遭世界。外部

究的潮流（ 诸葛晓初 吴世雄 2017： 74） 。

也要做到以人为本。
世界要符合人的要求和期待，

（ 13） 语料库隐喻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利用

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所积极倡导的近取诸身、
远取

真实发生情景中在线记录的语例，
生动再现话语

诸物的人本主义高度契合。对经验现实主义的剖

发生的原始场景，
令研究者身临其境，
真实可靠地

对于挖掘我国深邃、
悠远的哲学传统以
析和阐释，

更具可信性
看到语言发生的上下文和真实环境，

及考究中西方哲学源流联系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

和说服力（ 柳超健等 2018 ） 。语料库语言学学者

和空间。也有学者从心智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

坚信，
虽概念隐喻学者声称隐喻发生在人类大脑

一主流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流脉（ 徐盛桓 何爱晶

的认知层，
其神秘之处在于“隐”，但归根结底还

2014： 2） 。

是要落实到最基本的语言层面，
找到隐喻发生的

（ 9） 隐喻与话语题材研究。隐喻除与各种文

肉体真身，
根据关键词搜索在语料库中的发生概

还贯穿于各种话语事件、
话题
学体裁息息相关外，

关键
率和总体分布情况。语料库语言学对数字、

和主题始终，
值得一探究竟。各种话语由于发生

词的关注与文献计量学以量度质、
数量是质量的

场景的不同，
使用的隐喻也各不相同。在各种话

前提和基础的倾向性和基本观点完全吻合。

语题材中，
隐喻的呈现，
尤其是各具特色的隐喻择

（ 14） 隐喻翻译。翻译是语际间的转换与切

选是该话语生成和阐释的重中之重，
值得深入挖

换。文字是表层的肌肤，
而真正发生改变的是思

掘； 更有学者在梳理和分析国外隐喻与话语之间

但人脑之间的思
想。逐一对应地翻译字词容易，

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隐喻话语能力”这一新

维转换尤为困难。这即是隐喻翻译的实质所在，

概念（ 陈朗 2018： 39） 。

也是所有翻译活动的难点所在。特别是在一种语

（ 10） 多模态隐喻研究。经典的认知隐喻研

言中的隐喻意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找到完全匹

究围绕单模态的语言展开。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

配的对应项时，
译者必须就此作出妥协。隐喻翻

异的发展，
声、
光、
电溢满其中的表现形式成为不

译研究就是要条清缕析地找到这些隐喻在语际间

可逆转的趋势。近年来，
多模态隐喻研究已经逐

转换时不对应的地方以及据此应该采取的翻译策

渐摆脱语言与图片双模态，
拓展到更为复杂、
多元

略、
方法和技巧（ 孙毅 2017： 86） 。

的研究深水区（ 王小平 王军 2018： 48 ） 。关键性

（ 15） 隐喻的跨学科研究。当代隐喻学本身

的问题在于： 其它模态与语言模态有本质上的差

就是从传统修辞学、
文学批评、
认知科学的交织和

异，
不能把在语言模态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直接

碰撞中跃世而生的。当代认知神经学的发展突飞

用在其它模态上面，
因一味地削足适履势必导致

猛进，
尤其是借助 EＲPs（ 事件相关电位） 和 fMＲI

误解、
失配和错置。多模态隐喻与单模态隐喻最

（ 核磁共振） 等先进的脑成像技术，
可以实时在线

而后者是时
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空间性属性，

利用脑电波变化来观察运用隐喻的瞬间发生的实

间性分布。
（ 11） 二语隐喻能力习得。隐喻在语言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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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黑匣子。言为心声，
人们还需要借助语言学

使其为解答千百年来困扰科学界的世界性难题贡

其他分支学科来厘清并不断逼近隐喻真理。语用

献一臂之力。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个角

学中最大、
最具涵盖力的理论算子便是语境。情

度考察隐喻在各自领域发挥的作用，成果卓著。

人眼里出隐喻，
隐喻只存在于发话者和受话者的

从认知语言学脱壳而出的当代隐喻学也借助周边

商榷、
相互作用当中，
不同语境中的隐喻意
交互、

技术，
实现自我革命、
自我救赎，
学科的先进理论、

义千差万别（ 魏在江 2018） 。词汇语用学虽然承

不断逼近隐喻真理的全貌。国内学者一方面介

认隐喻也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小句、
句子、
段落甚至

绍、
阐释和建设性地批判理论，
另一方面利用自己

是整个篇 章 中，但 是 隐 喻 的“根”在 词 汇。换 言

文化和学科优势，
考察在各个领域、
良好的语言、

词汇性隐喻的阐发是激活其他更大单元隐喻
之，

各个方面的隐喻具体表现，
进行跨语言对比，
梳理

的前提条件，
其具有优先的阐释地位。

参悟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刻理据。事实证明，
异同，

（ 16） 隐喻本土化研究。汉语言简意赅，
以简
驭繁，
以有限的言辞晓谕无尽的意义。从该层面

这条学术之路是正确的，
中国学者的相关成果连
绵不绝。

而言，
汉语是一门真正的隐喻性语言。中国学者

在过去 5 年里，
尽管国内学人取得令人侧目

已经运用外来理论揭示和阐发本土的汉语现象并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桎梏。丰硕的
的学术成绩，

取得一些成果。除跟随国外主流的隐喻研究步伐

学术成果难掩学术实绩的种种尴尬。在当代隐喻

还有学者勇于向国际权威发出挑战并提出真知
外，

学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
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

灼见，
在真正揭开隐喻面纱的道路上留下中国人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 10 个方面：
诸多困境与挑战，

足迹。更有学者向国内深邃的古代文论、
论辩学进

（ 1） 理论创新意识不够强。国内学者亦步亦

发，
为当代隐喻学遇到的难题和困扰创建理论模

趋，
热衷于介绍国外，尤其是英美等国的理论成

型，
提供解决方案和出路（ 徐盛桓 2018： 24） 。

乐此不疲，
中国学者所独有的隐喻理论体系还
果，

（ 17） 隐喻与转喻的关系研究。随着以隐喻

没有形成。徐盛桓等学者尝试利用中国博大精深

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日新月异的发展，
转喻也成

的哲学和思辨传统对隐喻的重新考量已初见成

为一个靓丽的学术增长点。隐喻是跨域映射，
而

效，
但研究格局零星分布，
遑论形成一定规模。此

转喻是域内映射，
但问题在于域与域之间的界线

外，
学者之间联系较少，
未能形成合力。明显的短

并不是泾渭分明、
一清二楚，
而是模糊不定，
两者

板在于抱着 40 年前便初见端倪的概念隐喻观来

之间存在隐转喻、
转隐喻等一系列连续统单元或

话题中的表现，
用由源域到
考察隐喻在某个领域、

临界成员（ 项成东 2018： 32） 。

靶域的简单程式，
期待解决所有复杂的隐喻问题，

（ 18） 动词隐喻研究。传统学界由于受修辞

仅以“概念隐喻”为标题的论文就有二十多篇，
西

学和文学文论的影响，
隐喻研究大多沿着固化的

学东渐的一边倒态势没有得到改观。带有中国人

“A IS B”的 老 路 进 行。这 种 偏 斜 研 究 的“后 遗

自己学术标签的学术成果极少，
在国际上的声音

症”是名词性隐喻得到过度的关照，而其他词性

微弱（ Sun，Chen 2018： 650） 。（ 2） 国内学者由于

的隐喻遭到漠视。近 5 年来，
学界开始关注作为

学缘结构的影响和局限，
多为文科出身，
运用和借

句子核心成分、
联结主体和客体中间环节且异常

助其他专业领域，
如神经科学、
统计科学等的先进

活跃的动词隐喻（ 徐宏颖 彭宣维 2016： 60） 。

仪器或算法的意识还不够强，
文献数量较少。国
际上已经出现以高端设备和仪器实时在线地观察

3

回眸与展望

当下，
国内学者不仅研究传统的概念隐喻理

隐喻发生时的大脑状况，
相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
还刚刚起步。虽然已有学者小试牛刀，
但理性思

论、
概念整合理论等，而且主动与国际学术界接

辨的传统路线仍占主流。（ 3） 当代隐喻学的认知

轨，
第一时间将国外先进的著作、
论述引进国内。

学派与其他的系统功能学派、
社会批评学派的融

从单纯的文献梳理统计不难看出，
当代隐喻学已

合与合作还不够充分，
仍然处于空对空的理论探

经从当初莱考夫提出的当代隐喻理论全面蜕变，

讨阶段。如何从认知的视角看待韩礼德的 3 大功

华丽转身，
巍然矗立于语言学之林。无论是发文

能，
如何从功能的视域反观认知的功能等，
还都没

的总量，
涵盖的学科种类和范畴，
还是做隐喻课题

有过多涉足。（ 4） 当代隐喻学对日常生活中耳濡

的研究队 伍 的 数 量 和 质 量，均 配 得 起“学”的 名

目染的话题和领域的关注度还很欠缺，政治、经

号。可见，
隐喻课题已经张开宽广的学术翅膀，
日

济、
科学领域已经有所涉猎，
但其他大量生动鲜活

益吸引着学术界越来越多青年学人的炙热目光，

的外交、
微信、
朋友圈等题材还鲜有触摸，
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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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处女地，
有待垦荒。再有，
受到两千多年来修

结束语

辞学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桎梏，
学界多以名词性隐

4

喻为研究课题，
近年来学界开始着重研究动词性

当代隐喻学已经被语言学界逐渐承认为一股

隐喻。但隐喻占据着各个词性的各种变现，
形容

新颖且重要的学术分支和力量源流，
其影响力不

副词、
介词、
感叹词等词性隐喻还是一片蓝海
词、

可小觑。短短 5 年期间便能刊发 226 篇当代隐喻

区域，
有待进一步巡航与开拓。（ 5） 学界，
尤其是

学方面的论文，
这真实、
客观地说明其在学术界的

外语学界已经关注到隐喻能力在外语教学过程中

声望和接受度。当代隐喻学在中国开枝散叶，
已

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但还没有学者关注到如何精

经在很多领域开花结果，
涉足人类交际的方方面

确地界定“隐喻能力”及与其他语言能力的差别

并快速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门类。在回
面，

更没有精细地探索该能力的具体培养路
与联系，

顾其辉煌发展历程的同时，
我们还归纳总结出当

径和方法，
而且论证过程比较单一，
没有可圈可点

代隐喻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发展空间和不足，
这

的借鉴价值。研究对象方面，
英语专业毫无疑问

些方面亟待修正、
提升和弥补。期待当代隐喻学

还未企及量大面广的公外大学生，
各
地成为主流，

在语言学界蓬勃发展，
占有一席之
能够势头不减，

种课程间的差异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语

地，
将新世纪的语言学事业不断引向深处。

对外汉
界更是忽视隐喻能力的存在和重要价值，
语教学还缺乏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意识。（ 6） 文

注释

学界虽然已开始相当规模地借鉴当代隐喻学来深

①截止 2020 年 3 月 12 日，根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

入考究作家创作作品时的所思所想以及作品饱蘸

敝文下载次数已达 1629 次，被引频次为 33。

的深刻意蕴，
但基本还停留在找出隐喻的源域和
未曾真正提
靶域并依此进行分类的初级层面上，

参考文献

升至大脑和思维的层面上去。（ 7） 在隐喻甄别方

陈

面，
学界倚仗学者自身的直觉仍然是主流，
如何借

朗．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经济话语隐喻研究［J］． 解放
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4） ． ‖Chen，L． A Corpus-

鉴相关软件和程序，
如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based Study of Metaphors in English Economic Discourse

有机地结合起来，
还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距离穷尽

［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性 地 甄 别 和 提 取 语 篇 中 的 所 有 隐 喻 还 很 遥 远。

2018（ 4） ．

（ 8） 在翻译研究领域，
绝大多数学者还将隐喻视

黄国文． 自然诗歌中的元功能和语法隐喻分析———以狄金

为一种其貌不扬的修辞格，
还没有条清缕析地透

森的一首自然诗歌为例［J］． 外语教学，2018 （ 3） ． ‖

视语际转换中究竟有多少种对应的可能性，
毋论

Huang，G． -W． Metafunction and Grammatical Meta-

转换过程中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
方法和技巧。

phors in Natural Poetry — Taking a Natural Poem By

探讨的多为汉英语言转换，
而涉及其他语言或方

Dickinson as an Example［J］． Foreign Language Educa-

言的讨论较少。（ 9） 在辞格的隐喻一体化探索征

tion，2018（ 3） ．

程上，
学界还留有太多有待填充的空白。部分学

廖美珍． 我们赖以建构和组织语篇的隐喻———隐喻语篇一

者只是蜻蜓点水般谈及几种司空见惯的辞格如拟

致性和跳跃性［J］． 外语学刊，2014（ 1） ． ‖Liao，M． -

人、
类比、
共轭等。陈望道开拓的现代修辞学中大

Z． Metaphors We Construct and Organize Our Text and

量的修辞格还躺在传统的研究范式摇篮中无人问

Talk By［J］． Fo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4（ 1） ．

津。学界理应转变观念，
将其置于当代隐喻学的

柳超健

王军

曹灵美． 语料库中的隐喻标注研究［J］．

新视域中予以重新审视，
令其焕发新的学术生命

外语学 刊，2018 （ 2 ） ． ‖ Liu，C． -J．，Wang，J．，Cao，

力，
也为新时期的修辞学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新的

L． -M． Metaphor Annotation in Corpus ［J］． Foreign

学科增长点。（ 10）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Language Ｒesearch，2018（ 2） ．

多模态研究速度一日千里。多模态隐喻无法遵循

孟亚茹 马晓梅

岳 真． 大学生移动语言学习的认知特

语言隐喻研究的老路，
必须另辟蹊径，
探索为己所

征———来自隐喻的证据［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

用的新天地。尤其是其他模态与语言模态何为中

（ 5 ） ． ‖ Meng，Y． -Ｒ．，Ma，X． -M．，Yue，Z． College

央，
何为边缘，
上下左右如何摆设分布，
共同烘托

Students’Perceptions on MALL： Evidence from Metaphors

时不我待，
尤其是如何
并造就总体上的隐喻意义，

［J］．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ir Teaching，2018（ 5） ．

结合临近的美术学、
计算机、
设计学等学科共同深
入、
到位、
可信地对研究对象予以分析，
任务艰巨。

54

孙

亚． 基于 Wmatrix 语义赋码的概念隐喻评价意义分
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 5） ． ‖Sun，Y． An A-

2020 年

孙

毅

再议当代隐喻学在中国（ 2014 － 2018）

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Significance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Based on Semantic Annotation of Wmatrix［J］．
孙

Fo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8（ 5） ．
魏在江． 语境与隐喻的产生与理解———认知语言学中的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ir Teaching，2014（ 5） ．

语境研究之三［J］． 中国外语，2018（ 6） ． ‖Wei，Z． -

毅． 当代隐喻学在中国（ 1994 － 2013） ——— 一项基于

J． Ｒeflections on Metaphor and Context： Context in Cog-

CSSCI 外国语言学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J］． 西

nitive Linguistics［J］．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 （ 3） ． ‖Sun，Y． Contempo-

孙

第3 期

2018（ 6） ．

rary Metaphorology in China （ 1994 － 2013） ： A Biblio-

项成东． 隐喻和转喻对语法的影响［J］． 外语教学，2018

metric Study Based on Journals of Foreign Language

（ 1） ． ‖ Xiang，C． -D． The Influence of Metaphor and

Studies Indexed by CSSCI［J］． Journal of Xi’an Inter-

Metonymy on Grammar［J］． Foreign Language Educa-

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2015（ 3） ．

tion，2018（ 1） ．

毅． 国外隐喻翻译研究 40 年嬗进寻迹（ 1976 － 2015）

徐宏颖

彭宣维． 隐喻映射与情感意义———以英语动词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7 （ 3） ． ‖Sun，Y． A

TAKE 为例的个案研究［J］． 外语学刊，2016（ 4） ． ‖

Tracing into Metaphor Translation Studies Abroad During

Xu，H． -Y．，Peng，X． -W． Metaphorical Mapping and

the Past Four Decades（ 1976 － 2015） ［J］． Foreign Lan-

Emotional Meaning—A Case Study Based on TAKE［J］．

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2017（ 3） ．
孙毅

陈 朗． 蓄意隐喻理论的学术进路［J］． 现代外语，

Fo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6（ 4） ．
徐盛桓． 言辞翻滚风云 论证显现智慧———从类比隐喻运

2017（ 5） ． ‖Sun，Y．，Chen，L． The Academic Pathway

用审视隐喻 普 遍 性 与 特 殊 性 的 关 系［J］． 外 国 语，

of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J］． Modern Foreign

2018（ 6 ） ． ‖ Xu，S． -H． A Study on the Ｒelation Be-

Languages，2017（ 5） ．

tween Universality and Specificity of Metaphor in View of

孙毅

杨莞桐． 多模态隐喻理论寰域中广外教师发展中

Analogical Metaphor［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

心 LOGO 获奖作品 览 睽［J］． 外 语 电 化 教 学，2016
（ 6） ． ‖Sun，Y．，Yang，W． -T． A Panoramic Survey of

ges，2018（ 6） ．
徐盛桓

何爱晶． 转喻隐喻机理新论———心智哲学视域

下修辞研究 之 一［J］． 外 语 教 学，2014 （ 1 ） ． ‖ Xu，

a Ward-winning LOGO Works of GDUFS Center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S． -H．，He，A． -J． On the Metonymy-metaphor Mecha-

Metaphor Theory［J］． Computer-assisted Foreign Lan-

nism： A Study of Ｒhetor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

guage Education，2016（ 6） ．

losophy of Mind ［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孙毅

张俊龙． 体验—文化双维框限下的汉英共轭隐喻

索据［J］． 外国语，2017（ 3） ． ‖Sun，Y．，Zhang，J． -L．

2014（ 1） ．
杨

娜． 外语隐喻能力自主发展与学习型词典介入： 路径

An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English Zeugma Motivations

与方法［J］． 外 语 研 究，2018 （ 5 ） ． ‖ Yang，N． The

Within the Scope of Experientialist-cultural Dual Dime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sions［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2017（ 3） ．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Learning

孙毅

张盼莉． 汉英服饰隐喻异同的体验哲学疏议与文

化渊源溯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 1） ．
‖Sun，Y．，Zhang，P． -L．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ul-

Dictionaries： Path and Method［J］． Foreign Languages
Ｒesearch，2018（ 5） ．
诸葛晓初

吴世雄． 从概念隐喻视角解读人物形象［J］．

tural Origi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lothing

外语学刊，2017（ 6） ． ‖Zhuge，X． -C．，Wu，S． -X． A

Metaphor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J］． Journal of

Study on Hes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2016（ 1） ．

taphor［J］． Foreign Language Ｒesearch，2017（ 6） ．

王小平

王 军． 广告话语中动态多模态隐喻的形式表征

研究———聚焦模态调用特征及理据［J］． 外语学刊，

Sun，Y．，Chen，X．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Metaphor Cluster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

2018（ 5） ． ‖Wang，X． -P．，Wang，J． On the Ｒepresen-

nese and American Presidents’Speeches at Universities

tation Forms of Dynamic Multimodal Metaphors in Adver-

［J］． Pragmatics and Society，2018（ 4） ．

tising： Properties of Modal Usage and Motivations［J］．
定稿日期： 2020 － 03 － 17

【责任编辑

王松鹤】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