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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单位简介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简介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分支机构，在中国语言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国内相关高校的支持下，经中国语言学会批准，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成立。首任会长为天津外国语大学田海龙教授，副会长为汪磊教授、梁云

教授、郭龙生研究员、潘海英教授、赵蓉晖教授。秘书长为郭龙生研究员。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旨在整合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资源，推

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目前国内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

汉语学界、外语学界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分散在多个分支领域。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希望打通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团结不同学界

的学者，汇集多种研究方法，促进不同分支学科相互借鉴、不同学者之间相互切磋、

共同进步，促进中国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加强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合

作，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队伍，促进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

社会道德风尚，遵守中国语言学会相关章程，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政策及相关法律、

法规，助力国家语言生活健康发展。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坚持民主办会，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开展和促进社会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学术研究。 

（二）举办两年一次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三）举办一年一次的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 

（四）举办一年一次的中国社会语言学高峰论坛。 

（五）举办社会语言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培训班。 

（六）编辑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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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简介 

江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和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

程高校，前身是 1940 年创建的国立中正大学，是江西省本科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

位于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美誉的江西省省会南昌。 

学校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全国第一批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拥有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

类，设有 23 个专业学院，1 个独立学院，3 个产业学院，76 个本科招生专业，26 个专

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共有本科生近 27400 余人，博硕士研究生 7700 余人。

学校是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

全国“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高校、全国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 

学校拥有 1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化学、

心理学、教育学、中国史、数学、地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体育学、物理学、生物

学)，1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教育博士)，5 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4 个 ESI 全球前 1%学

科（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农业科学），4 个江西省一流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化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3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及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马克思主义

理论进入 A 类学科，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化学进入 B 类学科。 

学校现有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单糖化学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分子筛膜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 个国家淡水鱼加

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1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 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无机膜材料国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网络化支撑软件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

究中心，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鄱阳湖湿地与流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功能有机小分

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水上项目训练监控与干预重点实

验室)，2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 CSSCI 期刊，6 个省“2011 协同创新中心”，

39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重点研究基地)。 

学校校本部共有在编(含人事代理)教职工 27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800 余人，博

士 1000 余人。拥有全职在岗的国家级高端人才 40 余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

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国家级荣誉教师 70 余人，省教学名师等省级荣誉获得

者 3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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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简介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系国立中正大学外语系，创办于 1946 年。解放

后， 先后更名为南昌大学外语系（1949—1953 年）、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1953—

1983 年）和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1985—1993 年），1994 年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 

学院下设英语系、日语系、法语系、俄语系、翻译系、大学外语教研部等教学机

构，其中，英语专业是 2002 年获江西省高校首批品牌专业，是江西省最具知名度的品

牌师范专业之一，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0-2011)中，该专业连续两年评

定为五星专业（重点优势专业），排名居于全国大学专业的前 5%，在 2007 年国家教

育部评估中获得优秀，2008 年被批准为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2013 年被批准为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9 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学院是江西省最早拥有英语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现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教学（英语）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并接受同等学力者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教育部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估中位列 C＋（即位次为前 40%～50%专业），在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编著的《中国研

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2021 年排名为第 44 位（226），较 2020 年上升 2

位，百分位为 18.97%，较 2020 年上升 1.38 个百分点，等级为四星级。 

学院的科研成果和教学业绩硕果累累。近 5 年来，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86 篇、出版学术

专著 13部，译著 21部，同时还编写和出版教材。形成了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培养研究、

计算语言学研究、当代叙事理论前沿问题研究、双语学习与认知发展、翻译学研究创

新、外国语言学研究、马达加斯加国别和区域研究、“探索性实践”在职教师发展路

径研究、基础外语教育研究等诸多科研团队。教育部国别研究中心“马达加斯加研究

中心”挂靠学院。学院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在“江西省高等学校‘外教社

杯’英语教学大赛”中，学院有 6 位教师获特等奖，5 位教师获一等奖；在“全国高校

外语教学大赛”上，学院有一位教师获全国冠军，一位教师获一等奖，两位教师获二

等奖。 

 学院是江西省外语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重视复合人才的培养，特别注重锻炼

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及外语专业等级考试通过率在省内一直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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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茅，在全省举办的各类演讲、辩论和翻译大赛中表现优异。毕业生专业水平高、实

践能力强，获得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就业率稳定在 95%左右。目前，共有在校本科

生 1620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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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直播地址： 

（复制下方链接至浏览器或扫描二维码观看） 
 

https://v.ttv.cn/watch/221225 
 

 
 

开幕式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8：30～8：45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董圣鸿致辞 

李勇忠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会长田海龙致辞 

云端合影 

 

主旨发言 
 

时  间 主  题 发言人 主持人 

8：45～9：15 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新进展 田海龙 方小兵 

9：15～9：45 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政策的话语体系 黄  行 董洪杰 

9：45～10：15 从国家语言能力视角看当前我国语言法治现代化建设 苏金智 刘楚群 

10：15～10：45 体认社会语言学初探 王  寅 钟彩顺 

10：45～11：15 社会治理视角“热词”提取的语言学理据 祝克懿 励松青 

11：15～11：45 社会认知视域下的经验意义观 林正军 谢枝龙 

11：45～12：15 语言意识形态视域下英文拉丁语之争研究 赵永峰 付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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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时  间 专题论坛 腾讯会议号 

14：00～18：30 

1.言语社区与身份建构研究 619-901-720   

2.传媒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 478-237-780  

3.方言研究 613-739-870    

4.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196-614-185   

5.跨文化研究 705-346-498 

6.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629-450-689   

7.社会话语研究 678-205-281 

8.社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645-190-318  

9.社会语用研究 419-449-880  

10.外语服务研究 250-639-990    

11.网络语言研究 926-257-128 

12.文体特征与功能研究 904-604-154 

13.新闻话语研究 670-618-497   

14.语言变异研究 566-740-262 

15.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 161-793-458   

16.语言教育与教学研究 190-285-156  

17.语言景观研究 724-163-406  

18.语言与文化研究 603-904-652 

19.语音与词汇变异研究 557-388-085 

20.政治话语研究 269-94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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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5 星期日（上午） 

直播地址： 

（复制下方链接至浏览器或扫描二维码观看） 
 

https://v.ttv.cn/watch/221225 
 

 

 

主旨发言 

时  间 主  题 发言人 主持人 

8：30～9：00 
语言的国际化与发展共通语的努力 

——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另一种反思 
赵蓉晖 赵  芃 

9：00～9：30 变异社会语言学与城乡语言研究 李素琼 王佳宇 

9：30～10：00 外语中文译写规范的时代价值刍议 郭龙生 兰良平 

闭幕式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10：00～12：00 

专题主持人汇报（每组 5分钟） 

李勇忠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赵永峰教授作会议总结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周富轩致闭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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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专家简介 
（按姓名拼音排序） 

 

 

 

 

郭龙生 教授 
 

 

博士，河北省邯郸市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

员，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任，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秘书长，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用语规范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语

言规划研究、媒体语言研究等。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国家语委科研规划委托项目若干项，出版著作数部，发表

论文数十篇。 
 

 

黄行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从

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曾主持或参与过《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简志丛书》《中国的语言》《中国语言地图集》等

学科代表性成果的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

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侧重粤港澳大湾区多语

资源和语言政策研究。目前社会兼职有，中国民族语言

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家社科

基金语言学组评委、国家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评委、国

家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评审专家、教育部国家普通话审音

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地名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等。 
 

 

李素琼 教授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英国约克大学语言与

语言科学系访问学者。湘潭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

城市语言学会监事委员会监事长。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

语言学语言变异与变化、语言接触。主讲“社会语言

学”“《城市方言——数据搜集与分析”“语言研究方

法”等硕士研究生课程和“英语学术论文写作”“高级

英语”等本科生课程。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人口流动与柯因内化语言问题研究”，主持完成研究

国家留学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共 10 项，在

《山东外语教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湘潭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语言学》《中国语

言战略》《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等期刊发表论

文 20 余篇，出版社会语言学著作一部。 
 



9 

 

 

 

林正军 教授 
 

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凯斯西储大

学认知科学系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中美富布莱特访

问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吉林省首批“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省拔尖创新

人才，吉林省“学科领军”教授。现为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

“师范认证”评审专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外语》《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

语教学理论与实践》、Pragmatics and Society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 9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及省部级

项目多项。 
    

 

 
 

苏金智 教授 
 

博士，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语

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闽南

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澳门语言文化研

究中心顾问。曾任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

（2012～2016）。曾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立法调研和前期起草工作，多次组织国际和全

国性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已发表专著（包括

合著）十多部，主编教材和论文集十多部，在

国内外重要报刊发表论文 150 多篇。成果多次

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

字学》全文转载。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比

较研究”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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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龙 教授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会长、中国

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特聘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合作教授，兼任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编委、系列丛书《南开话语研

究》总主编、辑刊《话语研究论丛》《中国社

会语言学》主编。曾任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

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学

报》常务副主编等职。长期为国内外学术期刊

和出版社匿名审稿，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澳 

大利亚悉尼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审阅博士论文，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审阅

申请欧盟经费的研究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委、教育部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

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评审课题。曾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作研究工作，也曾应邀在芬兰、

波兰、英国、德国、泰国、美国及中国多所大学作学术报告。目前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语

言学、话语研究以及翻译研究领域。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研究课题。在国

内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被广泛引用，成果两次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最近出版著

作包括《社会网络中的话语互动》（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

究》（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译著《语言与全球化》（费尔克劳著，商务印书

馆，2020）、《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合译，布鲁马特著，商务印书馆，2022）。   
 

 
王寅 教授 

 

男，1950 年生，江苏盐城人，国家二级教授，四川外国语

大学资深教授、博导，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重

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兼职副主席，四川大学兼职博导，美国加

州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现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

会会长，中国体认语言学研究会会长。曾数十次出国访学、参

会和讲学。 

主要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语言哲学、英

汉对比、翻译学。共出版著作和教材 50 多部, 发表论文 300 多

篇, 共约 1800 万字，正编辑出版 20 卷《王寅文集》，有十几篇

论文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转载。曾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共有 16 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教育部 1 项，省级 5 项）。主要著作有：《语言哲学研究

（上下卷）》《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构式语法

研究（上下卷）》《体认翻译学》（上下卷）、《英语体认语法》《现代形式逻辑入门》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中西语义理论对比初探》《英语语义学教程》《认知语法概

论》《简明语义学辞典》《论语言符号象似性》《英语词汇认知学习法》《英语词性词义

辨析》《英汉语言区别特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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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蓉晖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   院院长，国家

语委科研基地暨国家语言文字智库“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研究领域为社会语

言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学史，致力于探索语言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关系，近年来重点研究世界语言生活、城市语言社会、

外语学科研究生教育。担任《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政

策与语言教育》《世界语言政策文献》等5套学术丛书主编，主要

学术兼职包括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

分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研究生教育学会理事等。 

 

 

赵永峰 教授 
 

 
文学博士/博士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英语语言文学（英语语言理论与应用方向）博士研究

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重庆市第三批重庆市学术

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四川外国语大学嘉陵优秀人

才、研究生院院长兼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外

文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认知社

会语言学、语用学、政治话语分析和语言哲学。主持

完成多项科研和教学项目，其中包括 1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

Pragmatics and Society 等刊物发表论文 30余篇；获

各类教学科研奖项近 10项，其中 2021年获重庆市教学

成果三等奖。 

 
 
 

祝克懿 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语篇语言学

的教学与研究。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当代修辞学》

主编。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语文学会常务

理事；陈望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

研究院期刊评价特邀专家；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

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兼职研究员、评审专家；专

著、合著、主编著作十八部，发表论文（含合作）

百余篇。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和复旦大学科研项目数项；在研两项。获华东地

区奖项一项、上海市奖项两项、复旦大学奖项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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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摘要 
 

（按姓名拼音排序） 
 

 

 

外语中文译写规范的时代价值刍议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郭龙生     

摘要：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至今已经发布了

13 批外语词汇的规范中文译写方式，但是，在我国的现实社会语言生活中，无论是广

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甚至是在虚拟世界的互联网中，对所发布的具有规范中文译

名的外语词的使用还是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的。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见》（教语用〔2022〕2 号）的发布，文章将对相关文

件精神的学习与贯彻同社会语言生活现实所需相结合，提出应进一步正确认识外语中

文译写规范的时代价值。这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一定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外语词；外语中文译写规范；正确认识；时代价值 
 

 

 

 

 

 

 

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政策的话语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黄行 

摘要：“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语言政策导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民

族地区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和社会的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由于不同

政府部门和不同地区官方语言政策文本的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分歧，致使民族地区现

实语文工作的认知与实践受到一定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讲话关于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的指示，是兼顾我国多民族多语言国情，和

国家通用语言主体性与少数民族语言多样性相辅相成的国家语言政策的整体表述。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地区语言政策；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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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社会语言学与城乡语言研究 

湘潭大学  李素琼 

摘要：本报告首先根据变异理论的定义，指出变异社会语言学（也称语言变异与

变化,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简称 LVC）研究是在城市和农村社区开展的 LVC

调查研究，力求呈现 LVC 研究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和最新研究动态，梳理 LVC 重点关

注城市语言变化的原因。 

过去几十年来，LVC 研究经典案例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地城市，城市人口和背景多

样性使得其语言特别具有活力，青少年是语言变化的主要创新者和推动者。LVC 研究

内容和城市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语言变化和方言快速融合是城市语言的普遍特征, 对

城市和农村社区的语言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是 LVC经典案例通常采用的方法。进入 21世

纪以来，LVC 研究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LVC 研究基本概念“言语

社区”使用变化：由于“言语社区”概念定义存在歧义，以 Peter Trudgill 和 Paul 

Kerswill 为代表的学者近年来主张使用“社区类型”概念来解释不同类型社区的语言

变化；（2）多民族城市接触方言与语言变化：对欧洲城市出现的多民族接触变体的调

查研究是 LVC 在 21 世纪的一项重要创新（Britain 2022），研究成果使人们摆脱了对

大城市语言的成见，强调语言研究需更认真地对待社会和地域流动性的作用；（3）对

历史社会语言学方法的重视：历史社会语言学为更深入地了解语言演变提供了很好的

解决办法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变异社会语言学；城乡语言；方言演变与融合；最新研究动态 
 

 

 

 

 

社会认知视域下的经验意义观 

北京外国语大学  林正军 

摘要：经验从哪来？语言的意义何以发生？经验与意义有何关系？本发言从社会

认知视域探讨语义发生的经验基础以及经验构建的语义理据。认知和功能视角的语言

研究均秉持经验意义观，前者偏重从认知心理、后者偏重从社会文化方面对经验意义

做出解释。认知视角的经验意义观认为意义来源于人与世界互动的体验，经认知加工

识解，形成概念结构，并通过语言表征出来；功能视角的经验意义观则认为经验是人

们通过意义建构出来的，经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源于对语言资源的不同使用。本发言

考辨认知与功能两个视角的经验意义观，阐明认知与功能经验意义观之间的相互关联，

认知经验意义关涉意义的来源，为语义资源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语义资源作为功

能经验意义的库藏为通过意义建构经验提供了可能；语义资源可能会反过来作用于个

体对人与世界互动经验新的识解和概念化，从而产生新的概念结构。 

关键词：社会文化；经验；意义；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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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语言能力视角看当前我国语言法治现代化建设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苏金智 

摘要：语言法治现代化建设是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语言能力获

得、提升的重要保障。中国的语言法治现代化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正在稳步前

进。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文字法治建设还不能适应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其他法律文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语

言文字法治能力还不能满足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发展需求，语言保护还未能纳入现

有语言文字法律体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语言法治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语言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语言法治能力现代化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把语言保

护纳入现有语言文字法律体系，最终达到提升语言法治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国

家语言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法治化；存在问题；任务； 
 
 
 
 
 
 

 

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新进展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田海龙 

 

摘要：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最初认为风格是说者投入注意力的程度直接导

致，之后又认为风格是说者为听众所设计的结果，现在更倾向于认为风格是建构身份

表达立场的风格实践。那么，风格如何在风格实践中产生？变异社会语言学如何阐释

风格产生的过程？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讨论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等风格

产生的方式，讨论指向性、指向秩序、立场、意识形态等理论概念。在此基础上，我

们以“主播说联播”电视节目为例，阐释基于变异社会语言学进行风格实践研究的一

个分析路径。 

关键词：风格实践；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模仿；指向性；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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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社会语言学初探 

四川外国语大学  王寅 

提纲： 

一、关门观之我思 

二、相关术语简析 

1.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2.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3.Embodied-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三、体认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四、体认社会语言学的几点新观 

1.语言成因之新解 

2.认知过程之详析 

3.反思“语言与社会共变”和“语言表明社会身份” 

4.基于“体”和“认”将语义分两大类：社会义和认知义，前者涉及“阶级性” 

5.基于 ECL 的语言新观：语言是生产力；语言是民族凝聚剂；语言是知识储备库；

语言是存在家园，语言具有体认性 

五、结 语 

西哲、马哲、语哲、后现代主义等，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空缺，它们是外语界和汉

语界，国内与国外的语言文学研究生培养中的软肋。我国当下提出的“文史哲打通的

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为我们的科研创新指明了新方向，与多年来所倡导的“跨学

科”思路一脉相承。我们应乘此东风，迅速补上这些知识，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社会语言学具有跨学科性质，应继续沿着“新文科”方向，融入西方哲学（特别

是马哲、后现代哲学），结合中国的社会实情，借助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的最新

成果，将社会语言学事业推向 21 世纪前沿，以能实现“平视世界”“走向世界学术舞

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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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国际化与发展共通语的努力 

——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另一种反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蓉晖 

摘要：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是近年来广为人知的一种观念，它以维护甚至恢复多

语共存的语言生态为己任，采用多种手段对抗语言活力衰减乃至消亡的趋势。但是，

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实中针对语言多样性同时存在着多种观念和相应的行动。报告聚

焦于克服语言障碍的社会行动，讨论语言国际化、人工干预语言发展、创造共通语等

三类社会语言学现象，说明“语言与社会”这对关系中，社会（语言使用者）在是如

何看待和追求语言共性的。希望以此说明，研究者需要真实地观察社会，在社会现实

中把握语言发展的诸多特点。 

关键词：语言多样性；语言国际化；共通语 
 
 

 

 

 

 

语言意识形态视域下英文拉丁语之争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赵永峰 

摘要：自法国哲学家安托万·德·特雷西 1796 年首次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之后，

其意义得到了极大发展，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后期之后，这个术语主要指称重要

的政治“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延展到了语言学研究，强调意识形态与各个民族的

语言观紧密联系，即人们会对特定的语言或者方言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和态度，语言是

民族或者社会身份的体现，表现为语言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本文在语言意识形态视域

下，基于相关语料和史料，考察英语和拉丁语历史上的激励竞争关系，揭示其后的历

史原因：拉丁语从统治地位，逐渐淡出日常交流，慢慢成为学者和科学文献的语言，

最终消沉在书籍文献之中；英语从最初被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所使用，后来逐渐

被认可，走入各个领域，不断挤压拉丁语使用空间，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语言。 

关键词：语言意识形态；价值观；英语；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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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角“热词”提取的语言学理据 

复旦大学中文系  祝克懿 

摘要：全球语言生活治理，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诺曼·费尔克劳

（2021）认为：“治理”指在一个机构或组织内，旨在规范或管理其他社会实践（网

络）的任何活动。而治理语体的功能实现则是通过媒介化将社会实践再情景化的过程。

据此，报告从社会语言生活出发，考察了治理机构或组织依托互联网语境下的现代

语言技术，提取注重时空性，及时反映社会热点事件、推送焦点信息“热词”的言语

行为，归结“热词”提取的媒介化方式及所反映的文本同社会事件、物理世界和人之

间的种种关系，探索社会治理语体功能实现的结构规律。 

关键词：社会治理；治理语体；“热词”；媒介化；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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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言语社区与身份建构研究 

腾讯会议 ID：  619-901-720 

主 持 人： 尹铂淳   长沙学院 

志 愿 者：黄月艳 电话：13065156803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东北大学 冯展祥 
基于媒体话语对比的中国国家形象语料库研

究 

2 陕西师范大学 李田心 
大数据视角下的方言认同的因果评估 Causal 

assessment of dialect ident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3 青岛大学 宋丽宸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气候外交形象研究

（2006-2021）——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

析 

4 中山大学 谭晓珊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action between 

Sisters : A Case Study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5 郑州大学 唐锦萍 企业社会身份认同建构的批评隐喻研究 

6 湖南大学 王    捷 

店铺名称与招牌中回族社区群体对社会身份

的建构——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民族

美食街为例 

7 大连外国语大学 谢广平 
基于自建北京冬奥会语料库的中国国家身份

建构对比研究 

8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    萌 
多语背景下语言与身份探究——评《欧洲语

言与身份——多语城市及公民》 

9 长沙学院 
阮姝媛 

尹铂淳 
加强平民英雄媒介叙事 

10 清华大学 刘    晴 
Repetition as a Stylized Identity Marker in 

Online Group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11 爱丁堡大学 王志威 
“中国人在线”——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中国国

族认同的话语（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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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传媒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 

腾讯会议 ID：478-237-780 

主 持 人：郑群 中国科学院大学 

志 愿 者：喻子欣 电话： 13879107182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山东大学 覃    孟 
主持人语用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类型中美对

比分析 ——以儿童访谈类节目为例 

2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大学 

 

江    昊

罗    娜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中的社会变迁—

—基于主题词及其搭配研究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姜雨欣 

郑    群 

中文会话幽默中的权势双重性研究——以综

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为例 

4 
江苏开放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孙雪羽 

汪少华 

中国军人形象的多模态隐喻与架构解析——

以中国 2015-2020 征兵宣传片为例 

5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王    纯 脱口秀表演中的话语节奏停顿现象研究 

6 中央民族大学 杨    颖 传媒领域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调查脉络 

7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雅楠 
Stance and identity in esports discours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8 宁夏大学文学院 董守轩 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公益广告语研究 

9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曹靓帆 

A Study of Multimodal Metaphoric Gestures in 

TED Tal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etaphor 

10 重庆大学 刘千寻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网络主流媒体的舆情应

对策略：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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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方言研究 

腾讯会议 ID：613-739-870     

主 持 人：邵燕梅    山东师范大学 

志 愿 者：刘嘉薇 电话： 18479718190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北京语言大学 黄    灿 商城方言体助词“带”“赖”“倒” 

2 宜春学院 梅之星 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综述 

3 北京理工大学 潘映辛 丽水方言中的特殊构式“VV+C” 

4 山东师范大学 邵燕梅 论地域方言的社会性和社会方言的地域性 

5 北京外国语大学 汪    璇 
安徽绩溪青年群体方言-普通话语码转换宏

观模式研究 

6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王鹏翔 

盛    林

刘一梦 

大学生对晋方言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 

7 中央民族大学 吴    青 黎城方言尖团音的变异表现及分析 

8 吉首大学 杨晨雨 陵川县崇文镇新老派方言词汇使用状况分析 

9 中央民族大学 曾雪雨 
清西陵北京官话方言岛影疑母一二等字鼻音

声母源流初探 

10 湘潭大学 崔    蕾 
语言接触与新方言的形成——以益阳浮邱山

三峡移民“万浮话”为例 

11 湖南师范大学 李思洁 双峰方言评价话语标记“正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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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腾讯会议 ID：196-614-185 

主 持 人：王珊     澳门大学 

志 愿 者：邓晶晶 电话：17775978725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陕西师范大学 韩雅欣 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的条件与特点 

2 
中央民族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江裕婷

代轲帆 
汉语“晚”义词的共时与历时考察 

3 吉首大学 赖    娟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副＋名”接受度研究 

4 澳门大学 
王    珊

周    洁 
语言变体和语料规模对情态动词使用的影响 

5 西南财经大学 辛    玥 “太 adj 了吧”的语义韵及社会语言学研究 

6 西南大学 杨俊俊 
再议“关系小句”——基于弗雷格语言哲学

思想 

7 四川外国语大学 
张    俊

龚    喜 

现代汉语高频反义词对语义演变的对称性研

究 

8 中央民族大学 崔    洁 
内蒙古晋语程度范畴表达及变异——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9 上海师范大学 范玉媛 现代汉语副词“稍”和“较”的对比探析 

10 辽宁师范大学 牛天志 现代汉语“应 X 尽X”构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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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跨文化研究 

腾讯会议 ID：705-346-498 

主 持 人：李芳媛       豫章师范学院 

志 愿 者：卢丹丹      电话：18279237797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贵州大学 陈    茁 
黔地译史：民国时期《文讯》月刊中翻译作

品及译论文章的相关考察 

2 贵州大学 肖    红 中日“灰姑娘”型故事比较考察 

3 吉林大学 任    畅 浅谈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的文化传播 

4 贵州大学 冯    叶 
日本学人中国西南民族学调查举隅及研究成

果拾遗 

5 贵州大学 蔡岚妍 
鲁迅《阿 Q 正传》在日本：译本调查与读

者评论 

6 贵州大学 付    瑜 西藏民间故事在日本：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7 贵州大学 高    芳 
漫画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在日本

的译介效果研究 

8 湖南师范大学 吕    可 
社会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交叉视野下北京冬奥

会吉祥物名称翻译问题研究 

9 山东师范大学 张立庆 
基于社会语言学“立场”概念的中央文献标

题欠额翻译研究 

10 贵州大学 周智威 
苗族民间故事《灯花》在日本的绘本创作与

读者接受 

11 豫章师范学院 李芳媛 
中国古典山水诗意象阐释及生态思想世界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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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腾讯会议 ID：629-450-689 

主 持 人：王晓冬    东北农业大学 

志 愿 者：黄义情  电话：14770859173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福建工程学院 李    静 认知判断中非理智因素影响的合理性探究 

2 西安工业大学 李秀芳 
新疆生态话语语篇中的多模态隐喻——认知

叙事研究视角 

3 北京语言大学 杨雅琴 
主观性构式“有被 x 到”的承继性与背离性

研究 

4 湖北大学 赵    球 
现代汉语“X不说，还 Y”的构式义及形成

理据 

5 贵州财经大学 周    敏 构式语法视角下流行语“一整个X”探究 

6 上海师范大学 周    影 主观化视域下“准”与“没准”的对比研究 

7 上海交通大学 黄    怡 
表否定评价的习语构式“也就这/那样” 

——从行、知、言三域考察 

8 东北农业大学 
孟莎莎

王晓冬 

认知语用视域下中国企业宣传片中的英汉语

码转换研究 

9 烟台南山学院 杨国强 
关于亲属称呼语“大姐”和“お姉さん”的

认知对比研究 

10 云南民族大学 文宁茹 认知视角下的傣语民间植物分类 

11 辽宁师范大学 杨    晨 概念隐喻视角下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研究 

12 山东大学 陆曦可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O. Henry and Lu Xun’s Short 

Stories—A Case Study of Human Being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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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组：社会话语研究 

腾讯会议 ID：678-205-281 

主 持 人：王雅琪 复旦大学 

志 愿 者：刘燕  电话：15779174663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上海师范大学 蔡文瑄 夫妻间冲突性话语正面效应的实现机制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陈思伊 夫妻互动语言中的冲突与结盟 

3 天津外国语大学 
兰    爽 

 

及物性视角下社会问题中话语权力关系的回

环平衡与失衡状态研究 

4 江苏大学文学院 刘冬雪 销售洽谈情境下的人际关系互动研究 

5 四川大学 斯彦鑫 
交际互动视角下“谢谢”隐性否定用法的功

能与机制 

6 复旦大学 王雅琪 
中国手语会话中的句末重复形式及其互动功

能 

7 中央民族大学 杨    倩 
汉中普通话的应答语“好/对着的”与“好/

对着来” 

8 北京师范大学 周    亘 
何以言“疫”：语言元功能视角下的后疫情

时代话语研究 

9 广州新华学院 
冯悦勋

郑秋晨 
东莞制造类企业命名状况考察 

10 北京语言大学 张以琳 山西沁源招呼语使用状况考察 

11 郑州大学 贾路路 当代性别流行语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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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组：社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腾讯会议 ID：645-190-318  

主 持 人：袁华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邵玉玲  电话：18296817656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中央财经大学 任国征 中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的国际话语权范式 

2 汕头大学 付义荣 试论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构 

3 新疆师范大学 何瑾瑜 

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语言学立项课题的热点分

析和发展趋势研究——基于 2017—2021 年

数据 

4 江西师范大学 刘楚群 
老年人口语名词产出丰富性的衰老关联度研

究 

5 中央民族大学 单    莹 
语言功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功能

论纲》述评 

6 华中师范大学 王佳宇 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语言观的演变和新发展 

7 上海师范大学 杨佳伲 “X文学”的非规约性考察 

8 新疆师范大学 张    乐 

南疆地区农牧民夜校国家通用语学习现状调

查――以喀什地区莎车县喀群乡托万喀拉央

塔克村为例 

塔克村为例 

 

9 

岭南师范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人

和镇第一小学 

陈李茂

陈松莹 

航空港毗邻村落原住民语言生活研究――以

广州白云东华村为例 

10 英国爱丁堡大学 许    双 线上英语语法超语实践的多模态人种志研究 

 
 



26 

 

第九组：社会语用研究 

腾讯会议 ID：419-449-880  

主 持 人：伊志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张若曦     电话：15180301009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东北大学 董思思 亲子冲突话语中儿童不礼貌回应方式研究 

2 南华大学 马晓骁 
言语幽默中语用预设研究——以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及其汉译本为例 

3 北京语言大学 何    茹 店铺通名及“业名+通名”组合差异研究 

4 兰州大学 况雨桐 成都市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5 佳木斯大学 贾秀春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汉族人名的模因分析 

6 
南昌应用技术师

范学院 
李龙胜 

第二人称指向的批评性话语标记语用规则分

析——以“不是我说你”“你也是”“你看

你”“你倒好”为例 

7 广西大学 何玉荣 话语标记“管他呢”多角度考察 

8 上海师范大学 刘    超 认同标记“对了”的表达功用及其演化历程 

9 重庆三峡学院 张    帆 浅析模因视角下的“逆行者” 

10 佳木斯大学 周家得 
“德云社相声”夸张辞格运用的多维视角研

究 

11 青岛大学 马天韵 
基于礼貌原则视角中韩线上医疗咨询话语分

析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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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组：外语服务研究 

腾讯会议 ID：250-639-990                                                                    

主 持 人：杨正军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谢乐彤   电话：17770563699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 

梁砾文 

赵蓉晖 
新中国民航领域语言治理的历程 

2 云南大学 陆振瑶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in a Zhuang 

Village in the China-and-Vietnam Borderland 

3 大连外国语大学 
柴宜林 

张逸宁 
韩国英语教育政策的问题与思考 

4 云南民族大学 邓博阳 语言冲突视角下泰国的马来语政策 

5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葛欣然 

张心怡 
蒙古国英语教育政策研究 

6 重庆师范大学 景娜娜 语言规划视角下的斯里兰卡中文教育 

7 广西大学 孙    瑞 
国家需求层次理论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嬗变 

——以湄公河五国为例 

8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张    琛

赵蓉晖

黄    嫣 

The framework and features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global constitutional texts 

9 河北师范大学 张京涛 
外语教育政策中的循证政策运用：以欧盟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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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组：网络语言研究 

腾讯会议 ID：926-257-128 

主 持 人：白黎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张永怡  电话：15879121370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浙江财经大学 刘春燕 
关于网络文字交流语言赘余及夸张现象的思

考 

2 南开大学 康    璇 浅析网络语言中的“萌化”现象 

3 中国人民大学 郭璟烨 

Code Switching and Stance Taking of Foreign 

Influencer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Xinjiang-related Vlogs of Foreign Vloggers 

living in China on Bilibili 

4 武汉理工大学 黄雯希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缩略语研究 

5 福建师范大学 林    玥 
浅析网络语言中的“Adj+虚词/停顿+NP”

结构 

6 武汉大学 邱哲文 
言语社区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治理——以游戏

社区的网名治理为例 

7 南京农业大学 

田学军 

王兰香 

田博雅 

网络语言生成及其传播机制研究—以土味情

话为例 

8 西北大学 张    佳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成因及

英译策略探析 

9 西北民族大学 张婧珮 互动视角下网络流行构式“一整个X”探析 

10 山东大学 张玉莲 指称性网络字母词的模因传播透视 

11 南京师范大学 马佳帅 

试论当代网络用语生成及流变的修辞路径 

——以“哔哩哔哩”视频平台萌宠区标题、

评论及弹幕语言为例 

12 武汉大学 石钰莹 
The Pragmatic Exploration of “Ke Wu (可

恶)” in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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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组：文体特征与功能研究 

腾讯会议 ID：904-604-154 

主 持 人：杨向梅    中国海洋大学 

志 愿 者：周慧琴  电话：17779036020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广东财经大学 尹环 
评价理论视角下影评的态度资源分析——以

《长津湖》影评为例 

2 四川师范大学 毛莹岚 
语用预设下“反向凡尔赛文学”话语幽默分

析 

3 江南大学 蔡若琳 中外食品期刊英文摘要中介入资源对比研究 

4 西北工业大学 
黄思铭 

宋美盈 

中外英文论文摘要的语步及主位推进模式使

用对比分析——以航空航天专业为例 

5 武汉大学 王佳 
A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of Letter to 

Shareholders in Annual Reports by Chinese and 

US corporations 

6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江苏理工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 

杨向梅 

徐亚妮

杨连瑞

张    涛 

慈善机构话语的趋近化研究——以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年度报告为例 

7 云南民族大学 杨晓旭 
权力话语视角下《巴比特》中的女性形象解

读 

8 北华大学 姚雪琴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电影《末代皇帝》中称呼

语的选择及语用功能分析 

9 华中科技大学 张梦媛 
A Proliferation or Decline of Violence: Corpus-

based Approach on Brief History of Violence 

10 山东大学 王亚坤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隔代养育话语的变迁及

建构——基于《父母必读》杂志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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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组：新闻话语研究 

腾讯会议 ID：670-618-497 

主 持 人：钟彩顺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李珍  电话：13698060685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天津财经大学 
李凤杰

田    媛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praisal Theory: Based on 

COVID-19 External Publicity News from China 

Daily 

2 黑龙江大学 
黄    萍

邢丽华 
新闻热线会话打断现象的年龄差异研究 

3 江西财经大学 欧阳磊 
评价理论视角下中国主流媒体对“佩洛西窜

台”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4 北京邮电大学 
孙    旭 

孙雁雁 
及物性视角下中瓦新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 

5 重庆交通大学 唐邓玲 中加媒体报道中老年人形象的话语建构 

6 郑州大学 王    月 
批评隐喻视域下新闻媒体话语与国家形象构

建——以 BBC 涉华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7 重庆大学 杨玉蓉 
《纽约时报》中北京冬奥会新闻话语的去自

然化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8 兰州大学 张    琪 

Framing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on 

Disasters and Crisis: A Case Study of China 

Daily’s Coverage of Extreme Heatwaves in 

2022 

9 江西师范大学 钟彩顺 论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的外输型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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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组：语言变异研究 

腾讯会议 ID：566-740-262  

主 持 人：董洪杰    西安文理学院 

志 愿 者：丁雨翾  电话：13397906835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辽宁大学 罗    娜 2021 十大网络流行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2 
西安文理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董洪杰

冯红梅 

城市文本改写与社会治理的历时实践：以西

安道路更名为例 

3 
澳门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陈    凌

叶横明 

新冠疫情词汇熟悉度的调查分析——以广东

高校大学生为例 

4 暨南大学 李    权 
“国、古、方、外”——论早期华语形成及

初步发展的四个视角 

5 昆明理工大 覃丽赢 
语言变异的社会隐喻——以独龙语的语言变

体为例 

6 中央民族大学 张羽裳 

城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思考及个案分析——

以禄劝县城区新老社区彝族语言使用差异为

例 

7 陕西理工大学 史冬梅 青海回族托茂人语言适应研究 

8 新疆师范大学 张立博 从圈层型汉维语言接触模式看圈层规律 

9 深圳平冈中学 李胜云 英语的中国化——中国英语还是中式英语 

10 天津商业大学 赵    芃 
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流动——社会语言学研

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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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组：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 

腾讯会议 ID：161-793-458  

主 持 人： 蒋向勇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符紫芯  电话：1877912909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中央民族大学、

湖南省语言文字

培训测试中心 

崔安慧

冯传书 

语言服务视域下语言博物馆资源开发应用 

探究 

2 陕西师范大学 
赖健玲

李    琼 

基于语言治理的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语言服务研究：以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

例 

3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李木子 
基于语料库的灾害应急简明汉语简化标准 

研究 

4 浙江大学 杨城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5 上海师范大学 
陈雅清

倪    兰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the Deaf families with hearing 

children in China 中国 CODA 家庭的语言规

划 

6 中国传媒大学 杜    雯 
语言规划视域下的拉丁美洲印第安语保护研

究 

7 南京大学 方小兵 
从话语分析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

语转向 

8 

 

徐州工程学院 
 

蒋义铮 

“国语运动”背景下的地方语言规划困境 

——以新发现材料《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

字变读比较》为例 

9 西华大学 蒋    悦 
国家通用语言资本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

理论依据与策略建议 

10 

国际中文教育实

践与研究基地

（北京语言大学 

邵    磊 从语言安全的角度看朝鲜语的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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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组：语言教育与教学研究 

腾讯会议 ID：190-285-156   

主 持 人：兰良平  浙江师范大学 

志 愿 者：罗君子   电话：18879197358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湖北大学 简仲骏 
泰国初级学生动态助词“着”习得偏误分析

及教学对策研究——以公立致中学校为例 

2 云南大学 罗梦怡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earning 

Vietnamese in Yunnan 

3 郑州大学 马阅辉 
基于 TECCL 和 NESSIE 语料库的英语学习

者因果连词使用对比分析 

4 浙江师范大学 
汪    婷

兰良平 
课堂语言社会化研究：理论、方法和内容 

5 北京师范大学 王佩佳 
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中不同类型知识点的

例句模态使用研究 

6 重庆师范大学 邬峰高 
论中阿跨语言交际中歧解的求证与澄清——

兼谈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7 华南师范大学 吴小妹 
高考英语“读后续写”的文本情感——以

2022 年新高考全国 1 卷为例 

8 浙江师范大学 
余     萍 

兰良平 

课堂互动和学习之间关系研究：会话分析的

视角 

9 
江苏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张文捷 

从文盲现象论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

力”的必要性——兼论如何破解“汉语难

学”的问题 

10 山东大学 张晓岚 
英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语言研究——对小学

五、六年级英语教材的个案研究 

11 岭南大学 陶弘毅 

Unpacking the impacts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fer in 'English Numbers': How do L2 

English students from China identify 'English 

numbers'? 

12 浙江师范大学 兰良平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交叉融合中的核心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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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组：语言景观研究 

腾讯会议 ID：724-163-406  

主 持 人：张汨       江西师范大学 

志 愿 者：卢澄露   电话：15579153420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柴    婷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城市语言景观的层

级跨越研究 

2 宁波大学 曹慧枝 高校语言景观调查研究——以宁波大学为例 

3 中央民族大学 陈茉莉 泰国语言景观研究特征及相关问题探析 

4 北京师范大学 何佳佩 
改革开放策源地——小平小道陈列馆语言 

景观调查研究 

5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康锐江 
语言景观视域下内蒙古地区楼盘命名现状 

分析 

6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    帅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 analysis 

of Local specialty restaurants 

7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陈欣 
语言景观的时间维度——基于中国地方博物

馆的田野调查 

8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徐    范 

孙慧莉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语言景观研究——以红城

镇为例 

9 北京语言大学 赵    婕 兰州市大学城商圈语言景观研究 

10 上海师范大学 周文豪 吉安市城镇商业街语言景观对比研究 

11 爱丁堡大学 马超君 
Linguistic landscaping in Huaihai street: 

commodified language, imagined community, 

and symbolic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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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组：语言与文化研究 

腾讯会议 ID：603-904-652 

主 持 人：励松青       西交利物浦大学  

志 愿 者：戴鑫丽  电话：18000211492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阜阳师范大学 董紫薇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网店名称的特征性分析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肖佳丽 
“四灵”的原始构形理据中蕴含的历史文化

信息 

3 赣南师范大学 吴家敏 “姨姨亲亲”——人宠间的拟亲属关系研究 

4 韩山师范学院 汤    燕 
从自然村落名看地域历史文化——潮汕钱坑

镇村落名考察 

5 上海交通大学 凌德祥 基于“大道”的《黄帝内经》术语体系研究 

6 长安大学 芶    佳 
伦理机变的语用论辩研究——以“江歌案”

为例 

7 华东师范大学 樊小玲 
连贯、断裂与重构：现代性背景下青年的自

我指称与身份认同 

8 西交利物浦大学 励松青 
Chronotopes, authentic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Fujialu 

village in China 

9 湖南师范大学 闫文静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山东栖霞民歌的语言特

点 

10 

中国范仲淹研究

会、六盘水师范

学院、华北电力

大学 

张俊英

黄丽辉 
汉字与古代战争文化 

11 中山大学 张筱翊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对女性主导行业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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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组：语音与词汇变异研究 

腾讯会议 ID：557-388-085  

主 持 人：程亚恒  九江学院 

志 愿 者：龚倩 电话： 18279473949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中央民族大学 蔡梦月 
移民历史的“活化石”—云南陆良话与江淮

官话的语音对应 

2 九江学院 程亚恒 单音化：现代汉语新单音词产生的一条途径 

3 吉首大学 胡健贞 近三年新词新语探微 

4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胡    萍

彭建国 
湖南新宁瑶族“峒话”声化韵变异研究 

5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    楠 
方言音系中普通话接触变异的类型与机制研

究 

6 澳门大学 张哲琦 澳门粤语人称代词声母变异研究 

7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郑仲桦 锡伯语鼻化元音音变研究 

8 新疆师范大学 宋箴颜 宋辽时期汉语借词在西域的使用 

9 中央民族大学 王博翔 北京话特色词汇在当地年轻人中的使用状况 

10 福建师范大学 薛诗艺 从“菠萝”称谓看两岸文化同源性 

 



37 

 

第二十组：政治话语研究 

腾讯会议 ID：269-946-135  

主 持 人：张曦凤    江西财经大学 

志 愿 者：严婷婷 电话： 18720060812 
 

序号 单位 作者 题目 

1 大连外国语大学 刘兆浩 
界面研究视域下对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政治学

之间关系的思考 

2 澳门科技大学 黄云鹤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政治转向 

3 大连理工大学 崔向琴 
政治话语中“（老）百姓”的形象转变研究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4 齐齐哈尔大学 马    冬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形象在政治话语中

的构建——以《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

事业》白皮书为例 

5 西北师范大学 李    晨 抗疫漫画的多模态认知批评话语分析 

6 重庆大学 
蒋    婷 

范博睿 

态度系统视域下人民调解话语中的人际和谐

研究——以重庆市壁山区消协调解为例 

7 重庆大学 
蒋    婷

蒋    言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人民调解员话语的多声

介入分析 

8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晞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主题词研究 

9 
广东省佛山市 

三水区实验中学 
徐善标 

美国历任总统就职演讲文本对比量化研究 

——基于 coh-metrix3.0 的统计分析 

10 江西财经大学 
张曦凤

张家威 

语料库辅助的中国外交发言的国际生态话语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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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发言摘要 

 

（按姓名拼音排序） 
 
 

 

鲁迅《阿 Q 正传》在日本：译本调查与读者评论 

贵州大学  蔡岚妍 

摘  要：本文聚焦《阿 Q 正传》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以日本亚马逊和読書メー

ター为数据库，收集整理了《阿 Q 正传》的日译本种类与普通读者评论情况。研究表

明《阿 Q 正传》有文本书籍版、漫画版和朗读版，还有《阿 Q 正传》与鲁迅其他作品

合编版本和其他作家作品合编的版本。从读者评论上看，亚马逊上评论数量最多的是

井上红梅的《阿 Q 正伝》，読書メーター上是竹内好的《阿 Q 正伝•狂人日記 他十二

篇 呐喊》；从星级评价来看版本中漫画版的好评较多，评分较高；从译者来看井上红

梅、竹内好和藤井省三的译本评分较高，增田涉译本的差评较多；从评论内容而言涉

及对译者的评价、对书本内容评价以及结合现实间问题和对鲁迅及鲁迅其他作品的评

价。通过理清鲁迅《阿 Q 正传》在日本的译本情况以及读者评价效果，能够进一步把

握鲁迅作品在日本现当代的译介与接受实况，深化中国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与接受研

究。 

关键词：鲁迅；《阿 Q 正传》；日译本；读者接受 

 

 
 

移民历史的“活化石” 

——云南陆良话与江淮官话的语音对应 
 

中央民族大学  蔡梦月 

 

摘  要：拉波夫根据“均变性原则(the Uniformita rian Principle)”提出“用现在解

释过去”的观点，即用现实世界中的证据去证实和再现过去的语言现象。云南汉语方

言的形成与移民历史密不可分，明初大规模军屯移民使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土著民族，

形成了以坝子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汉语方言。陆良是云贵高原第一大平坝，地理环

境相对闭塞，语音变化缓慢，“活化石”一般镌刻着汉族入滇的历史印记和方言形成

的源语言特征。文章以江淮官话分区标准的六条语音特点与陆良话逐一比较：（1）至

今保留入声调；（2）[ən][əŋ] 不分、[in] [iŋ]不分；（3）部分[n][l]不分；（4）不分尖

团；（5）大部分方言端系合口字今读洪音时失去介音；（6）古开口见系二等字大多

存在文白异读。通过历史文献和语音特点相互印证，得出初步结论：明洪武年间的入

滇移民主要来源于南京、安徽一带，陆良话形成的基础方言是今江淮官话，声母、韵

母、声调与洪巢片、黄孝片具有一致性，证明陆良话与江淮官话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

渊源。 

关键词：移民史；陆良话；江淮官话；语音对应 
 

 



39 

 

中外食品期刊英文摘要中介入资源对比研究 

江南大学  蔡若琳 

  

摘  要：介入资源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学术体裁中，因其独特的人际功能而备受学

者的关注。基于评价理论介入系统，本文采用语料库方法，对比分析中外食品期刊英

文摘要中介入资源的总体分布和使用差异。结果发现，中外期刊英文摘要中介入资源

分布情况在结构具有相似性，多声资源在两类语料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单声资源，表

明中外作者扩展对话协商空间以此提高摘要的互动性。在多声资源的子类型使用上，

中外期刊在支持、宣告、引发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在否定、反预期、赞同、中性引

述及疏远性引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异同可从学科特点、思维方式和学术传统三

方面得到解释。本研究有助于中国食品学者了解摘要中介入资源的人际互动意义，以

期为其撰写英文摘要提供实践启示。  

关键词：英文摘要；介入资源；语料库；对比分析 

 

夫妻间冲突性话语正面效应的实现机制 

上海师范大学 蔡文瑄 

摘  要：冲突性话语普遍具有负面效应，但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存在正面效应。

本文聚焦夫妻间冲突性话语的引发与消解过程，考察夫妻间冲突性话语实现不同效应

的影响因素，从话语冲突的结束方式入手，采用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 SPSS 数据分析探讨话语冲突结束方式的互动性、事件诱因的时效性与夫妻二人

在冲突时达成的立场异同三个要素对效应实现的影响。话语冲突的效应实现与互动性

的强弱呈负相关，与事件诱因的时效性及立场趋同或存异呈正相关，其中，与立场认

同度联系最为紧密，事件诱因与互动性次之。 

关键词：冲突性话语；会话分析；夫妻关系；立场 
 
 

高校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以宁波大学为例 
 

宁波大学  曹慧枝 

 

摘  要：近年来，语言景观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社会语言学的热门议题之

一，但国内对于高校语言景观的研究不多。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

宁波大学语言景观的数据资料，运用 Grice 的合作原则作为理论指导，搭建本文语言

景观的理论框架，分析该校公共语言标牌的使用情况。宁波大学的中英文语码组合比

例最大，纯中文语码组合居于第二，其中书法式金色繁体字的模式居多；该校语言景

观基本满足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但少部分标牌缺少英文注释，以及翻译不规范等问

题。本文可进一步改善宁波大学的语言景观，丰富国内高校语言景观的研究。 

关键词：语言景观；调查研究；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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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ultimodal Metaphoric Gestures in TED Tal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etaphor 
 

Jiangnan University  Liangfan CAO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marks that mankin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Media symbols such as voice, image and animation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multimodality are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study of multimodal metaphor has broken through language forms and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modes, such as images, sounds and gestures. Gestur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metaphorical gestures mainly relies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mainly focusing on internal cognitive 

analysis, and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multimodal metaphor theory and the ecological metaphor theory,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select 

30 TED speech videos, build a corpus, and use the video analysis software ELAN 6.4 to classify 

and annotate metaphorical gestur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modal 

distribution types, frequ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sture metaphors in the self built TED 

speech video corpus? (2) What is the semantic pattern and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gesture 

metaphor in the self built TED speech video corpus? (3) How does the meaning of gesture 

metaphor emerge in the self built TED speech video corpu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ole of 

dynamic environment in the use of metaphor deserves attention. Ecological metaphor theory is 

applicable to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gesture metaphor, which helps to expand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metaphor research and supplement metaphor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is interactive and instantaneous. Metaphor is a dynamic behavior, not a 

static thinking.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aphor; Ecological metaphor; Gestures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城市语言景观的层级跨越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柴婷 

摘要：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语言在实际中的应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城市语

言景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层级性出发对城市语言景观的现

状进行分析。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分析其语言景观是否能够实现层级跨越。研究发

现该市语言景观的语言资源在层级跨域方面效果不够明显，而其文化资源则在塑造有

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形象，促进拥有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走向世界方面起到助推器的

作用，层级跨越效果显著。这种矛盾状态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自身本土化和全球

化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语言景观；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层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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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英语教育政策的问题与思考 

大连外国语大学 柴宜林、张逸宁 

摘  要：韩国英语教育政策是韩国英语语言政策的主要内容，体现了韩国政府提

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需要。现有研究多关注某项具体政策，或英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变

革，较少对韩国英语教育政策的现存挑战及未来展望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首

先从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改革措施入手，对韩国教育政策的七次课程改革进行回

顾，随后从教材内容、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教育资源四个维度总结目前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中国英语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促进中国英语教育的

发展。 

关键词：韩国；教育政策；挑战；展望 

 

 

 

航空港毗邻村落原住民语言生活研究 

――以广州白云东华村为例 
 

岭南师范学院 陈李茂，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一小学 陈松莹 
 

摘  要：首先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毗邻东华村本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

访谈、数据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然后，基于第一手材料，调查分析了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和使用习惯是影响当地语言使用状况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家庭语言使用状

况、使用态度和使用趋势三个方面来探讨广州白云东华村原住民语言生活。最后，研

究发现，毗邻村原住民的家庭语言生活短期内具有稳固性。在原住民心中的语言影响

力是影响言语社区稳固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会反过来对言语社区的形成和维持产

生作用。 

关键词：航空港；语言生活；家庭语言；村落；言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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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词汇熟悉度的调查分析 

            ----以广东高校大学生为例 

 

澳门科技大学  陈凌，中山大学 叶横明 
 

摘  要：本文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东省高校大学生对新冠疫情相关词汇的熟悉

度进行调研，从性别、专业、年级三个方面调研其新冠疫情相关词汇的熟悉度差异。

通过社会语用学、语言传播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从性别差异来看男生更关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这一类的专有名词；从专业类别来看，医学专业学

生更加关注：“疫病名称，病例症状，器具名称，医学名词”等这几类词汇；从不同

年级来看，“病理症状”这类词汇对于不同年级有显著差异，同时大一的学生显著低

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从性别意识中的社会性别意识角度分析了男生更加关注“专有

名词”的原因。从社会背景和社会认同的角度分析了医学专业的学生更加关注新冠疫

情专业类词汇的原因。从认知角度分析了大一新生对于“病理症状”这类词汇认知低

于大二、大三学生的原因。并用“知识沟”假说解释了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和不同专

业对新冠疫情相关词汇关注度无差异的原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受传者的差异性

影响了传播效果。 

通过新冠疫情词汇熟悉度的分析，旨在加强大学生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加强应急

语言语料库建设，以及对后疫情时代词汇留存的思考。 

关键词：熟悉度；社会语用；语言传播 
 

 

 

 

泰国语言景观研究特征及相关问题探析 

 

中央民族大学 陈茉莉 

 

摘  要：近几十年来，泰国语言景观研究发展显著，本文从研究主题、研究理论

体系两大方面，对其主要特征进行总结、归纳，并与西方语言景观进行异同点比较，

针对泰国语言景观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泰国语言景观；研究现状；西方语言景观；对比研究；不足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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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互动语言中的冲突与结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陈思伊 

摘  要：语言中的立场站位是社会语言学、互动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家庭矛盾

是我国当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夫妻互动语境。在这类互动中，语言中所体现的立场与站

位、互动主体之间结盟倾向成为影响对话的发展、影响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基

于人称代词的活用规则和戈夫曼关于立足点的立场理论，阐释了人称代词与转述方式

同立场站位的关系，并对电视剧《小舍得》中多段会话语料进行案例分析，说明了夫

妻互动时在语言上维持夫妻二人结盟性，会对缓解夫妻之间言语冲突、调节夫妻关系

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夫妻互动；立场；结盟；冲突；人称代词；转述方式；立足点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the Deaf 

families with hearing children in Chin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Yaqing CHEN, Lan NI  

Abstract: Kids/Children of Deaf adults (K/Codas) grow up in two cultures with two 

languages, but they are often not perceived as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examples. So fa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of K/Codas, as well as to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FLP) employed in these Deaf-parented families in China. The current 

research analyses data collected from observations of 4 Koda famili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6 Deaf parents and 8 Codas. The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held by 

different members within the families remain the focus of the analy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LP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Deaf parents’ language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al and socio-political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Deaf parents’ inability of spoken language inevitably resulted in passive or 

laissez-faire family language management. As an unusual bimodal bilingual group, K/Codas 

are more often caught in language dilemmas and their language needs are often neglected, 

leading to unexpected challenges in their language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more support 

from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K/Codas.  

Key words: Kids/Children of Deaf Adult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management; language practic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eUCKVGRx0le155Z6NuKVz9kmCUXLcyYVzKhiWS_y4bvNdNCS0k1ZE_b0gWiBq8Gl&wd=&eqid=e6c22dc300001b17000000056399cd37


44 

 

黔地译史：民国时期《文讯》月刊中 

翻译作品及译论文章的相关考察 
 

贵州大学 陈茁 

 

摘  要：《文讯》月刊作为民国时期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刊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产

生过重要影响。本文以《文讯》月刊为研究对象，筛选出其中的翻译作品和译论文章

进行分析与考察。结果显示，翻译作品主要来源于欧美各国和前苏联，其形式丰富多

样；译者、译论文作者则来自全国各地，身份多样，其中，与贵州相关的人士不在少

数，且还有诸多左翼进步人士。《文讯》月刊发表的翻译作品及译论文章体现出当时

学者们的优秀翻译素质与理论研究水平，对于推动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讯》月刊；翻译作品；译论文章 
 

 

单音化：现代汉语新单音词产生的一条途径 

九江学院  程亚恒 

摘  要：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单音词占据了一定的比例。现代汉语的单音词包

括特种单音词和一般单音词两大类。这两大类单音词最主要的来源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沿用古代汉语常用词的一些单音词，这类单音词在上古或中古汉语中就已

经极其常用了，它们在汉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极强的稳定性，如“马”

“羊”“头”“治医治”“爱”“杯量词”“大”等；另一种是一些被赋予新意、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处于尘封状态的旧字形的单音词，这类单音词大多因其字形比

较独特而被网友据形赋意，因此也被称为“旧瓶装新酒”，或者被称为“起死回生”

的字（张巨龄 2015），如“烎”“囧”“槑”“兲”等；第三种是根据表达需要造出

来的新形单音词，这类词主要在网络平台上使用，如 [tuɑŋ]、 [uau]、 [nan]、

[phia]、 [ʨʰiəu]、 等；第四种是来自某种方言的单音词，如“衰”“糗”“靓”

等；第五种是方言词语的记音词，如程度副词“粉”（粉时尚、粉可爱）、代词

“偶”（我）、名词“银”（人）、否定副词“米”等；第六种是多音节词语的单音

化，如量词“卡”、名词“的”等；此外，还有一种外语的音译词，如“当”（下

载）、“酷”、“饭”（粉丝）、“猫”（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等。简言之，上述几

种单音词可以依次称为旧形旧义单音词、旧形新意单音词、新形新意单音词、方言借

入单音词、方言记音单音词、单音化单音词和外语音译单音词。 

按照张永言（1982: 87）“词汇学上所说的‘新词’指的是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和社

会生活变化的需要而新造的那些词……有一些词就它们的外部形式来看可以说是语言

里固有的，但是它们已经获得了新的意义内容，而新义和旧义之间又没有明显的联

系，这样的词也应当算是新词”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汉语中旧形新意、新形

新意、方言借入、方言记音、单音化和外语音译六种类型的单音词归入“新单音词”

的阵营。 

单音化的新单音词，但它们的来源或者说衍生路径却并不完全统一：有的新单音

词来源于多音节单纯词，有的则来源于多音节复合词。来源于多音节单纯词的单音化

新单音词主要表现是音节的单词化，来源于多音节复合词的单音化新单音词则主要表

现为语素的单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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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化新单音词的产生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个是单音节同音字即单音节同

形同音字数量的增加，另一个是已有单音词义项的增加。 

单音化的新单音词衍生的动因主要包括求新心理、经济省力的语用动因，也包括

概念化的认知动因。至于单音化新单音词衍生的机制，则可以归结为语法结构的类推

机制。 

关键词：单音化；现代汉语；新单音词 

 

 

 

 

语言服务视域下语言博物馆资源开发应用探究 

中央民族大学 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 崔安慧、冯传书 

摘  要：语言博物馆在完成语言资源的保存和展示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语

言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应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旨在以语言博物馆为媒介和

组织方式，深入开发其所储存的丰富语言资源，并进一步组织培养语言团队，切实开

展多元化国家语言服务工作，促进各民族群众团结和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关键词：语言博物馆；语言服务；“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晋语程度范畴表达及变异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中央民族大学 崔洁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通用语、方言、民族语的“多元一体”格

局，内蒙古晋语的程度范畴体现在词法、句法等多个层面，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晋语的

独特性。研究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内蒙古地区汉族及蒙古族居民

对晋语程度范畴的了解或使用程度，运用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的有关理论分析

蒙古族使用晋语的原因，展现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语言变异及民族间的交流交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晋语；程度范畴；语言接触；实践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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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ontact and New-dialect Formation：With a Case 

Study of Three Gorges Immigrants’ Wanfu Dialect in 

Fuqiuhshan Town of Yiyang 
 

Xiangtan University  Lei CUI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country develops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hitherto unknown scale and speed. There appears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opower stations, factories, land-sea-air traffic 

lin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construction, immigrants in this project are spread across all seven major Chinese dialects area, 

even form special speech communities in the settlement. Fuqiushan town in Yiyang is one of 

the typical industrial immigrant communities. The main source is the three-gorges immigrants 

from the Wanzh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city. Their Wanzhou dialec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 local dialect, and a common language that can be understood by both speakers is formed 

after continuous contact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The language of three-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re experiences mixing, levelling and then are focused into “Wanfu” dialect, 

which is a result of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Putonghua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linguistic 

inheritance of the descendants and their language attitudes in enhancing identity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ialect “Wanfu” dialect is the result of koineization and 

speech accommodation, belonging to the immigrant koine, which reflects the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Key words: three-gorges immigrants; koineization; speech accommodation; new 

dialect 
 

 

 

 

政治话语中“（老）百姓”的形象转变研究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大连理工大学 崔向琴 

 

摘  要：作为典型的政治话语，国家领导人著作涵盖民生诸事，始终坚持与百姓

紧密相连。高频称谓语“（老）百姓”在日常话语和新闻媒体研究中已获得不少关

注，其在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建构鲜少有人涉及。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

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语料自建中文语料库，借助语料库工具

CorpusWordParser 和 AntConc 对（老）百姓的词频、词丛共现和检索行进行分析，并

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探讨（老）百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形象建构。结果发现，

（老）百姓的形象经历了丛备受压迫向求富受益的转变。 

关键词：（老）百姓；形象转变；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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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冲突视角下泰国的马来语政策 

云南民族大学 邓博阳 

摘  要：泰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冲突问题一直是国际研究的热点，由于泰国强制实行的同

化政策导致使用泰语和北大年马来语的语言群体之间的语言冲突持续恶化，加上当地尖锐的社

会冲突问题使得语言冲突的缓解越发艰难。泰国境内最主要的语言冲突发生在主体民族泰族和

南部边境的马来族之间，研究基于社会冲突理论对泰国针对马来族各个时期的语言政策进行探

讨分析，发现民族是泰国语言政策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从语言冲突视角对泰-马语言冲突进行

分析能加深对该语言冲突成因的理解，对我国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具有参考意

义。 

 

关键字：语言冲突；语言政策与规划；北大年马来语 

 

 

城市文本改写与社会治理的历时实践 

——以西安道路更名例 
 

西安文理学院 董洪杰，山东师范大学 冯红梅  

 

摘  要：18 世纪以来，道路命名权由居民向管理者的转移，路名逐渐成为公共治

理的工具，不仅能够指示空间方向，还用以构建社会文化秩序，传达管理者的治理理

念，构建协同一致的集体认同。本文借助西安各时期城区地图和城市规划档案等资

料，对城市更名案例进行对照、核实，构建了横跨 110 年的道路更名案例库，并以此

为基础分析了道路更名的数量分布和文本改写实践。研究发现，西安城市路名变更实

践经历了调试期、大变革期和综合调整期三个重要阶段，且每个阶段的改写实践路径

各异。研究进一步发现，西安百余年的路名改写以城市文本方式的实现了公共话语转

变和社会价值框架的调整，道路命名实践在城市发展转型期具有独特政治价值。 

关键词：文本改写；社会治理；道路更名 
 

 
 

 

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公益广告语研究 

宁夏大学 董守轩 

摘  要：公益广告不以盈利为目的，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

非商业性广告。作为弘扬道德、改善风气的重要工具，公益广告具有丰富的语言价值

和极强的社会效益。文章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从行话、语言变异、功能变体等方面

进行研究，以剖析公益广告与社会语言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公益类广告文本的价

值。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公益广告语；行话；语言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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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冲突话语中儿童不礼貌回应方式研究 

东北大学 董思思 

摘  要：本研究以 Culpeper 提出的不礼貌回应策略选择模型为理论依据，对电视

剧《小舍得》中选取的亲子冲突语料进行定性分析。从“回应-反驳”“回应-接受”

“不回应”三个层面，总结了 11 岁左右儿童的在亲子冲突对话中主要采用的不礼貌回

应方式，并通过话语分析从亲子冲突话语的起始阶段、冲突阶段以及结束阶段探究儿

童选择对应不礼貌回应方式的原因以及表达的意图，希望为亲子间沟通交流与和睦家

庭氛围提供参考，帮助有青春期儿童的家庭更好地交流沟通。 

关键词：冲突话语；不礼貌回应；亲子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网店名称的特征性分析 

阜阳师范大学 董紫薇 

摘  要：网络店铺名称是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整体的思想意识与文化风貌的承载

体。在组合元素上，网络店铺名称具有“倒三角”的占比模式、汉字居于优势地位、

数字字母等多元素的共现等特征。网店名称有五种基本的词汇类型，属名比例极高，

新兴店名兴起，“旗舰”化的高端自我定位与自我评价的命名趋势明显。在语境特征

方面，网店名称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与碰撞，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关键词：网店名称；组合元素；词汇类型；语境特征 

 

 

 

语言规划视域下的拉丁美洲印第安语保护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杜雯 

摘  要： 拉丁美洲，有超过 500 个的印第安民族使用者约 420 种印第安语。虽为

拉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各族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其文化和语言也被忽略。

随着国内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及国际形势的影响，拉美各国政府愈发正视本国多民族

多语言的局面，通过修订宪法或设立语言法等推动语言的地位平等，以来保护和发展

印第安语。但对比这些国家语言相关的宪法条文或其他立法，不难发现尽管各国看起

来出发点相似，但其语言立法内容却不尽相同。因此，本文着眼于拉美各国的语言地

位规划现状，按时间线介绍其演变过程，分析其共性和差异性，并探讨其背后动因。 

关键词：拉丁美洲；印第安语；语言规划；语言保护 

 

 



49 

 

连贯、断裂与重构： 

现代性背景下青年的自我指称与身份认同 
 

华东师范大学 樊小玲 

 

摘  要：稳定的自我认同有助于维持身份叙事的连贯性，具有索引功能的身份指

称是身份认同范畴化的重要手段。将青年人高频使用的自我指称置于现代性背景中进

行互文性观照与串联性思考，可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相互交织的多

维呈现。当现代性各类风险阻断青年人自我叙事的内在连贯性，现有自我身份指称无

法继续承担“使生平叙事前后一致”的索引功能并引发身份认同焦虑时，青年人经由

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反身性思考进行各类身份指称的再生产，以修正自我行动与个人

成长叙事、重新规划内在发展轨迹，进而重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连贯性。发现“青年人

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及其反身性思考下对于自我叙事主动串联”的积极意义，为其建

立更丰富与连贯的自我叙事生长空间，提供更多内在成长的可能性，是当下社会更需

关注的地方。 

关键词：自我指称；青年；身份认同；连贯性 

 

 

 

 

现代汉语副词“稍”和“较”的对比探析 

上海师范大学 范玉媛     

摘  要：本文探究现代汉语单音节相对程度副词“稍”和“较”在语法、语义和

语用上的异同。“稍”和“较”都能修饰形容词，而“稍”则还能修饰动词。在修饰

性质形容词时，两个副词都倾向修饰单音节形容词，但表现出的量幅及量级义不同。

“稍”和“较”都能出现在非比字句中，“稍”在非比字句中多表现的是少量义，在

比字句中被句式赋予了更多的比较义；“较”由于自身含有比较义，只出现在非比字

句中。“稍 A”和“较 A”在充当句法成分时有明显的倾向，前者更多地充当谓语，

而后者则倾向充当定语，这与“稍”“较”和其他成分的搭配能力密不可分。“稍”

在“稍不 V”“稍一 V”表达式中的语义呈现出进一步的虚化，语法功能更加显著。

“稍”在表现说话人对某性质或某动作的主观认识时，语气和缓，但呈现出更强的主

观性，而“较”在修饰形容词时更多地表达说话人想要的客观性效果，主观性相对较

弱。 

关键词：稍；较；程度副词；量级义；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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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分析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转向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方小兵 

摘  要：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以来，已经历了 70 年的发

展历史，其研究范式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末期）属于结构主义范式，将语言规划描述为

中立的活动，主张通过采用大型人口普查等途径来解决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问题；第二

阶段（从 70 年代初期至 80 年代晚期）属于批判主义范式，大量运用社会批判理论来

剖析语言规划过程中的权力与不平等现象；第三阶段（从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属于生

态主义范式，强调语言多样性保护，重视微观语言政策和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倡导

发挥基层语言规划主体的能动性；第四阶段（2016 年至今）属于实践话语范式，以麦

克米兰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语言政策话语路径》（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的出版为标志，认为“政策即话语”，对于政策问题的界定和陈述终归是话语

建构。话语实践贯穿了语言政策制定、传播、阐释和实施的全过程。 

在社会科学“话语转向”的大背景下，语言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话语研究路径。

话语是一种行为，能够构建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就语言政策而言，话语

能够生成或颠覆政策、传播或歪曲政策理念、强化或改变个体语言选择。其实，70 多

年来，话语一直伴随语言政策研究，从未在研究中缺席。从话语视角来观察，语言规

划的上述 4 个阶段都与话语息息相关：第一阶段为话语阐释，第二阶段为话语批评，

第三阶段为话语互动，第四阶段为话语规划（discourse planning）。 

“话语规划”这一概念最先由澳大利亚学者楼必安可（Lo Bianco）于 2004 年提出。

他认为，除了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外，语言政策还需要引入

“话语规划”的概念，即“机构和不同利益集团塑造、指导和影响话语实践和模式的

努力，通过对语意识形态的运作，对人们的心理状态、行为倾向和信仰系统产生影响

的话语操作”。换言之，话语规划通过政府机构、智库和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语言观念

运作，对人们的语言信仰、语言使用倾向，特别是对语言价值的判断产生影响。楼必

安可指出，“要使语言规划理论重新焕发活力，就必须增加‘话语规划’这一类型，

以充分解释以语言为关注对象的政策行动。显然，在那些存在竞争、冲突和争议的领

域中，这一点最为明显。”话语规划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考察权威话语如何运作，

以确定哪些语言问题将被提升到政策关注的高度，哪些将被降到边缘；话语规划是如

何以说教的方式将特定意识形态建构成社会主流话语。 

话语规划最常见的路径有三个：知识生产、规范倡导和议程设置。语言政策的全

过程均为各种话语所裹挟。在语言政策形成过程中，专家、媒体、智库和政府机构都

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话语博弈确定哪些理念应该被写入语言政策文本中，因而形

成的政策文本常常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因而语言政策大多是“多声部”的。这也导致

语言政策在阐释过程中，会因政策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基层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援用”政策文本中的特定条款，导致语言政

策的“再语境化”，形成话语互动。斯波斯基在最新的语言管理模型（Spolsky 2021）

中，提出应该将倡导者（advocate）增加到语言规划主体中，倡导者既可以是领域内的

专家，也可以是专门的智库机构，都是语言理念的提出者、引领者和相关知识体系的

建构者；官方的语言规划部门借助自己的话语权，对某些规范进行公开倡导，并通过

议程设置，彰显某些语言观念，屏蔽另一些观念，使得一些隐性的语言政策显性化、

合法化；媒体是政策话语博弈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塑造语言形象，改变社会思潮的重

要话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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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往的语言政策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话语问题，但无论是文本阐释，还是批

评话语分析，无论是政策援用，还是政策再语境化，但都只是针对既有政策的话语分

析。话语规划关注的是政策话语本身，包括话语形成、传播、阐释和援用等过程。语

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转向越来越明显，其中，话语规划概念的提出是话语转向的最明显

标志。 

关键词：语言规划学；语言政策；话语分析；话语规划；话语转向 

 

 
 

日本学人中国西南民族学调查举隅及研究成果拾遗 

贵州大学 冯叶 

摘  要：日本学人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已持续百年有余，并且该

领域的相关研究俨然已成为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聚焦

工藤隆、兼重努、伊藤悟、梶丸岳四位日本学者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历程，对其

研究契机、踏查方法和学术成果等进行研究阐释。结果表明：虽然四位学人的研究对

象不尽相同，但都使用了彼时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研究，并且学人之间相互学习、

借鉴的传承特征明显，同中国学者积极交流合作，向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的西南少数民

族文化。通过系统梳理四位日本学人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调查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南

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及形象构建，同时也为国内学者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提

供了他者视域下的研究成果和参考资料，对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资料大有裨

益。 

关键词：日本学人；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成果述评 
 

 

 

基于媒体话语对比的中国国家形象语料库研究 

东北大学 冯展祥 

摘  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涉华报道的中国媒体和英美两国媒体可比语料

库，通过对比涉华防疫政策的话语特征，结果发现：英美两国媒体涉华报道对华意识

形态偏见显著，报道内容真实性较低；此外，英美两国媒体话语中普通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人际特征语共现词以消极语义为主，体现出污名化中国积极抗疫形象的倾

向，中国媒体以客观话语建构出中国主动抗疫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最后，从命题结

构、重要性和含意角度阐释了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差异的意识形态动因。 

关键词：媒体话语；中国国家形象；语料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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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构 

汕头大学 付义荣 

摘  要：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需要，都使

得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构变得必要而迫切。这一学科可以“农村社会语言

学”为名，作为三级学科，定位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之下。它以中国境内的村、

乡、镇等空间发生的社会语言学事实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内容包括事实记录、

问题研究、方法研究与理论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外部建构上有所作为，如培

养专门的研究队伍、建立研究机构与农村观察站、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以保障这一

新型学科的正常运行。 

关键词：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 
 

 

西藏民间故事在日本：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贵州大学 付瑜 

摘  要：民间故事作为我国的一大瑰宝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本文以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为研究对象，从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的出版情况、

创作者、译者和绘者、绘本特征以及读者评论等多角度对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在日

本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综合而言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整

体较好，日本学者翻译与创作了诸多以西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绘本，一方面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现了中国西藏民族文化符号，促进了藏族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另一方面日

本学者作为中国文化的“传递者”与“他者”，在讲述西藏历史与民间文化的客观性

与真实性等需要引起学者重视。通过对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的创作与接受进行分析

研究，可以展现中国多元的民族形象，推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给予一定

启示。 

关键词：西藏民间故事；日语；绘本创作；读者接受 

 

漫画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在日本的译介效果研究 

  贵州大学 高芳 

摘  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医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张重要名片，其对外传播尤为重要。本文以《〈黄帝内经〉—养生图典》漫画日译本

《<黄帝内経>——中国古代の養生奇書》为研究对象，从封面设计、内容译介、副文

本信息三个视角，及评论年度分布、读者评论评分、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等方

面，考察译本特征及在线读者评论，从而把握《黄帝内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漫

画版日译本《<黄帝内経>——中国古代の養生奇書》促进了中医药文化、中国传统文

化在日传播，增进中日两国关于医学的交流互鉴，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医学典籍外

译、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关键词：《<黄帝内経>——中国古代の養生奇書》；漫画日译本；日本读者；在

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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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英语教育政策研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葛欣然、张心怡  

摘  要：语言政策既关系到国家语言建设和语言生活的健康和谐，同时对国家稳

定、民族团结乃至国际交往起重要作用。全球化区域化发展背景下，英语作为世界通

用语，国家的英语教育政策规划尤为重要，与国家综合发展密切相关。东北亚地区是

国际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发展基础良好，其中蒙古是东北亚地区内具有较大潜力

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对东北亚地区中日韩等国的英语教育政策研究较为丰富，但有关

于蒙古国英语教育的研究仍处于教学实践研究和对教育政策历史的梳理阶段，尚未从

宏观层面上对蒙古国英语教育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回顾蒙古国英

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探究蒙古国英语教育现状，问题及未来改革方向。发现蒙古

国英语教育存在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不充分、英语教育评估的科学性不足、缺少财政

支持、教师国际化和合作意识淡薄等问题。了解蒙古国的英语教育政策的历史现状及

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东北亚地区国家的英语教育政策，相互借鉴，对本国英语教育

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促进国际和地区交流和发展。 

关键词：蒙古国；英语教育政策； 英语教育现状 

 

 

 

 

伦理机变的语用论辩研究 

     ----以“江歌案”为例 
 

长安大学 芶佳 

 

摘  要：本文借鉴“语用辩证”论辩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将伦理作为一种机变

资源，提出了伦理机变的论辩研究路径，并以“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侵权纠纷案一

审”为例初步论证了伦理机变在该研究路径上的可行性。结合真实的语料，个案分析

显示，为达到社会共识、法律职业群体共识、当事人双方共识，“江秋莲诉刘暖曦生

命权侵权纠纷案一审”判决书在界定意见分歧、选取共同出发点以及论证组合设计三

个核心论辩环节都进行了话语伦理和论辩伦理机变，其中的部分涉及伦理机变的言语

行为看似合理，实则违背了十诫，存在谬误。对“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侵权纠纷案

一审”的判决分析证明，集论辩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分析于一体的语用论辩

研究路径不但提供了伦理机变的核心论辩话步、再现了其内在论辩结构，还能揭示内

嵌在伦理机变中的核心话语策略。更重要的是，该路径为伦理机变在法律修辞中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提供了评判标准。 

关键词：语用论辩；话语伦理；论辩伦理；伦理机变；情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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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witching and Stance Taking of Foreign Influencer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Xinjiang-related Vlogs of 

Foreign Vloggers living in China on Bilibi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Jingye GUO 

 

Abstract: The foreign vlogger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have been a largely overlooked 

group in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Thus, this present study aims to bridge this research gap and 

focuses on the role of foreign vloggers on Bilibili in countering the fabricated rumors about 

Xinjiang. Using chance sampling (i.e., platform recommendation) and keyword search (e.g., 

Xinjiang, Warguoren, etc.), we collected 24 vlogs (03:32:42) of six micro-influencers (0-

5million followers), who come from six different countries, namely, Slovakia, Germany, 

Canada, Israel, Italy and Britain. Based on theories of code switching (CS) and stance triangle, 

we analyzed the types and functions of CS and the vloggers’ stances towards Xinjiang-related 

issu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S in the selected vlogs covers all types, and that nine factors 

may account for the switching. Moreover, the vloggers take a negative stance against the 

stigmatization of Xinjiang.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role 

that the foreign vloggers play in showing the world the real situa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Code Switching; Stance Taking of Foreign Influencers; Chinese Social 

Media 

 

 
 

 

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的条件与特点 

陕西师范大学 韩雅欣 

摘  要：双宾构式是现代汉语中较有特色的句式，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主

要通过具体语料，对双宾语句中领属性偏正结构能否充当远宾语进行讨论分析，认为

领属性偏正结构充当远宾语具有一定的语法依据和语用价值，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制

条件。 

关键词：远宾语；领属性；指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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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策源地——小平小道陈列馆 

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何佳佩 

 

摘  要：红色是江西文化的特色之一，从语言景观视角调查研究红色旅游景区的

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为考察对

象，在社会语言景观理论指导下，系统考察了该红色旅游点的语言景观。从语言政

策、语码取向和语言权势以及语言功能视角进行了分析。调查研究表明，小平小道陈

列馆的语言景观建设体现了国家语言政策，语言标牌呈多语状态，主要有汉语、英

语、俄语和韩语，其中汉语为优势语言，汉、英、俄、韩语的权势等级为汉语＞英语

＞俄语＞韩语，语码“多样性”显示出该景点的“国际性”视角。陈列馆以静态的语

言景观为主，通过售卖文创产品、创建网站和提供语音讲解服务等构建非典型语言景

观的方式体现了可移动性和多模态的特点。 

文章在分析小平小道陈列馆红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考察了陈列馆语境化放置的

语言标志所体现的红色文化，并采用地理符号学中的互动秩序理论，通过动态访谈的

调查范式，探究了小平小道陈列馆语言景观的接受者和语言标志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了小平小道陈列馆语言景观文化功能的发挥效果。调查发现，陈列馆的语言景观存在

语言标志越轨式置放、虚拟语言景观建设不完善和展厅内展板过高不利于阅读等问

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社会语言景观；小平小道陈列馆；红色文化；互动秩序 

 

 

 

 

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语言学立项课题的热点分析和发展趋势研究 

     ——基于 2017-2021 年数据 
 

新疆师范大学 何瑾瑜 

 

摘  要：通过对 2017—2021 这 5 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的立项课题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受资助的语言学课题共 2069 项，其中社会语言学类的课题多达 633 项，占课

题总数的 30.60%，可见该类研究正更多地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鼓励和关注。采用定量

研究的方法，对社会语言学类课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预测该类研究目前的研究热点

和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该类课题多聚焦现实生活，关注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面

貌，以语言使用类为研究核心，同时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弱势群体的语言学习。在

未来的发展趋势上则更注重我国本土话语权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以及

大型语料数据库和平台的搭建。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语言学立项课题；热点分析；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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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通名及“业名+通名”组合差异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何茹 

摘  要：店铺名称语言能够反映与社会密切关联的语言现象，很多非“店铺”义

词也可以充当店铺通名，而且店铺通名的选用与店铺的经营内容、店铺属性以及规模

大小相关。作为店铺通名的“房”“屋”“坊”在与业名搭配方面体现出较大差异：

“屋”的适用范围更广，“坊”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房”，“屋”受外来文化和本土

方言影响，突出表现[小][精致]等特点。 

关键词：通名；业名；组合差异；“房”；“屋”；“坊” 

 

 
 

互动视角下“管他呢”多角度考察 

广西大学 何玉荣 

摘  要：“管他呢”表面上是肯定形式，实际上却作否定识解。其位置分布高度

灵活，可以出现于话轮开头、中间及末尾，还可以独立充当话轮。在发展过程中，

“管他呢”语义不断虚化，由谓词性短语演变而成话语标记，语用上具有语篇功能和

人际功能，可以用于话轮组织、话题处理、凸显言者主观情态及提示交际互动等。言

者通过“管他呢”施行否定言语行为，借助“否定”语力以消除受话人的某些顾虑或

改变其某种想法、看法、态度等，从而实现交际意图。“管他呢”表达的是负面评价

立场，具有加强言者否定语气，同时传递出言者不在乎、无所谓、不管等主观情态的

作用。在标示言者态度立场的同时，“管他呢”还带有劝慰语气，意在寻找对方的认

同，同时还能引导听话者获取话题的信息焦点，体现出交互主观性。 

关键词：互动视角；管他呢；多角度 

 

 

 

近三年新词新语探微 

吉首大学 胡健贞 

摘  要： 新词新语的出现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领域，作为词汇中的一部分，随着

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新词新语也在更新换代，它的出现不仅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

也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选取从 2020 年开始出现的新词新语，针对于人们对

新词新语了解度、使用度以及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借助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从外在表现、内在语义、产生原因、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并使用定性分

析法、文献研究法对特定时期出现的新词新语进行整理，期待能够对之后的研究者提

供参考，对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新词新语；问卷调查；外在表现；内在语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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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宁瑶族“峒话”声化韵变异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萍，湖南大学 彭建国 

摘  要：新宁瑶族“峒话”在“人”、“木”、“日”、“入”等字音上存在两

种读音类型，一种读声化韵[ŋ̍]，一种读[oŋ]韵。通过采用实验语音学和社会语言学相

结合的方法，采集了 47 份语音样本，运用 SPSS 23.0 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和年龄在上述语音差异的表现上存在统计学意义，发声态变化和语言的明晰性原则或

可以解释这一音变原理。 

关键词：峒话；语音；声化韵；变异 

 

 
 

商城方言体助词“带”“赖”“倒” 

北京语言大学 黄灿 

摘  要：河南商城县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商城方言处于中原官话、江淮官

话、西南官话的包围圈，商城方言的归属问题学者们持不同观点，但学界一致认为商

城方言受到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影响。其体助词“带”用于句尾，表示动作的进行

和状态的持续，这一用法更接近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在”而非中原官话的“里”；体

助词“赖”用于句尾，表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的持续，和“带”用法类似；体助词

“倒”居于动词之后，与“带”或副词“在”配合使用，表示状态持续，该用法也和

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倒”相似。 

关键词：“带”；“赖”；“倒”；体助词 

 

 

 

新闻热线会话打断现象的年龄差异研究 

 黑龙江大学 黄萍，邢丽华 

摘  要：本文以某市一档民生服务类新闻热线栏目为语料来源，通过自建语料

库，探讨会话打断现象与年龄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描写语料，以及对打断数量、

打断原因、打断位置和打断类型进行量化统计，探讨打断现象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呈现

出的差异和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本语料库中，59 岁至 72岁之间的

老年听众会话被打断现象明显增多。随听众年龄增加，主持人为转换话题而发出打断

的数量增多，打断发生在当前话轮的前、中位置增多，不成功的多次性打断增多。这

与老年人会话能力下降、认知处理减缓和心理衰老有关。本研究旨在助力于更加全面

解释打断现象，尤其是老年人会话的打断现象，同时对老年人会话能力研究提供一定

的启示。 

关键词：新闻热线会话；打断；年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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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英文论文摘要的语步及主位推进模式使用对比分析 

----以航空航天专业为例 
 

西北工业大学 黄思铭、宋美盈 

摘  要：摘要是一篇论文主旨内容的重要体现，学界多运用体裁分析的方法分析

学术论文摘要，但是将体裁分析理论和主位推进模式结合起来对比分析中外学者期刊

论文英文摘要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中外两种航空航天期刊选取英文摘要共 60 篇自建

语料库，探究中外作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在语步结构及主位推进模式方面有何异同。研

究发现中外作者英文摘要在语步出现频率，语步顺序，各语步主位推进模式的选择方

面有所差异。本研究从“新文科”的角度出发，鼓励航空航天科研人员运用语言学知

识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建议高校教师基于体裁教学法进行教学。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

论文摘要的实证性研究，希望对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与发表有一定的借鉴和启

示。 

关键词：摘要；体裁分析；语步；主位推进；国际期刊论文写作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缩略语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黄雯希 

摘  要：近些年，随着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逐渐从线下的面对

面转为线上。为了提高线上交流的效率以及趣味性，网络用户创造了大量的网络缩略

语，微信、微博、QQ 等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也为 YYDS、DDDD、XSWL 等一大批网

络缩略语的涌现创造了条件。 网络缩略语也逐渐引起社会语言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社

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种极具风格化的语言变体，网络缩略语具有很

强的活力。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来自不同网略用户群体对网络缩略语的

了解程度、使用频率、使用原因以及产生的可能的社会影响，并借助语言变异理论分

析网络缩略语的类型、特点、形成原因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以期对网络缩略语的规

范使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网络缩略语；语言变体；语言变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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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否定评价的习语构式“也就这/那样” 

   ——从行、知、言三域考察 
 

上海交通大学 黄怡 

 

摘  要：“也就这/那样”是一组活跃于日常口语交际中的习语构式。构式在行域

内表示回应，用作对某一话题事件作出否定性回应；在知域内表示否定，体现言者对

话题事件的否定性认识；在言域内表示评价，表达言者的主观否定评价，体现主观性

和交互主观性。“也就这/那样”可分布于话轮起始、中间、结尾位置，构式与话轮内

部单位间的语义关系有“因果式”、“果因式”和“因果一体式”三种，构式可独立

充当话轮，表示不必言明或无法言说的原因。知域否定义的动态浮现源于构件“也”

的委婉表情功能，“就”的限制小量功能和“这/那样”指代时的语用省略所引发的语

义增值。习语构式“也就这/那样”常用于言者表示拒绝、抱怨、讽刺、反驳等评价或

表达负面情感的言语行为，构式引导评价、认识和情感三种立场。 

关键词：也就这/那样；知域；言域；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政治转向 

澳门科技大学  黄云鹤 

摘  要：近年来，政治与语言的关系受到欧洲及拉丁美洲学者们的特别关注，由

此导致社会语言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可称为社会语言学的政治转向。本文旨

在界定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分析其经历的三大发展阶段，剖析该视角下的三大核心概

念：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的索引性和语言的规范性。语言政治视角可应用于语言教学

及教师培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以及语言冲突与国家安全等领域，针对该视角的研

究将大大拓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语言政治；研究视角；社会语言学  

 

 

 

当代性别流行语的评价研究 

郑州大学  贾路路 

摘  要：本研究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的指导下对当代性别流行语进行评

价研究，以揭示语言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探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

评价的主体来看，男女两性都被纳入了评价的主体范畴，但女性作为评价主体的数量

颇多，即这些性别流行语过度放大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从评价的极性角度

看，当代性别流行语中的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共存，但消极评价资源数量大于积极评

价资源，即这些性别流行语勾画了较为负面的价值引导；从态度资源角度看，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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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流行语显性地塑造了不同的性别刻板印象来，其中女性刻板印象数量颇多，即部分

人的性别对立思维仍根深蒂固；从对话空间的介入资源角度看，以单声介入，收缩性

多声介入和扩展性多声介入策略为主，使得性别流行语具有引导性和批判性的特点；

从级差资源角度看，性别流行语的评价语势力度较强，聚焦清晰，具有夸张，吸引眼

球的特点。期望本研究结果能让人们更清楚地认清当代性别流行语中的本质，从而引

导人们减少性别对立，维护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性别流行语；评价研究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汉族人名的模因分析 

佳木斯大学 贾秀春  

摘  要：人名产生于社会交际的需要，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存在，在人们的交往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人名既是社会中客观的标记性、区别性符号，同时还是

带有主观感性色彩的文化符号，人名的选择看似随意，实则是经过精心筛选出来的，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汉族人命名方式具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价

值。 

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单位，通过模仿复制进行传播。模因论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新视

角,可以用它来解释很多语言现象。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模因，而人名则是语言的一个重

要部分。因此，模因、语言和人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人名的模因分析我们可

以了解不同社会的风俗时尚以及历代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潮流的轨迹。同一

个历史时期，同一个朝代，汉族人名会出现很多相似的共同的字眼。如西汉的“定

国”“安国”“延寿”，魏晋南北朝多带“道”“玄”“冲”“元”“真”等字眼，

唐代人名中多用“文”“德”“仁”“义”“礼”“儒”“士”“孝”等表示儒家观

念的词。宋代人名中增加了“老”“叟”“翁”，清代取名字上颇爱用一些富有山林

田园气息的字眼。建国后的人名多用“建国、解放、卫国”等字眼。这种现象我们冠

之以“人名的模因复制”。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名又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即

“人名的模因变异”。本文对人名的模因复制、选择、变异和传播进行了具体的分

析，首先对模因、语言和人名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后指明人名在不同时代

的模因复制过程就是人名代表的时代的人们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反映；“人名模因”在

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过程就是人名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人名的发展要遵循文化进化

规律。在不同文化内涵的影响下，人名模因的选择范围和传播力度是不同的。从模因

的角度对人名进行研究是一次新的尝试，它不仅扩展了模因的应用范围，也使我们从

人名的角度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汉族人名；模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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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初级学生动态助词“着”习得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研究 

  ——以公立致中学校为例 
 

湖北大学 简仲骏 

 

摘  要：动态助词在现代汉语里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并且动态助词“着”作为

HSK等级词汇表中的甲级词汇，使用频率十分之高。但对于母语环境下的泰国初级学

生而言，熟练掌握动态助词“着”的用法具有一定的难度，对海外汉语教学也有着比

较大的挑战。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出发，从语义、语用和语法的角

度出发，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发放和回收。首先对泰国公立致中学校的初级汉语学习

者的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其次，归纳出泰国初级学生在习得动态助词“着”

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类型有误加、误用、错序和遗漏四种，并从语义、语用、句法等

考察角度探讨偏误的特征；最后，对泰国初级学生和汉语教师分别展开语音访谈，剖

析出语际、语内干扰、教材的不足及闭塞的学习环境的影响。笔者认为要解决动态助

词“着”的偏误问题，应当侧重训练巩固、情景语境引导、母语正迁移、对比辅助教

材以及改善学习环境等相关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笔者对学生与教师进行语音访

谈，并试图根据得出的访谈结论制作关于动态助词“着”的教学设计，以更好地帮助

泰国汉语初级学生习得动态助词“着”。 

关键词：泰国初级学生；动态助词“着”；公立致中学校；习得偏误分析；教学

对策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中的社会变迁 

——基于主题词及其搭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江昊， 

辽宁大学  罗娜 

 

摘  要：本文依据语料库语言学理论与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分析元旦社论历时语

料库（1949-2022）的主题词、搭配及其索引行，窥探元旦社论话语所反映的社会变

迁。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置于首位，坚持社会主义的属

性不动摇，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努力提高经济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生活的需

要，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此外，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工作重点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前

（1949-1978）主要以革命与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革命思维发挥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改

革开放初期（1978-1992）建设与发展成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1993-2022）

建设与发展仍为主要任务，但该时期的发展更注重全面性与协调性。 

关键词：元旦社论；社会变迁；语料库；主题词；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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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晚”义词的共时与历时考察 

中央民族大学 江裕婷，华中师范大学 代轲帆 

摘  要：“晚”义词是表示“比一定时间靠后”的词，属于人类语言基本词，也

是汉语的常用词，被收录在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list）中。如今，现代汉语

方言里的“晚”义词以“晚”“晏”“迟”为主导；历史上，“晚”“晏”“迟”表

示“比一定时间靠后”开始于先秦且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竞争替换之中，即先秦两汉

“晏”略占优势，“晚”在魏晋打败“晏”并在明清以前占据主导，“迟”于明清蓬

勃发展产生了对“晚”“晏”的替换，至今都是汉语里使用最繁的“晚”义词。文章

先对“晚”义词的方言分布做了阐述，再通过语义和功能比较、数据统计、典型例句

对不同共时阶段的“晚”义词做描写与分析，梳理得到这类词历时演变的大致脉络。

我们发现“晚”义词的发展过程呈现如下特点：1.“晚”义词的发展总体表现出了稳

定性。先秦以来，虽各成员的使用频次、适用范围以及成员地位都发生了变动，但它

们依旧处在“晚”义词的义场之内，没有完全退出或消失。即便是自魏晋起就逐渐衰

退的“晏”，如今也依旧存留在我国东南省份的赣语、吴语及湘语中，没有消失殆

尽。2.“晚”义词的发展演变与语言的内部调整保持了紧密关系。词义的引申、义项

的盛衰都对成员的进入、衰退、地位升降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晚”早期的进入和明

清主导地位的丧失都与其“比一定时间靠后”义项的盛衰密切相关。3.“晚”义词的

演变虽复杂多变，但仍表现出了一些规律，即“晚”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如今的方言分

布呈现出了一些对应，能够互相解释、互相印证。 

关键词：“晚”义词；共时分布；历时演变 

 

 

中文会话幽默中的权势双重性研究 

——以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为例 
 

中国科学院大学 姜雨欣，郑群 

 

摘  要：幽默是日常会话中常见的语用策略，受人际间权势关系制约，同时也有

协商权势地位的社会功能;因此，权势在幽默使用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而中国文化背景

下幽默与权势的独特性却鲜有探究。本文从权势的双重性视角，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

对中文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中的幽默话语进行分析，发现中文语境中拥有

不同的权势地位的会话者有不同的幽默使用偏好，并产生了不同权势协商效用。高权

势者使用幽默的自由度更高，即幽默使用总量更多，且多以他人为嘲弄对象，以此来

彰显并维护自身的权势地位，而低权势者多用自嘲的方式维护和协商自身的权势地

位，缩短与高者的权势落差。这种机构式话语说明自嘲与他嘲不仅缓解了尴尬的氛

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权势关系，为人际关系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幽默；权势协商；双重性；会话分析；语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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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系统视域下人民调解话语中的人际和谐研究 

——以重庆市壁山区消协调解为例 
 

重庆大学 蒋婷，范博睿 

 

摘  要：本文选取重庆市璧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家维权团”调解模式下

的真实人民调解实践，整合态度系统、关系管理理论以及和谐话语分析原则，探讨璧

山模式下人民调解员话语中态度资源实现的关系管理和人际和谐内涵。研究发现，人

民调解员话语中的态度资源和关系管理策略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人民调解员多调用

鉴赏与判断资源实现面子管理，能够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维护其脸面以避免冲

突，体现和谐话语分析中的制约原则；鉴赏与判断资源实现的交际目标管理，能有效

化解纠纷、修复秩序，实现双方合意，是良知原则和制约原则的体现。情感与判断资

源实现的社交权利与义务管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设身处地地共情、邀请双方共

同参与协商，体现出明显的亲近原则的价值取向。本研究旨在探讨纠纷与冲突中人际

间和谐关系构建的新路径，以期推动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态度资源；关系管理；人际和谐；和谐话语分析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人民调解员话语的多声介入分析 

重庆大新 蒋婷，蒋言 

摘  要：人民调解话语是预防、化解民间纠纷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话

语机制。为维持调解中多方的有效交往，人民调解员往往借助多声介入资源来厘定事

实、明法析理、兼顾当事人的情面。本研究基于人民调解的真实语料，结合定量与定

性的研究方法，考察人民调解员如何选择多声介入资源以满足交往的“普遍有效性要

求”，从而推动多方对话合作，促成调解合意。研究发现：人民调解员交互调用不同

类型的多声介入资源，分别主题化交往的真诚性要求、正当性要求、真实性要求。为

展现调解态度真诚性，调解员更倾向于使用宣告、接纳、反预期等资源；为捍卫调解

程序的正当性；调解员会辅以否定、一致及背书等资源，；为佐证调解内容的真实

性，调解员偶尔会采用两种摘引资源。这些主题化策略揭示了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多层

次的互动目的、人民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与其基层治理功能。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普遍有效性要求；调解话语；介入系统；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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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运动”背景下的地方语言规划困境 

----以新发现材料《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为例 
 

徐州工程学院/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 蒋义铮 

 

摘  要：“国语运动”是近代最重要的一次语言规划行为，作为变法维新与五四

思想在语言政策上的体现，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亦是其延

续与发展。目前关于国语运动的研究汗牛充栋，涉及到语言、文字政策形成、颁布、

调整的各个方面，但是国语运动在大张旗鼓的实施过程中，民间如何反馈，其效果几

何，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却寥若晨星。 

笔者近期有幸于地方藏书家手中偶得的《国语入声字与徐海入声字变读比较》，

或可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回应以上问题。本书属于地方文化人士自发进行国语推广的

语言规划著作，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按照声调关系对官话方言和国语（北京话）进行

对音比较的著作。本书不仅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方言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语料，同时

记录了地方推普人士和语言学家（赵元任、黎锦熙）的学术交流互动行为，通过研读

本材料，同时观察后续方言调查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上

行”和“下效”并未达到有机统一，政府、学者和民间的语言规划行为很难得到有效

的互动。 

关键词：“国语运动”；地方语言规划；个案研究 

 

 

 

 

国家通用语言资本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 

理论依据与策略建议 
 

西华大学 蒋悦 

 

摘 要：本文论述了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经济属性及其作为产业资本的循

环流通过程，从语言资本参与社会生产多环节、语言外部性及红利期等方面阐释了语

言资本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借鉴供给侧优化思路与语言消费理论，给

予相关策略建议：1.形成“政府公益化，市场精准化”的国家通用语言供给模式；2.开

发语言体验、多感官语言活动来拉动语言消费；3.培养满足乡村振兴新形势中实际需

求的语言服务意识、提升型语言能力 4.顺应民情民意，探索适应当地情况的语言推广

方式，如宣传邻里语言收益激发学习意愿，利用娱教一体的社区活动使民族地区村民

在情境中习得语言；并通过语言互学帮助村民克服语言焦虑，推动语言资本的双向流

动；借助乡村广播、融媒体等平台调动听觉与视觉，在潜意识中进行语言推广，助力

国家通用语言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更快转变为可创收的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同时，本

文坚守语言的人文性，认为应使激发国家通用语言资本效用与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潜在

经济价值双线并行。 

关键词：语言资本；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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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视角下的斯里兰卡中文教育 

重庆师范大学 景娜娜 

摘  要：美国学者 1993 年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Brecht & Walton 1993）。国

内文秋芳（2011）首次明确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国家语言

能力理论框架。提升通用语言国际影响力是提高国家语言拓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张天

伟 2021）。 

自从 1957 年 2 月 7 日建交以来，中斯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在许多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广泛共识，始终保持合作。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斯里

兰卡战略地位突出。探究其中文教育服务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目标、巩固国际中文教育成果的需要，也是探索中文教育规律的需要。以凯拉

尼亚大学为例，对斯里兰卡学生中文情况及教师的中文教学情况进行了问卷调研，结

合文献、资料以及访谈对斯里兰卡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基于语言规划理

论，尝试从语言声望规划及教育规划两个方面探讨斯里兰卡中文教育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斯里兰卡；中文教育；语言规划 

 

 

 

 

语言景观视域下内蒙古地区楼盘命名现状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康锐江 

摘  要：语言景观是以官方或非官方标牌为载体的可视化文本，作为一种城市形

象传播的符号，在公共空间的信息传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楼

盘名称，便是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名片，一座城市品位的

彰显，一个地区未来发展的“风向标”，更承载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沉淀了一个

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意识，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但现阶段楼盘名称研究仍然停留

在少数领域和层面，且多为质化研究，相关研究远远不能适应楼盘本身的发展进程，

需要我们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寻求创新和突破。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便试图从语言景观的新视角出发，运用语料库的研究方

法，选取语言生态最为多元的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主体。内蒙古地区不仅是各民族文

化交融的地带，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碰撞、交汇、融合的历史舞台。如今这块土

地上共同生活着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等多个民族，从城市建筑、语

言景观到地方风情、民族性格，处处彰显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性。多民族聚居

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内蒙古地区语言生态的多元性，这在与居民生活联系最紧密的

楼盘名称中可窥见一二。 

本文对截至 2021 年 9 月内蒙古地区所辖九市三盟的楼盘名称（共计 11586 例）进

行了穷尽式考察。基于自建的系统语料库，利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语言

处理的相关技术，对楼盘名称的组合结构、通名的语用现象、楼盘名称所反映的文化

内涵以及蕴含的民族文化元素这四大方面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和深入解读。研究所得的

量化数据是填充和拓展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语言景观；内蒙古地区；楼盘命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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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语言中的“萌化”现象 

南开大学 康璇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交际在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值得注意的

是，一种特殊的“萌化”语言表达正在悄然出现，在语音和语法上均有不同的变异表

现。“萌化”语言与起源自日本的“萌文化”密切相关，是外来文化在中国生根发

芽、中国化的典型表现。此外，这一现象也与社会学、心理学中的交际视角、PAC理

论乃至代际文化等密切相关，是“新新人类”的“新新语言”。研究“萌化”语言也

能进一步促进对青年网络语言的了解，进而了解新一代青年的心理和代际特征。 

关键词：网络语言；萌文化；代际文化；亲和动机；PAC理论 

 

 

 

成都市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兰州大学 况雨桐 

摘  要：以成都市现运营的 7 条线路，198 个地铁站为研究对象，分析站名的构

词方式中的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以及根植于社会心理中的文化特征，运用语言学的

阐释和描写的方法对地铁站名进行语言文化研究。成都市地铁站命名体现了成都市地

铁站的命名与当地的物理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密切关系，汇聚了成都市的才

女文化、巴蜀文化、禅宗文化等文化内涵，通过派生、转类和转化的方式演变而来，

体现成都程度地铁站命名感知中的整体性、抽象性和感知凸显。 

关键词：语言学；地铁站名；社会文化；认知方式 

 

 

 

基于语言治理的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研究 

——以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 赖健玲、李琼 

 

摘 要：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治理与规划的

语言运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结合语言治理理论和应急语言服务理论，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法，从应急语言服务六个方面的内容——应急语言知识服务、应急语言技术

服务、应急语言工具服务、应急语言使用服务、应急语言抚慰服务及应急语言教育服

务，调查研究 2022 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各城市，以及深圳和上海的应急语言服务情

况，并从服务充分性、服务有效性、服务偏误性和服务满意度四个维度进行评价分

析，以期对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语言服务提升以及城市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应急语言服务；新冠疫情；语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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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副＋名”接受度研究 

吉首大学 赖娟 

摘  要：近年来，“副＋名”结构的研究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 

者们从多方面对“副＋名”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描写与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

常看到“这个做法很中国”、“非常淑女”、“太 man 了”等说法，这一类用法在语

言学角度看来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但是近年来却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不仅在口语表

达中非常活跃，而且在一些书面语中也屡见不鲜，过去的研究主要对该结构及结构中

的名词进行分析，本文尝试从该结构中的副词类别角度出发探索不同变量影响下的使

用与接受度差异。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副＋名”结构；接受度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交叉融合中的核心概念 

浙江师范大学 兰良平 

摘  要：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存在较大差异，但近十多年来两个

学科走向了交叉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1）2008 年创立了社会文化语言学，

关注社会身份的话语建构和意识形态动因。（2）2012 年变异社会语言学进入了第三

次研究浪潮，关注社会意义及其变异问题。本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澄清这一交叉融合中

的核心概念并勾画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核心概念包括：社会实践、符号资源、指

向性、立场、社会意义/社会身份和语言意识形态等概念。我们发现，（1）这些概念

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2）这些概念主要来自于语言人类学领域的第三

种研究范式，即从 20 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开始注重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建构主义研

究范式，这为推动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第三浪潮；语言人类学第三研究范式；社会意义、指向性、

语言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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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ircular States of Discourse Power Relations in 

Soci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vity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uang LAN 

 

Abstract: The correspond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focuses on the causes of 

the inequality among various powers, aiming to reconstruct the power relations through 

empowerment or de-powerment embodied in social discourse.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is 

research that all kinds of social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arise due to the breaking of the 

equilibrium of power relations manifested in social discourses. In this paper, we select an 

interview in Topics in Focus1 which can reflect the circular equilibrium of power restr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villagers and the Press as the analysis corpus, and is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a circular equilibrium model of social power relations by analogy with an 

equilibrium state in physic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is model, based on Zhou's research 

on transitivity stratification of material clauses in the discour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proposed by Saaty i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to assign specific weights for each layer of 

transitive material clauses, and finally the results are drawn into the  model to calculate power-

transfer differences of all parties after the interview, so a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incentives 

manipulating the bounces from imbalance back to the equilibrium state of power relations in 

specific social issues. 

Key words: transitive material clauses; power relations; circular equilibrium 

 

 
 

 

 抗疫漫画的多模态认知批评话语分析 

西北师范大学 李晨 

摘  要：基于多模态认知批评视角，本研究探析新闻漫画多模态符号资源蕴

含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机制，研究发现：（1）新闻漫画较多赞美“医护人员的奉献精

神”与“人民的团结精神”；（2）受众解读漫画中多模态隐转喻的过程既反映了其考

虑社会、文化和情感等因素认知事物的特征，也体现了漫画包含的爱国主义与伟大抗

疫精神。通过揭示新闻漫画背后的意义，本研究旨在加深受众对新冠疫情的认识，帮

助其更好地解读漫画承载的价值观。 

关键词：新闻漫画；多模态认知批评；多模态隐喻；多模态转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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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山水诗意象阐释及生态思想世界意义 

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李芳媛 

摘要：中国古典山水诗歌意象优美、意蕴丰富，禅思、诗情、山水生态圆融一

体。通过对中国古典山水诗歌的不同意象的阐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在对外传播中不

同阶段的影响梳理，对进一步扩大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译介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

阐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智慧对当代世界生态文明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山水诗  意象  生态思想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praisal Theory: Based on COVID-19 External Publicity News 

from China Daily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ngjie LI,  Yuan TIAN 

 

Abstract: The COVID-19 outbreak at the end of 2019 i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an international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Politics,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fe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which is undoubtedly a sudden blow to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even the whole of mankind, and its spread and influence has not 

died out yet. The measures for the countries to contain the pandemic have also becom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ies’ image and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andemic situation in China, China has chosen 

to report the facts immediately and transparently, to allow for the world realize the situations 

in time and take corresponding precautions. Among them, China Daily, 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mainstream media for China’s external publicity, has bee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publicizing 

and disseminating what timely and urgent measures China has taken to contain the pandemic.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do 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successfully China’s true national 

image in this pandemic.  

At present, there are abund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discours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How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and peaceful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through discourse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at this stage. This 

thesis is a case-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s results and samples, intending to adopt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 well as a combination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Martin and White’s Appraisal Theory (2003), the 

COVID-19 news texts published in China Daily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1, are 

analyzed in this thesis. Taking the language form as the basis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high-frequency word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ppraisal resources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the appraisal resources in the news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onstruct China’s national image from the engagement system, attitude system, 

and graduation system of language. Thus, it further explains how the media should report 

rationally when cop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unique language form and text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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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ity news discourse, so as to better highlight China’s effective work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OVID-19. Further to conclude, as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a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a defe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ow China can 

more effectively shape and enhance China’s great image as a civilized, oriental and responsible 

country, and contribute to China’s diplomat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VID-19;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the Appraisal Theory; External 

Publicity News; China Daily 
 

 

 

认知判断中非理智因素影响的合理性探究 

福建工程学院 李静 

摘  要：认知判断的非理智因素影响是近年来知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实验知识

论的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大众认知判断受道德、审美、价值等非理智因素的影响。在

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评判者偏向于主体知道不利行为后果，不知道有利行为后果，甚

至在非确证、无真信念以及葛梯尔化的情况下，也倾向于认为主体知道某事。但是，

主流的知识论认为，主体是否知道某件事情，与事件本身的好坏无关，与信念的内容

和想要达到的期望无关。为了调和非理智因素与理智主义的对立，本文在广义语境主

义基础上，主张非理智因素考量触发了归赋者对命题 p的评价态度，影响归赋者对主

体关于命题的认知状态强度的判断，从而间接地影响知识归赋语句的真值。 

关键词：认知判断；认知副作用效应；非理智因素；广义语境主义 

 

 

 

第二人称指向的批评性话语标记语用规则分析 

——以“不是我说你”“你也是”“你看你”“你倒好”为例 
 

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 李龙胜 

 

摘  要：本文通过对第二人称指向的“你看你”“不是我说你”“你也是”“你

倒好”四个批评性话语标记的语用规则进行分析，以图示形式绘制了语用规则图。发

现这四个话语标记语用内部规则较强、批评程度有差异。 

关键词：第二人称指向；批评性话语标记；语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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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灾害应急简明汉语简化标准研究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李木子 

摘  要：在华外国人因语言障碍是突发灾害时的信息相对弱者，使用难度等级较

低的简明汉语发布应急信息可帮助外国人有效避难。简化标准是制作简明汉语应急信

息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自建城市洪涝灾害应急语料库的量化研究，分析了应急文本的

语言特征，确定了简化对象，并按照“语篇、语法句法、词汇”的简化顺序，论述了

简明汉语的简化标准当如何制定。在语篇层面的简化中，要选择含有“核心信息”的

应急文本，其次当从应急文本中提取“核心信息”。在语法句法的简化中，需将长句

变为短句，简化句子结构；祈使句标志性词语与复句关联词尽量使用 HSK四级以内词

汇；被动句变主动句。在词汇的简化中，应将专业词汇改为日常词汇或加以注释；不

使用四字成语、模糊语言、缩略语、文言词语。 

关键词：应急语言；简明汉语；洪涝灾害 
 
 

 

 

“国、古、方、外” 

——论早期华语形成及初步发展的四个视角 
 

暨南大学 李权 

 

摘  要：现有的华语研究多集中在当代华语，而对其产生及初步发展的研究还有

所不足。就已有的研究和认识来看，早期华语是伴随着清末民初中国人下南洋而形成

的，语言面貌与早期国语高度一致。然而，受到地域、社会、语言接触等多方面的影

响，早期华语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其独特性。 

早期华语在形成和初步发展中主要受到早期国语、古汉语、外语、方言四个方面

的影响。刁晏斌（2019）指出，早期华语是早期国语的“整体移植”。以当时影响力

较大的华文报刊《叻报》和《新国民日报》为例，两份报纸在栏目设置上主要包含国

内新闻（指中国）、国际新闻、本地新闻、广告等内容。可见当时南下的中国人对祖

国具有很深的认同感，非常关心国内的形势和情况。从叙述视角来说，早期华语与早

期国语并无明显区别，均以中国人的视角展开，一些新闻直接从国内报刊原文转载，

说明早期华语是以早期国语为“底本”而形成的。在具体语言现象中，诸如同素异序

词、简缩词、异形词等在两地的词形及频次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见，早期国语对

早期华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在发展过程中，早期华语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处于古代汉语向现代

汉语的转变时期，此时华文报刊中依然存在不少文言成分，例如句首、句末语气词

“夫、惟、盖、者、也、矣、焉”，连词“倘、若、如、苟、设”等，这些词语体现

出早期华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性特征。  

除了语言内部的发展，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也导致了早期华语的变异性，如南下的

中国人多来自闽、粤、琼三省，他们常用的闽、粤、客方言在华文报刊中也非常多

见，例如“暗牌”（暗探）“头壳”（脑袋）“头家”（老板）来自闽方言；“唔”

（不）“咁”（那么）“落力”（努力）“落货”（卸货）来自粤方言；“担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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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信套”（信封）“滚水”（开水）来自客方言。另外，还有普遍存在于南

方方言中的“有+VP”形式，在早期华文报刊中也比较普遍。 

由于地处英属殖民地，早期华语还受到殖民地官方语言英语以及当地人所使用的

马来语影响。前者表现在大量在早期国语中基本不用或频次很少的音译词，如“盎

司、安士”（ounce）“巴仙”（percent）“的/德士”（taxi）；后者如“羔丕”

（coffee）和“巴杀/刹/煞”等。还有一些报道或广告中的地址、名字直接“借形”，

或与其对译形式并存共用。 

综上，文章以早期华语的词汇及语法现象为基础，尝试提出研究早期华语的理论

框架，即以早期国语为主体，包含一定数量的文言成分，从而体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的

过渡特征。此外，从社会层面来看，南下华人以及当地社会情况均对早期华语产生影

响，主要表现在方言与外语两个方面。多方视角有利于更为清楚地认识早期华语的面

貌，对东南亚华语、普通话以及全球华语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早期华语；形成与发展；四个视角 
 

 

英语的中国化 

——中国英语还是中式英语 
 

深圳平冈中学 李胜云 

 

摘  要：随着英语的全球推广，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学习和使用英语，在其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与所谓的“标准”英语不同

的、受中国语言和文化影响的本土化英语，这就是英语语言的本土化现象，即英语的

中国化，学人一般称之为中式英语、中国英语等。本文将归纳国内外学者对英语中国

化现象表述的各种说法，然后分别梳理有关中国英语、中式英语的各项研究，包括它

们的定义、性质、理据、学科发展，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关系，中国英语研究的未

来趋势等。文章认为，中国英语、中式英语都是英语本土化的语言现象，是提升中国

话语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英语中国化；中国英语；中式英语 
 

 

双峰方言评价话语标记“正是”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李思洁 

摘 要：普通话中语用标记研究频率远高于方言。双峰方言话语标记“正是”在话

轮句首、句中和句末时有不同的语用功能，同时其具有较强的评价义，包括正面、中

性和负面三种语义色彩。 

关键词：正是；话语标记；评价；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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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 Assessment of Dialect Ident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ianxin LI 

   Abstract: Dialec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armony of language life an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iving spac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leads to the shortcomings of dialect identity 

construction such as exclusivity, inequality, and complexity, resulting in dialect identity crisis,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national u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alect identit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cover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btains 1,650,480 microblogs from 31 provinces relying on sentiment analysis 

technology supported by big data, and explores the causal path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alect identity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key results are: (1) the dialect identity 

of social groups is generally considerable, 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dialect identity. (2) Political Support (PS),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R) had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ialect identity. (3) Economic 

development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alect identity.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alect identity by deepening the policy of 

dialect identit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dialect identity in 

disadvantaged areas, and building a synergistic system of multiple subject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people. 

Key words: Dialect identity;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Sentiment analysis techniques; 

Big data 

 

 
 

 

新疆生态话语语篇中的多模态隐喻 

——认知叙事研究视角 
 

西安工业大学 李秀芳 

 

摘  要：本文以国家公文宣传中的生态话语、新疆标语宣传中的生态话语和新疆

标语宣传中的民族团结话语为例,借助概念隐喻理论,探讨了宣传标语语篇中多模态隐

喻与叙事的相互作用,展示了社会变迁及环境变化是如何在不同时间、体裁和文化的宣

传话语语篇中被表征和重新语境化的,并特别关注了生态话语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

隐喻的关系、生态话语在不同文化中的本地化宣传策略变化,揭示了国家通用语言在面

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时，所采用的本土化推广策略。 

关键词：生态话语；新疆标语宣传；多模态隐喻 

 
 

 



74 

 

Stance and Identity in Esports Discours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Ya’nan LI  

Abstract:The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Sports (esports) have grown tremendous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rms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esports fans and official accounts postings on social media reveals esports discurs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a corpus of more than 100 postings and comments about League 

of Legends (LoL) on Chines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Weibo were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to see how esports fans utilize different linguistic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when sharing opinions, expressing stance and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toward official accounts’ 

postings. While this quantitative survey can neither be regarded as comprehensive nor 

conclusive, and it is considered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detecting and categorizing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stance and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online linguistic data. A quantitative survey 

is complemented with a qualitative discussion to account for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onceptual, relational and affective meaning of esports discourse. This 

speaks for a discursive approach for studying stance in conflict and disagreements. Through 

stancetaking, which involves evaluating, positioning and aligning with others, some 

commenters conveying disagreements with rather sharp, highly stylistic and even offensive 

expressions. Trends in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utilized by commenters expressing different 

stances and identity toward official accounts’ postings should be noted. This bottom-up 

approach emphasizes commenters’ agentive role in shaping their own discours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online comments illustrates reality as constituted by negotiation over taken-for-

granted concepts in the digital ag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large-scale 

platforms like Weibo and how online commenting is used to (re)frame issues.  

Key words: stance; identity; esports discourse; Chinese social media 

 

 

 

Chronotopes, authentic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Fujialu village in China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ongqing LI 
 

Abstract: Situated in the field of semiotic landscape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ujialu, a rural village in eastern 

China, as an “authentic” site of “red tourism” related originally to historical sites and places 

that record China’s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1921-1949. Based 

on photograph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the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chronotope as an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examine processes of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authentication as well as acts of spatiotemporal configur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case study unfold the excessive constraint and determination of socio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sign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village’s agency in this process, suggesting that the semiotic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for tourism is not inevitably driven by economic but 

sociopolitical purposes. This paper thus adds a new insight to the literature of tourism that has 

not ye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opolitical forces on place-making in today’s 

era of mobility and globalization where commodification has been commonly taken as a 

dominant factor structuring tourism discourse.   

Key words: chronotopes; authenticity; politicization; semiotic landscape; China; r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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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航领域语言治理的历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梁砾文，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蓉晖 

摘  要：语言在民航国家及全球治理中作用重大。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历程说明

语言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现有讨论较为零散。本文在时间维度将新中国以来的民

航发展分为艰难创立时期（1949-1977）、建设民航大国时期（1978-2005）和建设民

航强国时期（2006 年以来），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场域、每个场域分别从语言实践和语

言功能两个方面，系统性的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航语言治理的发展历程。梳理

这一历程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民航语言治理如何发挥整体化的系统作用，推动中国民

航治理的发展，在民航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建构适宜的区域及全球环境，并以

此为突破口深入讨论语言治理相关议题。 

关键词：新中国；民航；语言治理 

 

 
 

浅析网络语言中的“Adj+虚词/停顿+NP”结构 

福建师范大学 林玥 

摘 要：通过对网络语言中常见的特殊句式“Adj+虚词/停顿+NP”进行分析，综合

陆俭明、杨德峰等人对易位句的观点，将其归类为易位句。还参考了郭琳对易位句的

句法、语义以及语用层面的研究方法，并综合施春宏的构式语法观念，对这一特殊结

构句法特点，语义特点以及语用特色进行分析，发现该句式多与图片或音频等超语言

形式共现，其语义中心的前移程度随褒义色彩的消失而递减，最后，状态形容词很难

出现在该结构中。 

关键词：网络语言；语用；构式语法 
 

         基于“大道”的《黄帝内经》术语体系研究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凌德祥   

摘  要：世界文明均源于天文历法，中国古代学术理论也均基于天文历法为核心

的“大道”。《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今天人们读《黄帝

内经》和《易经》、《山海经》和《道德经》等古代所谓玄秘奇书看似非常难，其

实，这些书当时恐也均为相对较为通俗。 

《易传·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即所谓

“大道至简”。古代奇书今天极难解读，难在数千年来繁多曲解误传，难在未能获得

“至简大道”之关键，更重要还源于时代或社会文化的演变，用“局外”的文化视角

试图认知解读“局内”的概念体系的认知错位。 

任何学科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和识读规则。道为医根，德为医本，医不

离道，离道非医。中国医学延续有十道九医传统。《黄帝内经》内含非常丰富“大

道”理数及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真正激活《黄帝内经》等古代文化必须先要“入局”

至简大道中阳阴五行等理数，才能真正认知、弄懂、弄清《黄帝内经》等古代文化。 



76 

 

“大道”肇始于“一画开天”，迄今至少已上万年。大道之学(道学）至少在商代

以前已形成完备的体系并曾作为中国最早的学问流派，盛行并影响了华夏古代文明数

千年。但几千年来因道图的变易、错玄以及道学的泛化、俗化和宗教化，加剧了大道

的玄妙怪诞，加之儒家删改编释，仅保留的部分大道内容，又因儒家并不太通天文、

理数，删编释解多有丢失曲解。春秋时“大道”主体即已基本远离日常实用，即所谓

“大道废”，大道及其理数概念已十分混乱费解，道及阴阳五行也几成神秘玄学的代

名词。 

“大道”正式清晰的定名应始自春秋时期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精髓，清晰明确给“道”及“万物”命名并简明扼要给出定

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同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非常明

晰、高度概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简要介绍

了“大道”形成与发展。这段话历来被人们作太过高深或玄虚化解读了。文字、数字

给我们认知客观事物带来便利，如不得其法、不入其门反会形成文字障、数字障。 

 据传老子曾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概括得非常准确。俗话说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至简之“道”或真传那一句话即老子高度概括的“一二

三”及阳阴诸理数。无独有偶，2500 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 570-前 495

年）也认为“万物皆数”，数是宇宙万物本原。 

 本文通过对华夏文明之源“大道”术语体系及其历史演变的缕析，深入诠释了

《黄帝内经》大道阳阴为纲、大道五行为目及干支节气理数为序的医道术语体系，揭

示了《黄帝内经》自然及人体的阳阴五运（五行）、大小周天、先后天、生成数等系

列概念的取法依据，以更为贴近《黄帝内经》成书时期的语言文化及医学视角，激活

并浅显易懂地阐释《黄帝内经》及传统中医学在内的一些重要医学术语的科学文化语

义，充分彰显《黄帝内经》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大道”；《黄帝内经》；术语体系 

 

 

 

认同标记“对了”的表达功用及其演化历程 

上海师范大学 刘超 

摘  要：认同标记“对了”在共时上的特征表现为句法上是独立小句，既可以用

于交互对话也可以用于自我陈述，有相应变体，具有自标性质；语义上实际意义虚

化，具有主观的确认意义和承接的追述意义；语用上具备篇章衔接功能，其衔接的前

述内容和后续内容主要有“重复强调”“解释说明”“引申评论”三种关系。历时演

变过程具体为先是从跨层结构演变为由形容词和动态助词组成的句法结构，随后词汇

化为动词，词汇化完成后作为应答语的非标记用法，语用化为认同标记用法，并继续

扩展，包括非应答语的用法和第二种意义的出现。演变主要涉及词汇化和语用化，词

汇化动因为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句法结构中语法性成分的功能的衰退，机制为重新分

析和相邻句位；语用化动因为语篇交际的语用因素，机制主要涉及人际功能的强化和

篇章衔接的整合性。 

关键词：认同标记；“对了”；篇章衔接功能；词汇化；语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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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语名词产出丰富性的衰老关联度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刘楚群  

摘  要：文章从词汇丰富性的三个维度——密度、多样性、复杂性测算了老年人

口语名词产出丰富性与衰老之间的关联度。调查显示，名词密度和名词多样性的数

值，老年人整体上都要高于中年人，高龄老人明显高于低龄老人，其中 75-79岁这个

年龄段是名词密度上升的重要转折点；名词复杂性的数值，老年人整体上高于中年

人，但高龄老人整体上要低于低龄老人，其中 80-84 岁是老年人名词复杂性变化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通过熵权法把密度、多样性、复杂性三项指标的数值综合成丰富性数

值，得出结论：老年人口语名词产出丰富性整体上显著高于中年人，高龄老人的名词

丰富性要高于低龄老人，其中 75-79 岁是老年人口语产出名词丰富性上升的重要转折

点。总之，衰老不会导致词汇量的减少，但词汇使用有变简单的趋势。 

关键词：老年人语言；词汇密度；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丰富性 

 

 

 
 

关于网络文字交流语言赘余及夸张现象的思考 

浙江财经大学 刘春燕 

摘  要：随着手机、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微信、QQ 等社交软件已经成为了人们

日常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但由于受网络交流的时空局限性、交际的情感需求表达要

求及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泛娱乐化的影响，人们在线上使用文字交流时，多会较为刻

意地选择使用夸张化语言渲染自己的情绪，如使用大量的表情包、语气词、夸张词汇

“死了”“极了”“不活了”等进行赘述，由此在进行网络文字交流时出现了语言夸

张膨胀现象。本文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析网络文字交流

语言夸张化、赘余化的原因，并通过现状分析做出理论阐释。 

关键词：网络文字；语言赘余；夸张现象 
 

 
 

销售洽谈情境下的人际关系互动研究 

江苏大学 刘冬雪 

摘  要：在销售洽谈拒绝言语行为中，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表现为拒绝常常导致

失败。近年来，基于西方的言语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和面子论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

有很多，且多采用语篇补全测试的方法，缺少基于真实语料基础上的分析研究。据

此，结合社会实际调查中获得的语言资料，从四个方面对销售洽谈拒绝言语行为进行

分析。文章首先阐述了销售洽谈言语理论，认为销售洽谈言语行为是一种带有明确目

的性的、有等级的、有节奏的话语活动。在此基础上，对销售洽谈拒绝言语行为进行

界定和分类。最后，从表层形式和深层语用这两个方面对销售洽谈拒绝言语行为使用

的策略做出具体说明。 

关键词：销售洽谈；人际关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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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of Online Mainstream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A Case Study of COVID-

19 on Weibo 

 
Chongqing University  Qianxun LIU 

 
Abstrct: In new media ag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more difficult to handle. Since 

March 2022, COVID-19 has broken out in Shanghai. Faced with languag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languag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summari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with the help of corpus 

tools, so as to help media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meet new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dopted by mainstream 

media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bs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Speech Act Theory in 

sociolinguistics. Take March 17, 2022 toApril 1 as the time node. Take “COVID-19 in 

Shanghai” as the key word. Use web crawler tool to establish a small corpus of weibo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analyze specific c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trategies of mainstream media ’ s weibo in order to provide language assist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y analyzing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of mainstream media on Weibo to the 

“COVID-19 in Shanghai”, this study have the following four public opinion strategies: (1) 

Timely commitment and speech sequence. (2) affirm intimacy and demonstrate empathy. (3) 

with a healthy sense of humor to express optimism (4) refuted rumors, in time to rebuild public 

trust.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ainstream 

media to respond to online public opinions need to make good use of facts and dat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mainstream media comments. These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enhancing mainstream media’s ability to deal with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preventing public opinion risks. 

Key words: Online public opinion; Sociolinguistics; COVID-19; Mainstream media 

 
 

 

Repetition as a Stylized Identity Marker in Online Group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Qing LIU 

 

Abstract: As a ubiquitous communicative device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repetition 

calls attention to the prior utterance, claims its relevance, maintains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constructs identity. Building on the extant research in repetition, a one-year online ethnography 

has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repetition that are not observed in 

offline conversations and to explore how it is stylized as an identity marker in online speech 

commun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repetition is used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to maintain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o perform both collective & individual identities and authentic & 

inauthentic identities. Interlocutors in the group chat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petition as a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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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lend in, rather than the semantic meanings conveyed by re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meta-

discursive data demonstrate that the group members are well aware of repetition as a distinct 

style in this particular group chat. They impart the special usage of repetition to newcomers 

and thus produce and reproduce repetition as a stylized way to perform group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repetition is not only a discursive strategy to mainta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is stylized,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as a way to signal identities in this particular online 

speech community. 

Key words: repetition, stylization, identity, group chat, CMC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 analysis of Local  

specialty restaurant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uai LIU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large number of “urban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originally 

from Henan provin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case studies of Henan restaurants situated 

in Songjiang University Towns. It seeks to identify the ways in which the restaurant owners 

mark their presence in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hrough the signage of their 

shopfronts and premises. By infusing existing multimodal analysis with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ELL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two Henan local 

restaurateurs display their specific cultur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age of their premises, combined with ethnographic interviews, unveils the 

restaurateurs’ strategies to enact their cultural and ethnic Henan identity through their shopfront 

signs, menus and premise decorations. 

Key words: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local specialty restaurants; analysis 
 

 
 

界面研究视域下对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大连外国语大学 刘兆浩 

摘  要：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对语言学与政治学的界面研究进行了梳理。对

该界面研究中的“朝向”、研究目的、学科定位、方法论、语言学研究者优势等进行

分析后发现，政治语言学形成于语言学的“政治转向”，强调服务语言学的发展，应

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政治学缘起于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更关心政治学的

繁荣，应是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虽然目前在语言学与政治学之间已经实现了部分概

念、理论、方法等的“跨界”，但是在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政治学研究中以上方面的差

别依然很明显；对于语言学与政治学界面研究的开展，语言学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

独特优势。 

关键词：界面研究；政治语言学；语言政治学；交叉学科；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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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O. Henry and 

Lu Xun’s Short Stories—A Case Study of Human Being 

Metaphor 
 

Shandong University   Xike  Lu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O. 

Henry and Lu Xun’s short stories according to Lackoff & Johnson’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n Metaphors We Live By. On the basis of their theory, the author identified the 

ontological metaphor, structural metaphor and orientation metaphor in the corpus, and sub-

classified each metaphor. This study targets to answer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O. Henry and Lu Xun’s short stories, working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short stories, and the contributors to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ir work. The study shows that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pervasive in O. Henry and Lu Xun’s work.  Ontological metaphor takes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the data, followed by structural metaphor and orientational metaphor. 

The reasons for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in the authors’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herence, 

are also given.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short story, human being metaphor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in a Zhuang Village in the China-

and-Vietnam Borderland 
 

Yunnan University   Zhenyao LU 
 

Abstract: As a localized sociolinguistic concept,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ELS) 

have gained an increasing import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Despite the 

nation-wide promotion of ELS, previous studies seem to center on the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e cosmopolitan cities whereas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peripheral region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Given that Chin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bordering countries,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ELS in the borderlands. Adopting ELS (Li, Rao, Zhang & Li, 2020)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at ELS have been available to a Zhuang-centered 

minority village in Yunnan bordering Vietnam and how local people respond to the Covid-19 

related messages . Based on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ree village chiefs and six 

Zhuang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and language background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language services available to Zhuang people who are lack of proficiency in 

Putonghua, and village chief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language broker translating Putonghua-

mediated messages into Zhuang oral language through the multiple social medi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an shed lights on providing effective language services for Chinese multilingual 

population from peripheral regions. 

Key words: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Zhuang people, China-and-Vietnam 

borderland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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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earning Vietnamese in Yunnan 
 

Yunnan University   Mengyi LUO 

Abstract: As a key educational hub linking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Yunna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pace for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Following Duff’s multiscalar approach of theorizing social dimension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2019),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Yunnan. By selecting six participants of with learning Vietnamese with 

different length of periods from one year to five years, this study reveal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hinese students majoring in Vietnamese at micro-, meso-and macro-levels. The 

study also shows how Chinese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learning challenges by mobilizing 

various resourc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language learning is mediated in the broader process of th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 Vietnamese, Yunna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21 十大网络流行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辽宁大学 罗娜 

摘 要：本文将以社会语言学为框架，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 2021 年十

大网络流行语的来源、构词方式，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其形成原因，进一步对

其入选原因、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明确这些网络语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

仅具有网络语言的基本特点，而且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故而得以广泛传

播，并通过分析网络语言的利与弊对网络语言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网络流行语 构词特征 原因 

 
 

 

社会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交叉视野下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名称翻译问题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吕可 

 

摘  要：通过查阅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考察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拉丁字母文本“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是汉语内部的拼音文本转换还是语言翻译之间的转换。结论是：“冰墩墩”

和“雪容融”的拉丁字母文本不属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拼写方案，这种转换依靠的

是语音相近的原则直接翻译成英语的人名。通过社会语言学调查显示：尽管英语是国

际通用语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翻译成英语只适应英语母语者，并不适用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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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母语者，也不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通过翻译学理论分析冬奥会

吉祥物名车特色及其类别归属，并对未来国际活动吉祥物的英译名称提供相应建议。 

关键词：北京冬奥会；吉祥物；拼音 

 

 

 

Linguistic landscaping in Huaihai street: commodified language, 

imagined community, and symbolic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Chaojun M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LL) of a commercialized Japanese 

neighborhood in Suzhou,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how linguistic signs are 

distributed across this territory and the ways in which all signs are put together to shape an 

imagined Japanese community in times of symbolic economi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utilized to examine and make sense of the large data set collected from LL photos, 

street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Statistical results lay bare the linguistic visibility of the LL 

of the research site Huaihai street. The in-depth qualit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LL of 

Huaihai street could help consumers obtain a strong sense of a link to Japan and invite them to 

co-construct an imagined Japanese community by highlighting Japanese cultural symbols such 

as food, manga, language, and architectural forms. This is further explored in discussion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point that the various semiotic resources that the LL of Huaihai street 

encompasses have framed this place as a sinicized imagined Japanese community that targets 

Chinese consumers in the era of symbolic economies. This paper finally leav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L and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China. 

Key words:Linguistic landscape; symbolic economy; commodified language; 

Japanese neighbourhood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形象在政治话语中的构建 

——以《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为例 
 

齐齐哈尔大学 马冬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在

国际上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政客开始散布各种言论来抹黑中国，破坏中国形象。其中，以台湾问题为由

的恶言恶行不尽其数。为此，国务院台湾事物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特发表了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在展现中国追求统一的坚

强决心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政客分裂中国，抹黑中国的险恶用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因此，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结合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用费尔克劳

夫的三维分析模型对《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行语言学分析，探

究中国形象在政治话语中是如何构建的。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在文本分析层面

上，白皮书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2）在话语实践层面上，白皮书如何阐释

中国形象？（3）在社会实践中，白皮书如何解释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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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在文本分析层面上，词汇的选择、隐喻的使用以及被动语

态和情态动词的大量使用，一方面重申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与现状；另一方

面就台湾问题，中国政府绝对不让步，绝不妥协，构建了中国政府理性、有理有据、

态度明确、坚决实现统一、捍卫国家主权的国家形象。第二，在话语实践层面上，基

于费尔克劳夫的互文性理论，对白皮书进行互文性分析，主要运用了以引用为主的显

性互文性，以及以修辞和结构为主的成构互文性。前者有条有理地梳理了台湾省的历

史，后者便于公众理解白皮书所传达的内容以及发表目的。第三，在社会实践的层面

上，一方面警告了“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指明了台湾省的未来发展前景，另

一方面发表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塑造中国形象的有效途径。反映出中国政府愿为和平统

一创造广阔的空间，也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中国政府不

承诺放弃使用武器，不会给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在解

决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有理有

据、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不怕困难、坚决维护领土完整、捍卫主权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中国形象；政治话语；构建 

 

 

试论当代网络用语生成及流变的修辞路径 

——以“哔哩哔哩”视频平台萌宠区标题、评论及弹幕语言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马佳帅 

 

摘  要：网络语言代表了当代汉语发展方向中的一个分支，具有不同于其他语言

变体的修辞特征和衍变机制。宠物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此范围的许多网络用

语的修辞都具有一定的推广性，分析其生成及流变的现象及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

握当代汉语发展的特点。以视频分享平台“哔哩哔哩”萌宠区为例，总结当代网络用

语生成的修辞路径：象形化谐音，如“蛄蛹者”“猫猫虫”；高色彩词语新解，如

“逆子”“铲屎官”“拆弹”“反骨”；反常式类推，如“猪咪”“猫德”“大哈”

“猫猫祟祟”“喵星人”；方言词转码，其一是汉字字形转码，如“炫”“修”，其

二是语码改换，如“jiojio”“rua”等。除隐喻和转喻机制的作用、强势模因的推动、

追求陌生化效果等原因外，网络用语的表达形式“目治＞耳治”是其生成及流变的基

础，基于语形修辞化的语形失控、语义活跃是网络用语生成及流变的内在动因。 

关键词：网络用语 当代汉语 修辞 哔哩哔哩 萌宠 

 

 
 

方言音系中普通话接触变异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楠 

摘  要：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和方言间的接触频度和强度不断增

加，这种接触在目前方言区双言接触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方言语音发展演变带来了不

容忽视的影响。 

本文基于社会语言学的田野调查，以豫西北晋语部分方言点为主要个案调查对

象，同时参考多地方言报道材料。文章首先描写音系中接触性变异的特征，基于变异

材料划分出音值变异、功能变异及转移、合并、新增等不同的接触变异类型。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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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森（Thomason 2001，2003）及吴福祥（2007）语言接触理论指导下分析方言-

普通话接触性变异的原理和特点。多数变异通过音类替换、增减和功能变化不断向普

通话读音靠拢，对新派音系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方言-普通话语码交替过程

中，方言人基于同源语素建立起的朴素的方言-普通话语音对应关系是接触性变异发生

的关键。这和汉外接触及民族语言接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因素的参与下，方

言与普通话的接触将持续引发方言音系的一系列变异，并影响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进

程。 

关键词：语言接触；语音变异；普通话 

     

 

 

基于礼貌原则视角中韩线上医疗咨询话语分析对比研究 

青岛大学 马天韵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线上医疗咨询平台“丁香医生”和韩国 NAVER知识 iN

（지식 iN）上的医生和咨询者的对话各 10 组，总 20 组对话进行话语分析。基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 ，顾曰国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为理论框架审视中韩

线上医患咨询会话中的礼貌现象。中国的特点分别是尊敬、打招呼、表示感谢、致歉

和祝福；而韩国分别是敬语法、表示祝愿、表示感谢、打招呼。最后得出中韩两国线

上医疗咨询话语中都会使用尊敬、打招呼、表示感谢、祝福的方式。但两国的尊敬方

法略有不同。中国会使用“请”、尊称这样的方式来抬高听话者的地位，从而表示自

己的尊敬和礼貌，而韩国则是通过尊敬阶终结词尾、先语末词尾“-시-”来抬高听话

者的地位，从而表示尊敬和礼貌。另外，中国人还会通过道歉表达自己对做得不周到

的事的歉意，缓解对方的不满，促进双方的和谐沟通。最后本文尝试组建咨询模板和

医生回答模板，以构建良好的线上医疗平台医生与咨询者的沟通机制。 

关键词：礼貌原则；线上医疗咨询；话语分析；中韩对比 

 

 

 

言语幽默中语用预设研究 

——以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及其汉译本为例 
 

南华大学 马晓骁 

 

摘  要：预设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预设的研

究最早始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20 世纪 60 年代，预设开始进入语言学领域，成为语

义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随着对预设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发现预设对语境非常敏感，

它和言语交际双方以及语言外的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于是人们意识到应该把预设作为

一种语用推理去研究，语用预设的概念便应运而生。语用预设，作为人类交际中一个

普遍使用的现象，是研究言语幽默生成机制的重要研究焦点。近年来，虽已有很多研

究从语用预设的特性与种类的角度，阐述语用预设如何引发言语幽默。然而，运用言

语幽默概论延伸理论探究语用预设触发言语幽默生成机制的研究寥寥无几。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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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王尔德的戏剧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及余光中的汉译本中含有语

用预设且表达言语幽默的文本句，建立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以言语幽默概论延伸理

论作为理论基础，探讨言语幽默中的语用预设如何触发言语幽默，分析译文中是否保

留了语用预设，旨在为言语幽默概论延伸理论提供实证支持。 

关键词：语用预设；言语幽默概论；翻译转换模式 

 

 

 

基于 TECCL 和 NESSIE 语料库的英语学习者 

因果连词使用对比分析 
 

郑州大学 马阅辉 

 

摘  要：本研究基于韩立德与哈桑的衔接与连贯理论，对中国学生万篇英语作文

语料库TECCL (Ten-thousand English Compositions of Chinese Learners (the TECCL Corpus)

和英美本族语者英语作文语料库 NESSIEV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Similarly- and 

Identically-prompted Essays, Version 1)，进行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议论文因

果连词使用的对比研究。本研究基于如下假设：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因果连词使用频数

大于母语者。本研究试图解决如下问题：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因果类连接词的使用频

数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使用频率最大和最小的因果类连接词是否

具有相似性。本研究对于教师的英语议论文写作教学与学生的英语议论文写作中因果

连词的恰当使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TECCL；NESSIE；因果连接词；统计分析；英语写作 

 

 

 

 

语用预设下“反向凡尔赛文学”话语幽默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 毛莹岚 

摘  要：网络流行语反应了一个时代的特征，而“反向凡尔赛文学”话语正好抨击

了社会炫富的浮夸风气，同时其幽默风趣的语用效果也为大众带来了欢乐，营造了良

好的社交氛围。而分析其幽默效用，语用预设能够提供解释说明。“反向凡尔赛文

学”是一类先扬后抑的话语类型，言说者会在话语结尾来个出乎意料的大反转。所以

当言语交际发生之时，听话者的心里会有一个预期。但话语结束之时，实际的语用预

设和听众预先的假设会发生冲突，从而让听众跟随语境改变之前的语用预设。因此幽

默正是在这种不和谐的冲突中产生。本文从预设的种类、特点以及触发语三个方面，

分析了自媒体平台“小红书”和“抖音”上部分点击率较高的“反向凡尔赛文学”话

语，解释了其幽默产生机制。同时发现，此类话语为社会注入了正能量，也提高了大

众言语交际水平。 

关键词：“反向凡尔赛文学”话语；语用预设；话语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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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综述 

宜春学院  梅之星 

摘  要：近年来，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的成果不少，但综述性研究尚较缺乏，且

未能系统反映语音研究相关方面的新进展。对已有的赣方言语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现有研究在赣方言语音的音系描写和特色语音研究上有较多成果，对赣方言分区、客

赣关系等热点问题也探讨较多且争议较大；在音变研究上，主要注重分析语音历时演

变规律，共时变异的实证研究还在发展初期，但日益成为新的增长点。未来研究还需

扩大研究内容和区域范围，在多点语料调查基础上加强理论建构，并综合运用多种视

角，尤其是以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来提升赣方言本体研究和接触研究的水平。对

赣方言语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赣方言的语音面貌尤其是当下发展

趋势，也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补充和参考。 

 

关键词：赣方言；语音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应 X 尽 X”构式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牛天志 

摘  要：“应 X 尽 X”是汉语中常见的一个构式，其基本构式义为特定范围内应该

完成某种行为的成员都要实施相应的动作。该构式中的非固定成分 X 通常是单音节的

动词或动词性语素，以及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应 X”相当于“应 X 的”，是体词

性成分，与谓词性成分“尽 X”存在条件关系。判断“应 X”与“尽 X”的施受关系

的依据是“应 X”与动作行为“尽 X”的实际发出者的一致性。构式整体在句法结构

中可担任谓语、宾语和定语，其语义类型主要包括传递命令、展示成果和提供建议三

种。 

关键词：“应 X 尽 X”；构式语法；语义；句法；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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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用视域下中国企业宣传片中的英汉语码转换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  孟莎莎、王晓冬 

摘  要：随着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各国企业都在努力

运用各种手段积极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宣传方式，企业

宣传片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为了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企业宣传片，同时帮助中国

企业更好地制作宣传片以提高中国企业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本研究以中国企

业 500强名单中随意抽取的 5家企业宣传视频为语料，涵盖钢铁，材料以及服务行业，

以 Sperber 和 Wilson(1996)的关联理论为基础，尝试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企业

宣传片中的英汉语码转换现象。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1）中国企业宣传片中语码转换的使用特点是什么？ 

（2）企业宣传片中为什么会出现英汉语码转换现象？ 

（3）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如何更好地解读企业宣传片中的语码转换现象？ 

调查发现，语码转换的次数高达 28 次。此外，语码转换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

在这些宣传片中的任何层面上。在这 5 个企业宣传片中，高频率的语码转换总是通过

这些企业宣传片中的图像和文字发生，而直接以语音形式在英语和汉语之间进行语码

转换的频率并不高。此外，本探究还发现语码转换的使用与一些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有关。同时，本文还尝试运用关联理论中的明示推理过程和最佳关联理论对这些企业

宣传片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希望本文一方面能够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企业宣

传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制作这些宣传片的企业提供一定的指导。 

关键词：认知语用学；语码转换；中国企业宣传片；关联理论 

 

 

 

评价理论视角下中国主流媒体 

对“佩洛西窜台”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  欧阳磊 

摘  要：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对“佩洛西窜台”报道为语料，将话语文本进行归纳

和整理，借助语料库工具，依托 Martin 评价理论下的态度系统分支框架进行批评话语

分析，对报道文本中态度资源词汇进行观察分析，探寻其分布规律，研究中国主流媒

体对佩洛西窜台的主要态度，最终解构出中国为维护祖国安全和统一的信心。研究发

现，中国媒体对“佩洛西窜台”报道多使用批评态度的判断或情感词汇，抨击佩洛西

窜台将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挑衅行为，强烈反对佩洛西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关键词：评价理论；“佩洛西窜台”；中国主流媒体；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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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方言中的特殊构式“VV+C” 

北京理工大学 潘映辛 

摘  要：人口迁入迁出、普通话普及以及地域条件等因素使得方言的传承受限，

丽水方言呈现出普通话化、使用群体断层化以及缺乏体系与文字记录等问题，方言研

究仍有巨大的探索与发展空间。“VV+C”是丽水方言中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构式，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与实地观察探究“VV+C”的构式特征、语义背景以及与普通话动

词重叠式的比较三大问题，以期对丽水方言语法问题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V”

为该结构核心动词，“C”通常为结果补语，该构式赋予普通“V+补语”结果义、处

置义、动态性等属性，为语句增添独特的语气变化，在搭配、动作时量、语气与已然

未然等方面与现代汉语动词重叠式存在一定的相似与差异，在丽水地区日常语言运用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丽水；方言；动词重叠；构式；VV+C 

 

 

言语社区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治理 

——以游戏社区的网名治理为例 

武汉大学  邱哲文 

摘  要：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依据言语社区的五要

素，可以发现有众多言语社区存在于网络空间中，微博、微信、淘宝、游戏都可以被

视为言语社区的一种。网络言语社区的语言是网络语言治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针对网络语言治理的理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本文结合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

理论”探讨网络语言治理的社区特性。本文首先考察现有的网络语言治理体系，发现

这些体系都建立在，语言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协商参与解决不同层次语言问题、分空间、

分层面进行的一种语言规划模式的定义之上，这一做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网络

空间的社区性，为发展言语社区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治理理论提供了启示。网络语言治

理研究采用言语社区视角，一方面可以让网络空间走向分化、细化，深化人们对不同

网络言语社区中语言问题和特点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为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和规划

打开新的思路。 

本文以游戏社区中的网名治理为例，采用线上收集和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记录

网名及由其引起的言语活动，同时对网名所有者进行访谈，分析网名的语言特征和使

用心理，发现游戏社区不乏高雅优秀的网名，也存在需要治理的网名，主要集中在滥

用繁体字、异体字，随意使用詈骂语、低俗语、恶俗语，含有人身攻击、性别歧视、

地域歧视、种族歧视等。结合访谈内容，发现网络游戏言语社区的互动模式、游戏内

容、社区设施及网民心理，是影响网名产生和使用的主要因素。本文最后为游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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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名治理提供建议：加强游戏社区的文化建设，营造互动的和谐氛围；增加安慰话

语，提高游戏友善度，抚慰游戏落败者情绪；建立社区自治设施，共同治理“三俗”

网名，建设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言语社区；游戏社区；语言治理；网名治理 

 

 

 

浅谈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的文化传播 

吉林大学 任畅 

摘  要：在学科属性上，语言的国际传播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研究视野

较泛化，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探讨。“中国语言生活皮书”编纂十五周年暨“语言生

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在会上回顾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十

五年：九大实践、九种理念和未来发展。在九大理念中，提到大华语及中文的国际传

播。中文作为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的公共文化产品，必须不断充实人类古今的知识含

量，并具有合适的国际应用标准和国际教学标准。关于汉语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是指

建立在世界各国对汉语需求的基础之上，汉语走向世界的语言传播现象，汉语国际传

播是中国社会以汉语言文字走向世界为桥梁，在国际社会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

活动，它对实施国家的文化传播战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语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环境下提出的，它是“国际传播”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具体体

现。如今更倾向于将“汉语国际传播”理解为以中国语言文化学习和交流为桥梁的

“文化传播”，这一理解将“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不囿于汉民族文

化）都纳入其中，是一种具有国家文化战略发展意义的“国际传播”。我们要研究清

楚目前关于汉语国际传播的研究现状、文化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以及关于文

化如何传播的对策研究。 

“汉语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

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环境下提出的，它是“国际传播”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具

体体现，虽然它是基于语言传授来承载和传播文化信息，“汉语国际教育”是其传播

的重要形式，但其性质从根本上说还是“文化传播”。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多元化，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研究与前些年比，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

未来的研究中，对文化传播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完整、系

统、全面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研究体系。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必须抓住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从国家战略高

度来重构汉语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创新汉语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以全面提升我国的

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文化传播；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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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的国际话语权范式 

中央财经大学 任国征 

摘  要：必须重视中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尤其是国际层面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海外传播，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并以此建立中

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范式。中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迫切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构

建完善的国际话语体系，从国际现实出发和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

概念、新表述、新理论，引领国际话语、设置国际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建构强

大国际话语传播载体，进而建立中国社会语言学海外传播范式。 

关键词：中国社会语言学；当代传播范式；国际话语权 

 

 

 

语言功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功能论纲》述评 

中央民族大学  单莹 

摘  要：语言功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功能论纲》的作者主要

依据民族地区语言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在微观个案层面探讨语言使用状况及特点与语

言功能的问题的基础上、上升到宏观理论层面，重点探讨少数民族语言认同、民族语

文政策和规划、双语教育等问题，为语言功能研究及语言政策制定等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语言功能论纲》；语言生活；语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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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安全的角度看朝鲜语的文字改革 

北京语言大学  邵磊 

摘  要：语言安全是指语言自身生存不受威胁、语言关系与语言秩序稳定可控、

国家和社会各领域语言服务保障到位的一种状态。语言安全分为语言的主体内安全、

语言的主体间安全、语言的主体外安全三个面向。中国朝鲜族，与朝鲜半岛两国的主

体民族族源相同，语言文字相似。因方言及语言政策的不同，中国朝鲜族、朝鲜及韩

国三者的语文行文有所不同，除拼写规范的差异外，还体现在文字使用方面。目前，

中国朝鲜族的语文与朝鲜的国文都采用不混用汉字的朝文专用体，韩国早期以近代以

来形成的传统——韩汉混用体为主，近 30 年则逐步放弃汉字、走向与朝鲜相似的韩文

专用体。从语言安全的三个面向来看，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语文——朝鲜文应朝向朝汉

混用体进行文字改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向世界传

播中国声音等方面都有着可期待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安全；朝鲜语；文字改革 

 

 

 

论地域方言的社会性和社会方言的地域性 

山东师范大学  邵燕梅 

摘  要：语言的支派或变体称为方言，根据各自的突显特点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

言，地域方言其突显的特点是地域性，社会方言其突显的特点是社会性。这显然不是

同一标准划分的结果，不是同一视角下的分类。我们认为，社会方言作为地域方言的

寄生性变体，离开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无法自足，即在社会活动中社会方言一般不能

独立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目前语言研究视域中的“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为相

对而言的两个概念，二者不仅并不对立，而且也几乎并不存在相对而言的关系。相对

于通语，地域方言是地域上的支派或变体，地域性就是其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其社会

性的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具有比较完备的语音、词汇、语

法子系统；二、以地域构成语言使用的社会性群体，是该使用群体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社会方言的社会性表现在：一、寄居于地域方言，没有完备的语言系统，一般不能独

立应用于交际活动；二、社会方言的社会性皆具有地域性，没有超地域的社会性。 

关键词：地域方言；社会性；社会方言；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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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gmatic Exploration of “Ke Wu (可恶)” in Internet 

武汉大学 石钰莹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any words are endowed with new 

mean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present studies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politeness and impoliteness expressions in Internet language, with few on the pragmatic use of 

a single word in Internet.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ed 100 expressions including the use of 

“Ke Wu” in Weibo,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unctions and targets of “Ke Wu” when people use 

it in Weibo.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use “Ke Wu” for diverse purposes towards different 

groups of targets. The implied speech act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Ke 

Wu” can b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peaker’s complain about others, self-complain, admiration 

for others and self-praise.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enrich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words in Internet and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 vivid language environment. 

Key words: speech act, Ke Wu, target, function 

 

 

 

青海回族托茂人语言适应研究 

陕西理工大学  史冬梅 

摘  要：青海托茂人官方认定的民族成分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过去主要使用蒙

古语，现在主要使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具有蒙古族、藏族、汉族和回族多元文化特征。

托茂人原居住于青海省海晏县，1958 年，因国防建设需要，150 余名托茂人与周边蒙

古族和藏族离开海晏县，集体迁往祁连县及海晏县周边地区。本文依据田野调查材料，

以青海回族托茂人为研究对象，探讨托茂人搬迁后的语言适应行为、影响因素及语言

适应的特点。研究表明，1958 年至今，托茂人的语言适应经历了三个阶段：海晏县时

期以蒙古语为主、汉语方言为辅阶段，托勒牧场时期以汉语方言为主，蒙古语、藏语

和普通话并用的多语阶段，以及 21 世纪初以来全面转用汉语方言、蒙古语处于极度濒

危阶段。托茂人的语言使用由蒙古语为主转为汉语方言为主，受人口迁移、通婚、学

校教育和偶发事件因素影响。托茂人的语言适应具有代际差异性、实用性、建构性等

特点。 

关键词：青海回族托茂人；语言适应；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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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互动视角下“谢谢”隐性否定用法的功能与机制 

  四川大学  斯彦鑫 

摘  要：“谢谢”除表达感谢（“谢谢 1”）之外，近年来还流行起了一种表达负

面情绪或评价的用法（“谢谢 2”）。本文认为，这种新型用法属于隐性否定，本质上

是为凸显说话人主观感受并达到某种间接言语行为而使用的话语策略。本文基于语料

库及社交平台上的真实用例，考察了“谢谢 2”的结构特点及分布特征，并结合社会语

言学与会话分析理论探析了其语用功能和演化机制。 

结构特征上，“谢谢 2”具体以下特点：1）主语和宾语都有固定的指派性，主语

为第一人称，宾语绝大多数用第二人称，且出现主语“我”时基本可以判定为“谢谢

2”；2）可以和语气词、副词性成分搭配，强化负面情绪；3）整体而言，多分布于句

末及话轮末端，具有一种先交代背景、再抒发情绪的倾向性。 

语用功能上，按照言语行为分类比按照情绪意义分类具有更佳的可操作性和实用

性。“谢谢 2”按照反语原则理解可以分为三类：1）示意功能：“言此及彼，弦外有

音”，又可分为：a）申辩功能：重在抬高说话人观点的理性或立场的正确，同时贬损

对方的片面、偏颇、错误；b）告诫功能：暗中对受话人发出警告或提醒，根据双方权

势的差距带有不同的表达倾向；2）宣泄功能：类似一种詈词的“文明化”外壳，用于

宣泄对于受话人感到的不满，甚至可以达到比直接顶撞更强的冒犯效果。3）调侃功能：

可以视作反语原则（Irony Principle）的复用情况，表达肯定含义的同时具有幽默诙谐、

自嘲自省的效果。 

演化机制上，作为敬语的“谢谢 1”内隐了一段心理距离，是发展出“谢谢 2”的

前提条件。“谢谢 2”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礼貌策略，通过反讽实现对他人的冒犯与贬损，

目的是凸显说话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在起到上述某种言语行为效果的同时，暗中敦促

或逼迫对方作出让步与妥协，以及时修复交际关系，否则将被迫承受谴责压力。最后，

网络违禁词限制了詈词的使用，这种缺位造成的代偿机制是衍生出“谢谢 2”的现实因

素。 

    关键词：交际互动；隐性否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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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气候外交形象研究（2006-2021） 

——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 

青岛大学  宋丽宸 

摘  要：气候外交作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议程中博弈的主要方式，已成为全球

气候治理中愈发重要的议题。本文选取德国媒体在气候外交领域有关中国形象报道的

80 篇语料自建小型语料库，采用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沿着语料库主题词

分析、互信息分析、索引行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路径对德媒所建构中国气候外交

形象的历时变化及媒体话语策略分析，研究得出德媒视域中的中国气候外交形象存在

由领导力场域“边缘”趋近“核心”的转变；媒体话语策略包括事实选择性报道、隐

喻建构形象、注重权威人士观点三种。对此，本研究提出自塑中国气候外交形象的建

议为：一方面与国际媒体形成话题互动，健全中国国际传播舆情监控及回应机制，注

重气候外交话语治理；另一方面，注重民间力量在气候外交领域的发声，在实践层面

寻找中西方的交集与融通。 

关键词：气候外交；中国形象；德国媒体；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 

 

 

 

宋辽时期汉语借词在西域的使用 

新疆师范大学  宋箴颜 

摘  要：宋辽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的高峰，民族交流交融空前繁

荣，西域各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根据文献记载，可将宋辽时期西域分为

“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和“西辽王朝”两个阶段。本文结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等社会背景，分别梳理西域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借词的使用情况，分析汉语借词

的重要地位及其成因。 

关键词：宋辽时期；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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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求层次理论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嬗变 

——以湄公河五国为例 

广西大学  孙瑞 

摘  要：国家需求决定了国家在语言政策制定上的行为逻辑，可以通过分析国家需

求的变化来解释国家语言政策的嬗变规律。语言政策视域下的国家需求包括生存需求、

发展需求、融入需求和国际影响力需求等四个层次。文章结合湄公河五国的具体案例，

考察了国家需求层次与国家语言政策嬗变之间的共变关系。 

关键词：国家需求层次；语言政策嬗变；共变 

 

及物性视角下中瓦新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 

北京邮电大学  孙旭、孙雁雁 

摘  要：新冠疫情自 2019 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具有高凸显度的事件之一，国

内外主流媒体对其报道层出不穷，这些看似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背后蕴藏着不同国家

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笔者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以韩礼德的及物性系统为指

导对《人民日报》和《维拉时报》中关于中瓦举行抗疫合作会议的两篇新闻报道进行

分析，旨在比较两国新闻语篇的及物性特点及其揭露报道背后蕴藏的两国意识形态差

异，进而分析其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两国报道的及物性应用过程中，“物质过程”

小句均占比最高，其次是“言语过程”小句和“心理过程”小句，过程的选取与使用

基本符合新闻语篇客观性的要求。这说明选取的两种语言的两篇报道均较为客观，且

在报道中将对方国家构建为一个追求政治互信且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大国形象，用词间

也展现出了两国近年来友好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及物性系统；瓦努阿图；新闻语篇；对比分析  

 

中国军人形象的多模态隐喻与架构解析 

——以中国 2015-2020 征兵宣传片为例 

江苏开放大学  孙雪羽；南京师范大学  汪少华 

摘  要：文章选取我国 2015-2020 年 17 部征兵宣传片作为多模态语料，对多模态

隐喻进行了 6 种基本隐喻的分类解析，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反映中国军人 3 种主要形象

“有本领”、“有荣誉”、“有品德”的架构解析，建构了中国军人形象的多模态隐

喻架构模式，为多模态隐喻和架构理论在军事宣传片的有效运用和传播提供跨学科的

理论探索途径，为更好提升中国军人形象、讲好中国军人故事提供视频宣传片的理论

研究借鉴。 

关键词：军人形象；征兵宣传片；多模态隐喻；架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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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异的社会隐喻 

——以独龙语的语言变体为例 

昆明理工大学  覃丽赢 

摘  要：变异是语言系统的内在属性，语言变体是社会动态进程不可或缺的一个部

分；任何言语社区都存在着语言不纯一和变异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的语言事实和正

在成为过去的语言现象不断在构建新的语言历史事实。语言结构能够反映和体现社会

结构，并在相互的创造性进程中积极表征社会结构。本文通过使用多点民族志和复数

位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独龙族迁徙线路、自然地理环境、族群接触、宗教信仰等方面

的分析，以独龙族在不同地域和场域下形成的语言变体为研究对象，从方言变体和语

域变体两个角度分析独龙族同一族群内部对同一套说辞系统 swaŋ⁵⁵kʰa³¹（SWK）和

mlan ⁵⁵kʰa³¹（MLK）的理解及分类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以及独龙族社会内部从语言

意识形态到社会进程上的区域性差异进行阐释。最后，以 SWK 和 MLK 为“地方性概

念”的独龙族集体记忆指征，以及以此为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四对关系：语言的分离性

和流变性、指向性和偶然性、神圣性和世俗性、自在性和自为性被提炼出来。作为社

会系统隐喻的它们在任何自然语言中都以恒定状态存在，它们是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

的联系，是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内在普遍规律的反映。 

关键词：独龙语；方言变体；语域变体；SWK 和 MLK 

 

 

 

主持人语用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类型中美对比分析  

——以儿童访谈类节目为例 
 

山东大学  覃孟 

摘  要：本文基于语用身份理论，对比分析了中、美儿童访谈类节目中主持人的语

用身份建构特征及其异同。研究发现：1）中美主持人在节目中构建了嘉宾介绍者、话

题引导者和气氛活跃者三种主要的语用身份；2）不同类型的语用身份构建时，中美主

持人话语实践类型的倾向有所差异，在气氛活跃者这一语用身份时区别明显。本研究

丰富了对语用身份建构的对比研究，在理论方面，运用Tracy和陈新仁的身份理论及话

语实践类型对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的语用身份建构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主持人话语研究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实践方面，对主持人如何运用语言实践来建构其身份，从而

拉近与嘉宾、观众的心理距离，对成功主持儿童访谈类节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语用身份；身份建构；语用类型；主持人话语；中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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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action between Sisters :  

A Case Study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Sun Yat-sen University  Xiaoshan TAN 

Abstract: Human beings as social animals carry with them a multitude of identities. 

Identities, however, are neither stable properties, nor products before interaction, but arise 

within interaction-at-talk.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combined 

offer us the pathway to probe into interlocutors’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ir use of 

language and their roles in turns-at-talk. With one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sisters 

as datum, the present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they buil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how they 

display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as elder sister and younger sister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on 

one hand, sisters manifest a bond of solidarity by covering for each other and fighting against 

other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parent’s scolding and from others’ undue requests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distance comes as power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sisters. The 

elder sister’s requesting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from the younger sister, and lecturing and 

criticizing her are unanimously responded to by the younger sister with solicited information 

giving and criticism acceptance, though maybe with reluctance. 

Key words: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Talk between sisters 

 

 

 

从自然村落名看地域历史文化——潮汕钱坑镇村落名考察 

韩山师范学院  汤燕 

摘  要：地名是区域地理环境与民俗风情的见证。作为地名基本组织单位的乡村地

名能直接呈现乡土中国最为质朴的生存图景，展现基层社会的真实诉求。通过对潮汕

地区钱坑镇 90 个自然村落名的分析，以及地名方言特征词的语源考察，发现人口迁徙

对该地地名的深层影响。同时，该地自然地理风貌、居民生产生活场景、浓厚的宗亲

观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都在地名中有着鲜明体现。研究显示，自然村落名在

地名研究中有着特殊的价值，理应受到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自然村落名；方言词；地域历史文化；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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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媒体报道中老年人形象的话语建构 

重庆交通大学  唐邓玲  

 

摘  要：全球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老年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在传播媒介高度

发达的今天，探究媒介话语如何呈现老年人至关重要，有利于展现老年群体真实鲜活

的存在，逐步消除负面化、刻板化和边缘化困扰。本研究基于我国英文媒体 CHINA 

DAILY 和加拿大英文媒体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涉老新闻

报道语料，考察媒体新闻报道使用的话语策略，探究藉此建构的老年人形象，对比分

析中加媒体在老年人形象建构方面的时空异同。 

 

关键词：老年人形象；媒体话语；话语策略；形象建构；中加对比 

 

 

 

  

企业社会身份认同建构的批评隐喻研究  

郑州大学  唐锦萍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就业、健康、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企业的社会身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身份帮助企业定义和展

示自我，从而向公众传播其理想身份，而企业在对社会身份的建构中经常采用隐喻这

一强大的话语策略。本研究基于批评隐喻分析理论，选取了 15 份 2021 年国内重点企

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分析了报告语篇中隐喻的运作模式和理解机制，探讨了国内企业

如何利用隐喻建构其社会身份认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篇中的隐喻类型

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且在行业中分布不均衡。企业主要通过战争类隐喻、旅程类隐喻、

建筑类隐喻来分别建构“抗击疫情的支援者、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行者、员工家园的

建设者”等社会身份认同。本研究扩宽了批评隐喻分析的适用范围，拓展了企业身份

建构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有助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关键词：企业身份；身份认同；批评隐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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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acking the impacts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fer in “English 

Numbers”: How do L2 English students from China identify “English 

numbers”? 

 

Lingnan University  Hongyi TAO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L2 English learners from China have 

positive or negative language transfers to their big English number learning and fills the gap 

on language transfer effects of L2 English learners on their big English numbers acquisiti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and six in-depth face-to-face 

interviews as a data collection method.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transfer of L2 

English learners in big English number learning are sometimes alternated. This alternat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 units and the asymmetry of the units. Especially in the 

asymmetry, there are three patterns: 1) the change of number measurement unit in Chinese, 

while the English unit is unchanged, may produce negative transfers; 2) the English unit change, 

but the Chinese unit is unchanged may produce positive transfer; 3) Chinese and English units 

changes in sequence and negative transfer appears. 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transfer in reading 

comes from the difficulty of comprehension. They have to calculate big numbers first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expression of large numbers in English. The main difficulty in 

spoken English comes from L2 English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 measurement units first 

appearing in the brain, which causes more delays if they want to quickly express large numbers 

in English. This article not only updates knowledge on extant language transfer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English L2 teaching in big numbers. 

Key words：Language transfer; Positive transfer; Negative transfer; L2 English learners; 

Big number; Number measurement unit 

 

网络语言生成及其传播机制研究——以土味情话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  田学军、王兰香、田博雅 

摘  要：土味情话被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列入“2018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土味情话是随着网络直播视频流行而出现的一种言语样式。土味情话通常是利用打诨、

“挑逗”的言语交流实现在营造氛围、缓解压力、放松心情中传递爱怜、好感、撒娇

等相应情感，达成出其不意、轻松幽默的反转语境效果。土味情话可以粗略地划分为

语音类、字词类、修辞类和视觉类等四个类别。土味情话的语用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

违反合作原则（违反质的准则、违反关联准则、违反方式准则）和违反礼貌原则（违

反得体准则、违反慷慨准则、违反赞誉准则、违反谦逊原则）。 

关键词：土味情话；违反合作原则；违反礼貌原则；语用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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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语言社会化研究：理论、方法和内容 

浙江师范大学  汪婷、兰良平 

摘  要：语言社会化视角将语言、文化和思维的发展视为同步，近年来成为外语课

堂话语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该领域中一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

提出一个综合的、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通过细读文献我们发现，该领域的核心概

念包括指向性、立场、能动性、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生态

系统；在方法上注重聚焦课堂和学校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分析中结合课堂民族志和话

语分析。我们还对学习者能动性、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建构问题进行重点评述。

最后，我们指出，由于该领域注重层级分析，在注重课程思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应该

引起课堂话语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语言社会化；课堂话语研究；能动性；指向性；立场；意识形态 

 

 

安徽绩溪青年群体方言-普通话语码转换宏观模式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汪璇 

摘  要：本研究以社会语言学中的语码转换现象作为切入点，描绘绩溪青年群体语

码转换的宏观模式，探究在中国存在广泛的方言-普通话双言社团中的语言使用者的语

言使用情况，分析语码转换行为的发生频率及语码转换行为与交际对象、交际环境之

间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青年群体语言态度、语言认同等问题。 

关键词：语码转换；语言生活；语言态度 

 

北京话特色词汇在当地年轻人中的使用状况 

中央民族大学  王博翔 

摘  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收集问卷 106 份，分析问卷 46 份。调查点为

东城区和西城区、海淀区和朝阳区、房山区，调查对象为 15-35岁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年

轻人。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分析北京话特色词汇在当地年轻人中的使用状况，

并总结居住环境、性别、词类对使用状况的影响程度，以求预测北京话发展趋势，为

北京话词汇研究提供典型个案。 

关键词：北京话、年轻人、使用状况、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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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景观的时间维度——基于中国地方博物馆的田野调查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陈欣 

摘  要：语言景观能够呈现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但现有研究尚未在系统符号

分析中纳入时间维度。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地方博物馆进行田野调查，并基于 Scollon & 

Scollon（2003）提出的地理符号学框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语言景观能够

通过文字字形、字体、载体、内容等符号呈现社会变迁，且语言时间符号在构建语言

景观符号聚合的过程中可与其他系统符号产生互动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语言

景观研究的时间维度，以期为该领域学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语言景观；博物馆；地理符号学；时间 

 

 

 

脱口秀表演中的话语节奏停顿现象研究 

南开大学  王纯 

摘  要：大多数有关停顿的研究都是仅凭借语感，缺乏系统性和实验语音的证

明。本文以脱口秀表演过程中的停顿现象为例，对话语停顿的影响因素和类型展开研

讨，将语音停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句法结构、韵律结构、语义结构和成分长度。并在

此基础上对停顿的类型进行切分定性，以具体实例为支撑分为语法停顿、语用停顿和

语误停顿。回归话语本身，本文对其动态属性（时长、位置、频率）和语速进行观察

分析，对表演者的语速、停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从反应信息组块、计划时

间、修辞效用等功能性角度对话语停顿的具体功能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话语停顿；脱口秀表演；实验语音 

 

 

 

A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of Letter to Shareholders in Annual 

Reports by Chinese and US corporations 
 

Wuhan University  Jia WANG 
 

Abstract: As a section most read by readers of the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 the Letter to 

Shareholders is a quick way for the common shareholders to learn about a company’s past 

performance and growth prospects. This genre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However, there are no relevant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s two small corpora containing three 

Letters to Shareholders each and carries out a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on data collected from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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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corpo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Bhatia’s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framework,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a move analysis in the dimension of text and genre, 

analysis of interdiscursive features concerning the dimension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etters to Shareholders genre, 

usually containing six moves, needs to serve informational and promotional purposes. 

Professional experts achieve communicative purposes by appropriating different discourses 

with complex interdiscursive features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The text, genr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this professional discourse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urrent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cluding the invasion of promotional culture and the two major 

tendenc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Key words: Letter to Shareholders; Critical Genre Analysis; interdiscursivity 

 

 

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语言观的演变和新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王佳宇 

摘  要：本文对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语言观的嬗变和新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

究。传统社会语言学领域的语言研究集中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如变异语言学、多语

研究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移民现象的日益频繁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社会语言学视

域下的语言观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将语言视作一种多模态符号或视语言本身就是多模

态的。在对这两种新的语言观进行分类阐述时，本研究考察了社会语言学领域出现的

关于语言研究的新概念和新方法，旨在探讨语言的本体论问题，如什么构成了语言，

语言在多模态实践中的地位、研究路径以及社会语言学最新发展及其启发。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多模态；都市语言实践；多元语言实践 

 

 

店铺名称与招牌中回族社区群体对社会身份的建构 

——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民族美食街为例 

湖南大学  王捷 

摘  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民族美食街的语言景观，通

过手机相机拍摄店铺招牌，并在店主同意下穷尽式采访店主关于店铺命名和民族文化

背景的问题，搜集第一手资料。理论分析上，借助 Ben-Rafael 的结构思路，从以店主

为代表的个体出发，讨论语言景观建构的社会身份，以及这种建构行为背后的理性动

机，得出宽巷子社区的形象特点。研究发现，在文化宗教认同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宽巷子的主导形象由回族构建，集中体现在美食街西段；美食街东段，语言景观构建

的形象和店主的实际身份都比较混杂，体现了宽巷子社区形象的多样化。 

关键词：语言景观；身份建构；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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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中 

不同类型知识点的例句模态使用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王佩佳 

摘  要：例句是汉语教学中用来讲解语言点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在实体教室中，

例句可以通过口头表达、板书、PPT 展示等多种形式呈现。但在线上教学情境下，例

句的呈现方式则以 PPT 展示为主，例句呈现的模态对学习者汉语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

响。课堂教学一般以知识点为教学单元，不同类型知识点的内容、目标不同，所使用

的模态类型也应有所差异，因此，不同类型知识点讲解中例句的模态使用方式是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下，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中例句呈现的模态使用差异大、种类多，各模态下

教学效果如何尚不明确。本文以“第三届全国研究生汉语教学微课大赛”中获特等奖

与一等奖的 14 例语言类教学作品为材料，采用视频编码手段分析不同的例句呈现模

态，并归纳不同类型知识点的教学中例句呈现的不同模态使用方式；然后通过问卷法

和访谈法，对国际中文教师和汉语学习者分别展开调研，从教师对模态的使用选择、

制作难度、使用效果以及学习者的主观感受、认知负荷、学习效果等维度，总结出线

上教学中不同类型知识点的例句呈现模式特点及其适用条件。 

在智慧教育逐步普及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可为教师在不同教学内容的例句模态使

用方面提供建议，优化例句呈现方式，兼顾学习者的普遍规律与个性化特点；最大化

发挥线上教学优势，提高学习者线上学习体验满意度和学习效果，进一步促进其中文

学习。以线上教学中例句呈现模态为切入点，更新国际中文在线教育教学理念，提升

中文学习效果。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例句呈现；多模态 

 

 

 

大学生对晋方言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南京大学 王鹏翔、盛林、刘一梦 

摘  要：本研究运用社会心理学配对变语试验法和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以普通

话、外语（英语、德语）为对照，调查大学生对晋方言（太原市、忻州市忻府区、忻

州市保德县）所持的语言态度。研究主要调查两方面问题：（1）变语差异角度：通过

英语、汉语普通话、晋方言变语语言态度的比较分析和德语变语与其他变语语言态度

的对照分析，以及与二十余年前同类实验的历时比较，看变语差异对当今语言态度差

异的影响；（2）区域差异角度：对判断者家乡区域差异及发音人变语区域属性展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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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通过延伸实验调查变语区域属性的强调对语言态度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新大学生群体的语言文化观有更强的语言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信心；以太原话为

例的大城市方言的语言态度评价既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又有较多的群体认

同感；晋判断者对晋方言态度显现出矛盾性；能力、人格及魅力三维度的评价是虽不

相同却互相影响的关系，其中人格维度相对最为稳定。 

关键词：晋方言；语言态度；配对变语试验法；变语差异；区域差异 

 

 

 

语言变体和语料规模对情态动词使用的影响 

澳门大学 王珊、周洁 

摘  要：在情态动词使用的研究中，语料规模对其特征的影响争议已久，语言变

体的区分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英语情态动词为研究对象，以系统功能语言

学情态理论为基础，划分不同情态动词的情态值，在 GloWbE 语料库的总库以及不同

的英语变体子库和 ICE 语料库中进行检索，进而探究不同情态动词的分布在不同变体

和不同语料规模中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就变体而言，情态动词的分布在 GloWbE

语料库不同的英语变体中差异不大；就语料规模而言，不同情态值的情态动词在 ICE

语料库的分布基本与 GloWbE 总库保持一致。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情态动词时，应当

注意语料库的平衡性，在保证语料平衡的前提下较小的样本量也能够满足研究需求。 

关键词：情态动词；情态值；变体；语料规模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主题词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晞 

摘  要：社会属性是语言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而对于社会发展变化反应速度最快

的则是词汇。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工具技术，采用 BFSU PowerConc 1.0 和 IBM Word 

Cloud Generator 对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7-2021）的主题词进行量化统计，生成可视

化主题词云，并进一步从共时、历时角度对主题词特点、规律进行考察，对围绕主题

词的词群进行主题表达分析，以了解语言与社会的共变，结合社会表征等相关理论对

其进行阐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词汇的使用见证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轨迹，

统计结果表明，“发展”是中国政府目前及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归纳分类“发

展”呈现的词群，我们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对今后的工作重点与方针政策有相

对精准的把握。 

关键词：主题词；《政府工作报告》；词群；语料库；社会变迁 



105 

 

中国手语会话中的句末重复形式及其互动功能 

复旦大学  王雅琪 

摘  要：本文从互动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基于《中国手语会话语料库》，运用会

话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手语会话中的句末重复形式及其互动功能。中国手语会话中

的句末重复有“XX”和“XYX”两种模式，“XX”模式的句末重复主要为完全重复

和句末动词、形容词重复。“XYX”模式的句末重复主要为相对固定的语法形式，如

VXV 结构，指示手势和疑问词的首尾重复、否定词句末重复，以及其他相对灵活的重

复形式。从互动功能来看，句末重复具有提示话轮可能结束处、确认交际对方跟上当

前话轮、凸显互动行为、强化交际意图以及强调焦点信息等作用。并且，手语句末重

复的互动功能是多重的，句末重复的形式及其序列环境与其互动功能紧密相关。 

关键词：中国手语会话；句末重复；形式；互动功能；会话分析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隔代养育话语的变迁及建构 

——基于《父母必读》杂志的文本分析 

山东大学 王亚坤 

摘  要：伴随着家庭内部育儿压力日益增大，隔代养育成为我国重要的补充养育

形式之一。研究通过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1980 年至今有关隔代养育的文本进

行分析，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杂志文本的再现策略并识别了再现背后的社会“主题”。

结果发现，文本对隔代养育话语的描述经历了从“越俎代庖”到“雪中送炭”再到

“锦上添花”的定位变迁。区别性的话语再现源于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

的力量组合差异，包括扩大家庭与核心家庭的交织、传统育儿理念与科学育儿话语的

拉扯、家庭情感连接与个人自由需要的博弈。 

关键词：科学育儿；隔代养育；代际合作育儿；现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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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隐喻视域下新闻媒体话语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 BBC 涉华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郑州大学  王月 

摘  要：新闻报道中，隐喻被媒体广泛于向公众建构国家形象。本文采用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基于 Wmatrix 半自动识别和 MIP 人工辅助识别方式，以 2020 年

至 2021 年间 BBC 涉华新冠疫情报道 40 篇为语料，在批评隐喻视角下探究英国媒体

BBC 新闻话语的隐喻表达及其背后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广播公

司 BBC 采用“战争隐喻”“犯罪隐喻”“游戏隐喻”“灾害隐喻”等十种隐喻类型，有选

择性地构建中国形象，把中国构建成“疫情防控中的玩家”、中国政府“不顾公民自

由强制防控”、中国“为了政治掌控而提供疫情帮助”等诸多负面形象。本研究为我

国对外传播和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提供启示。 

关键词：批评隐喻分析；新闻媒体话语；国家形象构建 

 

 

 

“中国人在线”——以互联网为媒介的 

中国国族认同的话语（再）生产 

爱丁堡大学  王志威 

摘  要：对于国族/民族主义话语的研究却将重心过多放在了其政治维度上，从而

忽略了构成其话语性本质的其他同等重要的维度。对于国族/民族主义话语是如何在中

文互联网上被各种社会政治行动者加以日常（再）形塑的进一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此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对于国族情感的线上表达的政治动员性的过度关注从而

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它，并且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于中国当代线上（及线下）世界的

“社会科技生态学”的更为丰富的见解。研究问题包括：1.什么样的国族/民族主义话

语被日常呈现在中国的数字媒体平台上？2.在中国国族认同的线上话语（再）生产的

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政治行动者（尤其是普通网络用户）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何种程

度上他们表现出了对于“中国性”的不同的或者甚至互相抵触的理解？3.从中国国族

认同的线上话语（再）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关系、结构和机制？

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反映出了线下的现实状况与发展模式？我遵循“话语分析法”的研

究路径并且采用“民族志”方法论来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点”为“新浪微

博”与“哔哩哔哩（B 站）”。首先我对上述两个数字媒体平台上的日常国族/民族主

义讨论做了“线上民族志观察”。在新浪微博上，观察重心放在了围绕着能激起国族

情感的主题或客体而进行的特定讨论上；而在 B 站上，此研究重点观察了依附于特定

的能激发国族感受的视频之上的弹幕评论与视频评论区内的内容。如果通过观察法获



107 

 

得的数据不足以回答我的研究问题，我将对我从线上观察中精拣出的中国国族认同在

各个平台上被话语（再）生产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做“深度线上质性访谈”

以补充通过观察法获得的数据。我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法”来分析所得数据。此研究

得出了初步的研究发现。首先，新浪微博和 B 站上的国族/民族主义话语是很多样的。

其次，政府与两个平台虽然在决定更为基本的国族表达框架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

用户对于具体的国族/民族主义话语的实际解释与调用却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而且普通用户不仅互相之间会就对于“国族性”具体成分的解释产生争论甚至争吵，

他们也会直接或间接表达出对于官方定义的“主流话语”的一定程度上的异议，虽然

他们的表达形式会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日常性、散漫性与玩乐性。最后，新浪微博和 B

站上的国族认同的话语（再）生产的过程不仅取决于两个平台各自的技术给养性与限

制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线下世界中既定的一些社会政治机制与框架。 

关键词：国族认同；国族/民族主义话语；日常国族性/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

数字民族主义 

 

 

 

认知视角下的傣语民间植物分类 

云南民族大学 文宁茹 

摘  要：植物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人类诞生以来，从维持基本生存到

满足高级层次的心理需要都依靠植物实现。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在识别和利用植物的过

程中不断吸取经验，经过大脑加工后便创造了大量的植物名词。作为一个封闭、独立

的词汇系统,傣语植物名词是傣族认知植物的基础和前提，是傣族生产生活经验的总

结，也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从认知视角出发，以西双版纳傣语植

物名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社会语言学和民族植物学的相关理论，旨在对西双版纳

的傣语民间植物分类进行细致的探究，达到真正认识傣语植物名词中蕴含的传统认知

思维和民族文化精神，从而发掘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认知；植物；民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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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阿跨语言交际中歧解的求证与澄清 

——兼谈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启示 

重庆师范大学  邬峰高 

摘  要：采用中阿两种语言对比分析法、查阅文献法、实地调查法等方法，在中

阿语言文化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以跨语言交际中的歧解作为研究对象，对消除歧解

的求证与澄清进行详细研究，从而找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消除歧解的语块表达和语用

策略。目的是加深人们对误解、歧解的认识，同时，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分析语料和

教学策略。助力二语教学（尤其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语用；歧解；求证；澄清；国际中文教育 

 

“姨姨亲亲”——人宠间的拟亲属关系研究 

赣南师范大学 吴家敏 

摘  要：动物成为家庭成员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追溯历史上的人宠关系，发

现在日常和非日常界限下，都不普遍；但当下社会人宠间的拟亲属关系十分普遍。分

析此现象背后深层民俗逻辑，从情感资本转化、差序格局的泛化和过渡仪礼三个角度

分析饲主、饲主好友和网友三类人群与宠物建立和维持拟亲属关系的不同原因。人宠

间的拟亲属关系展现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亲密关系的期望、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打

破。剖析这一文化现象，能够丰富拟亲属关系的探讨，推进对青年人群的理解。 

关键词：拟亲属；阈限；宠物；情感资本 

 

 

黎城方言尖团音的变异表现及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  吴青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黎城方言的尖团音已从分立逐渐走向合流，处于动态变

化过程中。本文采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黎城方言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以及受

教育程度的发音人尖团音发音现状，发现尖团音的变异与年龄这一社会特征相关性最

高，并重点分析中老年组的尖团音使用，发现韵摄是影响尖团合流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黎城方言；尖团音；社会变异；年龄；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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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英语“读后续写”的文本情感 

——以 2022 年新高考全国 1 卷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吴小妹 

摘  要：高考英语“读后续写”，是指通过提供一段 350 词以内的语言材料，要求

学生依据材料内容、段落开头语和标示出的关键词，续写 150 词左右的故事结尾，使

其发展成一篇与给定材料有逻辑衔接、情节和结构完整的短文。2016 年开始，高考英

语“读后续写”题型逐渐在全国各省市的英语试卷中出现。比如：浙江高考卷和全国

新高考 1卷都有“读后续写”题型，而采用新高考 1卷的省份有 7个，包括：广东、山

东、福建、江苏、河北、湖北、湖南。所以，近年来，“读后续写”成为了研究的热

门话题之一。但是，“读后续写”结合“文本情感”的相关研究仍有待发展。在“读

后续写”过程中，把握“文本情感”，对于确保文本前后的协同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情感研究”在跨学科研究热潮中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以

2022 年新高考全国 1 卷为例，从文本的主题、文本的语言和文本的空间叙事三个途径

分析高考英语“读后续写”的文本情感。 

关键词：高考英语；读后续写；文本情感 

 

 

中日“灰姑娘”型故事比较考察 

贵州大学  肖红 

摘  要：“灰姑娘”型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在许多国家都有流传，

且在故事情节上表现出高度的类同性，对于阐释各民族间的文学关系意义特殊。本研

究选取了中国和日本的“灰姑娘”型故事代表文本，首先分析了“灰姑娘”面对难题

中的农作物，认为故事生成地的农业生产与稻作有所联系，其次讨论了神奇助手的类

型及诞生原因，认为神奇助手反映了原始母系社会的动物崇拜，且都与水稻或稻谷种

植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探讨了“灰姑娘”和“王子”相遇的契机，认为高于家庭的

权力是促使二人相见的重要原因，而权力强制力分别来自集体的宗教信仰、社会习惯、

封建专制统治，宗教信仰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类似的农业发展方

式以及源自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信仰可能是产生类同性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民间故事；“灰姑娘”型故事；比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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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灵”的原始构形理据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西安外国语大学  肖佳丽 

 

摘  要：“四灵”常出现于神话传说、古代建筑、绘画艺术、服饰、器皿等方面，

四灵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汉字也是中

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沉淀，汉字的构型理据中携带丰富的历史信息，在汉字中，我们可

以看到历史的痕迹。“四灵”的原始构型理据中不仅蕴含古人神灵崇拜思想和中华民

族起源的多元性，还蕴含古人具象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四灵；构形理据；文化 

 

 

基于自建北京冬奥会语料库的中国国家身份建构对比研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谢广平 

摘  要：本研究自建小型北京冬奥会语料库，语料来源主要为中国主流媒体 China 

Daily，美国主流媒体 The New York Times 以及英国主流媒体 The Times 中关于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报道。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语用身份论为理

论框架，将中英美三国主流媒体在冬奥会的新闻报道中所构建的中国国家身份类型和

国家形象进行对比，探究中英美媒体对北京冬奥会的报道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差异，

为我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提供启示，同时为语用身份论视角下形象建构研究提供国家话

语论据。 

关键词：冬奥会；语用身份；国家形象；语料库 

 

“太 adj 了吧”的语义韵及社会语言学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  辛玥 

摘  要：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吧”作为一个常用的语气词存在，其语法意义争论

颇多，关于“吧”是否可以出现在感叹句中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发展，逐渐产生了将“吧”用于感叹句中的句式，人们对于这种句式的接受程度也

各不相同。本文选取“太 adj了吧”这一类联结作个案研究，以充足的语料为基础，将

描写与解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语义韵理论及相关软件技术，同时结合社

会语言学问卷调查的辅助，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语义韵；语气词；吧；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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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语言景观研究 

——以红城镇为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徐范、孙慧莉 

摘  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语言景观研究能够促进名镇文脉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

采集红城镇语言景观 218 例，使用 SPSS 建库分析，基于场所符号学和文化语言学理论，

采用田野调查、问卷和访谈法，从语言景观的符号层到文化层，建构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语言景观研究的“二层面三维度”模型并提出建设对策。研究发现红城镇语言景观

的形式特征符合语言政策的相关条例，文化内涵和文化认同状况也表明该镇语言景观

的历史文化传播状况总体良好。 

关键词：语言景观；语言政策；形式特征；文化内涵；文化认同 

 

 

多语背景下语言与身份探究 

——评《欧洲语言与身份——多语城市及公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萌 

摘  要：《欧洲语言与身份—多语城市及公民》（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he multilingual city and its citizens）从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策等视角出发，聚焦欧洲复

杂社会语境下语言与身份这一热点问题，共收录 16 篇相关研究论文。研究者从欧洲语

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多语城市生活面貌、

语言教育政策与实践、语言与身份建构等多个角度，结合现实与虚拟社会场景，分析

移民、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多种社会群体的书面及口头语料，探究语言对身份构建的

影响，探讨语言与身份的关系。本书展示了欧洲多语语境下语言与身份构建研究的不

同视角和最新进展，为语言与身份研究，尤其为复杂语言场景下语言与身份的研究提

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关键词：语言多样性；欧洲;身份认同；语言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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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任总统就职演讲文本对比量化研究 

——基于 coh-metrix3.0 的统计分析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徐善标 

摘  要：美国总统就职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总统执政阶段的基本理念，其

演讲文本集中体现了英语演讲体裁的文体特征。学界就美国总统演讲文本的研究主要

表现为对某一总统的文本进行定性研究；对于定量研究而言，相对较少，其中主要表

现为对某一演讲文本的词频进行研究。目前，大规模的以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讲文本

为语料的研究及其成果为数不多。为探究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文本共性特征和差异性

特点，收集了 59 篇美国总统就职演讲文本为研究对象，自建语料库，进行定量研究。

重点研究：历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讲文本的语言数据具有什么共性特征？近代美国总统

就职演讲与现当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相比，其文本语言数据值，在哪些方面存在显著

性差异？民主党派总统与共和党派总统相比，其就职演讲文本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显

著性差异？运用 coh-metrix3.0 文本分析工具提取各文本的语言特征数据值，包括 11 个

模块，106 个语言维度的语言特征值，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20.0 相关统计方法对文

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先对变量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于正态分布变量数据，采

取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对于非正态分布变量数据，运用非参数两样本检

验进行分析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文本不同定量数据的分

布来看，除了句子长度 （平均单词数）、动词衔接（百分比）以及因果连词的比例等

5各维度的变量数据呈非正态分布外，其他维度的变量数据都呈正态分布。从历时角度

看，近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与现当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相比，其文本语言数据值，在

句子长度（平均单词数）、无代理被动语态密度以及指称衔接等共 77 个维度方面，存

在显著性差异。民主党派总统与共和党派总统相比，其文本语言数据值，在实词词汇

密度、时序连词的比例以及指称衔接（百分比）等共 6 个维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构建了置信区度为 95%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讲文本数值表”。对于呈正态分布

的变量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中的平均值与标准差数据进行统计折算。对于呈非正态

分布的变量数据，采用 50%百分位（中位数）数值、25%的百分位数值以及 75%百分

位数值做参考。研究旨在为研究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文本历时变化趋势特征，以及不

同党派总统就职演讲的文本特点提供定量的参考依据；同时，为研究美国英语的发展

以及总统演讲文本体裁特征提供定量参考依据。 

关键词：美国总统；就职演讲；文本分析；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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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英语语法超语实践的多模态人种志研究 

英国爱丁堡大学  许双 

摘  要：近二十多年来，超语实践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之一，对双语及多语教育、

多语读写能力、语言身份认同、语言与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产生了一系

列影响,也为人类语言机制、多模态、人类认知与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在

语言教学领域，关于超语实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小学课堂中，鲜少有研究者深入高

校课堂，并从学习者视角探求如何通过超语实践更好的促进语言教学。另外，在后疫

情时代，线上教育模式也为超语实践提供了新的语境可能性和挑战。 

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人种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将社会符号学方法引入多模态教学

研究分析，探求线上英语语法教学中的模式，教师基于超语实践采取的教学策略，以

及学生对于超语实践的态度，并对教师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受试者是 2021 届英语专

业的学生，数据来源为在线课堂录像和对学生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分析方法为多模态

转写，主题分析，以及时刻分析。通过与学生的一对一访谈，可更好地了解了学生以

往的学习经历、社会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对其超语实践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

个问题： 

1）线上英语语法课堂的多模态教学模式是什么？ 

2）中国英语教师如何在线上英语语法课堂上实现超语实践，采取了哪些 

策略？ 

3）学生对在线上英语语法课堂上采用超语实践的态度如何？ 

本研究从语言，图像，声音，归纳总结性的表格/思维导图，以及在线课堂的页面

布局五个角度出发，探求各模态的可供性以及各模态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从教师

的角度出发，本研究总结了三种超语策略，分别是解释策略，管理策略，和合作学习

策略。从学生角度出发，本研究概括了超语实践带来的三大积极影响，一是跨越知识

鸿沟，二是降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社交距离，三是帮助建立身份认同。同时，也总结

了超语现象面临的两种困境，一是超语实践与教育目标的平衡，二是超语实践导致的

误解或思维模式转换困难。总而言之，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超语实践，多模态和

后疫情时代的在线教学有机结合，为之后探索超语实践在更为复杂多变的语境下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超语实践；多模态；人种志研究；英语语法；线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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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菠萝”称谓看两岸文化同源性 

福建师范大学  薛诗艺 

摘  要：给事物命名是客观经验和主观认识相统一的语言活动，“菠萝”的异称

体现了两岸同源文化在语言活动中的驱动作用。源于同一族群相同的体认观，两岸在

“菠萝”的成词、命名和语用的过程中，突出了历史同源性、比类同源性和感知同源

性的文化特征。通过两岸文化同源特征的分析，进一步彰显了闽台文化同宗同源关系，

也有利于提高两岸民族文化认同感，以更好推动两岸同心同力共发展。 

关键词：菠萝称谓；成词；命名；语用；文化同源 

 

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山东栖霞民歌的语言特点 

湖南师范大学  闫文静 

摘  要：山东栖霞民歌用栖霞方音演唱,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中可以看

出栖霞方言演变与栖霞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栖霞民歌进行研究，

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其语言特点。从栖霞方音入手考定本字是准确理解栖霞民歌唱词

的前提，栖霞民歌唱腔与栖霞方言字调大体相顺，其押韵以栖霞方言音系为准，栖霞

民歌中丰富多彩的儿化音韵味独特。栖霞民歌的词汇特点主要包括方言词语表义丰富

细腻、方言词语蕴含历史文化信息、书面语词为栖霞民歌增添了古朴高雅的意韵。重

叠的语法形式从音响和情感两方面增添了美感，“两”表序数的用法独具特色。栖霞

方言与栖霞地方文化造就了栖霞民歌独特的语言特点，保护栖霞民歌应与保护方言和

地方文化相结合，使三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栖霞民歌；方言；地方文化 

 

概念隐喻视角下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杨晨 

摘  要：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本论文以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

后的 43 篇海外署名文章为研究对象，自建小型语料库。通过 MIPVU 隐喻识别程序，

对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中的隐喻进行识别。识别结束后，将隐喻按照语义特征进行分

类。因类型较多，主要选取亲友隐喻、建筑隐喻、机器隐喻、旅程隐喻、人体隐喻、

植物隐喻和战争隐喻七个隐喻类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中的隐

喻的使用，能够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化抽象为具体，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声音。 

关键词：概念隐喻；话语分析；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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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崇文镇新老派方言词汇使用状况分析 

吉首大学  杨晨雨 

摘  要：文章从陵川县崇文镇新老派方言词汇入手，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使用

问卷调查方法进行归纳分析，从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调查并研究崇

文镇地区人们对新派和老派方言词汇的使用现状，并结合当地语言政策和使用者的语

言态度等影响因素推测崇文镇地区方言词汇使用状况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崇文镇；新老派方言；使用状况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浙江大学  杨城 

摘  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

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

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

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模型，在组织、

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赋

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

言赋能乡村振兴需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

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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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属称呼语“大姐”和“お姉さん”的认知对比研究 

烟台南山学院  杨国强 

摘  要：称呼语研究是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称呼语不仅反映了人们的行

为、文化和心理背景，也记载着社会的变迁。关于称呼语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内多

数侧重于称呼语的语境研究，即话语者依赖不同的语境，用称呼语来调节双方关系，

将其充当对话顺利进行的润滑剂。但过分强调语境对称呼语语用功能的影响时，却忽

视了语境对称呼语语义分析的影响。并且，在称呼语的研究中过分依赖语境研究，也

忽视了使用者主观认知对称呼语使用的影响。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中日亲属称呼语“大姐”和“お姉さん”进行认知对比

研究。首先，通过 BCC 和 BCCWJ 语料库抽取包含称呼语“大姐”和“お姉さん”的相关语

料。其次利用隐喻理论、数据统计以及原型范畴理论对“大姐”和“お姉さん”的语义范畴

进行梳理，确定并“中心语义”、“中心语境义”、”语义范畴模型”和“语境义范畴模型”。

另外对比分析“中心语义”与“中心语境义”使用频率是否有差异。最后进行中日认知对比，

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本文尝试提出了“中心语境义”和“边缘语境义”等概念，从一定程度上为原型范畴理

论中词义与语境联系不够紧密，在分析中忽略语境的影响等问题贡献微薄力量。 

通过初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预期结论： 

“大姐”的“中心意义”和“中心语境义”有所偏差。即经常使用的语义不一定是人脑中

首先会想到的语义。“大姐”一词经常称呼有非血缘关系的年长女性，根据《现代汉语

词典第七版》解释，“大姐”的“中心语境义”应该是“尊称年龄跟自己相仿的女子”，属于

称呼语的泛化。而“中心意义”则是“排行最大的姐姐”。此种现象偏离了人们对“大姐”的

“中心意义”的认知。 

中日两国对亲属称呼语的认知不同。中国人对“大姐”的认知是基于“中心意义”通过

隐喻扩展到其他“边缘意义”，这是中国人认知中关于礼貌的体现。日本人对“お姉さん”

认知中体现的礼貌同中国人基本相同，但是大多数体现的是“表示对对方尊敬”的功能。

另外，日本人不常用亲属称谓语，这是日本人重个体，轻亲情的表现。 

关键词：中日亲属称呼语；认知对比；中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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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文学”的非规约性考察 

上海师范大学  杨佳伲 

摘  要：“废话文学”“凡尔赛文学”是互联网中常见的新兴表达。通过对“X 文学”格式

从语表、语义、语用三方面展开描写，考察“文学”规约义的弱化。“文学”的自身内涵随

着语言的发展逐渐缩小，指称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语义发生泛化。 

关键词：“X 文学”；非规约化；语义泛化 

 

 

再议 “ 关系小句 ” 

—— 基于弗雷格语言哲学思想 

西南大学  杨俊俊 

摘  要：在中国的语法史上，对关系小句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氏文通》。后

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吕叔湘，赵元任，朱德熙，陆俭明等都对此类语言现象进行了或

深或浅的考查。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关系小句的定义，关系小句句式结构，关系小句

所修饰的中心词所指问题，关系小句与主句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伴随语言学史

的发展，从形式主义，表层结构分析到认知理据分析，从各个维度对此类问题提供了

丰富合理的解释。在梳理这些文献的过程中，借弗雷格语言哲学思想对相关文献进行

分析整合。这种整合思路是基于语言哲学范式下分析哲学范式的方法。通过整合分析，

可以发现弗雷格开创的语言哲学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也可以进一步挖掘和理解语言学学科体系内部的联系和发展。 

关键词：关系小句；中心词；弗雷格 

 

 

汉中普通话的应答语“好/对着的”与“好/对着来” 

中央民族大学  杨倩 

摘  要：文章分析了汉中普通话应答语“好/对着的”与“好/对着来”的语义功

能，探讨了两者的区别，提出“好/对着来”已产生语法化趋势。继而将“好/对着的”

“好/对着来”与普通话“好/对着呢”进行比较，指出它们在语义功能上有差别。因

此，普通话表达不能取代地方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地方普通话有其流通和使用的内在

原因。 

关键词：汉中普通话；应答语；“好/对着的”；“好/对着来”；语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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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机构话语的趋近化研究 

—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度报告为例 
 

 中国海洋大学  杨向梅 

中国海洋大学 江苏理工学院  徐亚妮 

 中国海洋大学  杨连瑞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张涛 
 

摘  要：本研究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借助语料

库检索工具 AntConc，量化分析指示中心内部实体与指示中心外部实体在话语空间中

的趋近化关系，以实现自身合法化。研究发现：ICRC 机构话语具有独特的话语特征；

从词汇和地理位置两个角度建构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体现在情态动词和完成时态

中；价值维度中，借助文字和可视化表征实现自身行为合法化。本研究拓展了趋近化

理论的应用范围，加强了其阐释力，为公共话语的解读和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趋近化理论；指示中心内部实体；指示中心外部实体；合法化 

 

 

 

权力话语视角下《巴比特》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云南民族大学  杨晓旭 

摘  要：辛克莱•刘易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的作品《巴比

特》被誉为是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商业文化最生动的写照。本文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

理论，以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深刻剖析了父权制权力话语规

训下被边缘化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对不平等的家庭关系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所做出

的积极抗争，以揭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话语的重建。 

关键词：《巴比特》；权力话语；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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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构式“有被 x 到”的承继性与背离性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杨雅琴 

摘  要：“有被感动到”“有被萌到”“有被细节到”等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

上频繁出现，它们往往是由于特殊的语境需要而产生，表示一种特殊的语用含义。这

是一种基于“被 xx”流行之后而产生的又一款新“被”字句表达法。基式传统“被”

字句和新兴“被 xx”为构式“有被 x 到”的产生提供了句法语义基础，它们处于一个

连续统中，具有家族相似性。传统“被”字句是典型成员，“被 xx”是对传统“被”

字句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双重背离，是非典型成员，虽然构式“有被 x 到”与二者相比

处于边缘位置，但它与传统“被”字句和“被 xx”是一脉相承的，在它对传统“被”

字句和“被 xx”的承继和创新以及自身的广泛传播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构式

“有被 x 到”体现了说话者的主观态度，是一种合理的宣泄，有时也体现出一种无奈。

在 NP1 和 NP2 都不出现的情况下，主观性很强，可以产生多种理解，极具灵活性，这

也正是构式“有被 x 到”能在网络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被广泛使用的最大动因，此

外，它的使用与传播也离不开语言的经济、创新求异和类推机制。 

关键词：主观性构式；“有被 x 到”；承继性；背离性 

 

传媒领域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调查脉络 

中央民族大学  杨颖 

摘  要：本文从研究源起、研究回顾及现状等方面梳理传媒领域少数民族语言生

活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分析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生活；传媒领域；调查 

 

 

 

《纽约时报》中北京冬奥会新闻话语的去自然化研究——基于语

料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重庆大学   杨玉蓉 

摘  要：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收获了冬奥史上最高的收视率，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

体关注的焦点。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探究关于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的话语建构以及对外宣传情况，然而，迄今为止，基于国外新闻媒体对冬奥会的

报道，学界鲜有对其展开研究。本文基于《纽约时报》中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

报道，自建“冬奥会”语料库，通过索引行、搭配网络等语料库分析工具，采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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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话语分析方法，探索美国主流媒体对“冬奥会”的话语建构情况以及背后深层次

的原因。研究发现，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偏见，《纽约时报》在对冬奥会的新闻报

道中，采用了分类、及物性、文本架构、互文等方面的话语策略对中国形象进行建

构，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该研究结论有助于帮助大众理解和正确认识外媒关于

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提高读者对话语操纵的敏感度，从而有利于实现国家形象的

积极建构。 

关键词：新闻话语；北京冬奥会；去自然化；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电影《末代皇帝》中 

称呼语的选择及语用功能分析 

北华大学  姚雪琴 

 

摘  要：古往今来，中国“礼”文化为世界各国传颂，在人们日常言语交际过

程中，正确选择恰当的称呼语是体现“礼”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除此之外，称

呼语的使用不仅可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态度还能够帮助交际者实现交际意

图。本文选择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称呼语，探寻其变化，就

言语行为、情感态度、交际语境、话题发展四方面考察、分析此部电影中称呼语

的语用功能。主要采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影片中称呼语的形式结

构及相对应语境下所达到的修辞效果和语用效果展开分析。本研究使称呼语不再

局限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内，深化了语用学研究，丰富了语言学的礼貌研究，为

其在社会及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此外，对称呼语的研究还具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对人际间的交流起到指导作用。 

关键词：称呼语，礼貌，《末代皇帝》，语用功能 

 

 

加强平民英雄媒介叙事 

长沙学院 外国语学院 阮姝媛  尹铂淳 

 

摘要：平民英雄来自人民，他们平凡却伟大。媒体应当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始终秉持“情系人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加强平民英雄媒

介叙事，讲好平民英雄不平凡的故事，建构良好平民英雄形象，致力制作接地气、树

风气、扬正气、强底气的平民英雄宣传报道，为社会树立价值标杆、引领道德风尚。 

关键词：平民英雄  媒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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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理论视角下影评的态度资源分析 

—以《长津湖》影评为例 

广东财经大学  尹环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热门红色爱国电影《长津湖》影评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

影评进行归纳整理，自建小型语料库，影评均取自主流媒体—中国人民日报[1]对长津

湖的评价。依托 Martin 评价理论下的态度系统分支框架进行积极话语分析，探究其影

评背后的态度情感，并尝试从专业层面探究其出现的原因。研究发现，《长津湖》影

评中多使用正面态度的判断或是鉴赏的积极词汇，突出体现了《长津湖》对于当前弘

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能量的爱国情怀和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今后的影

视创作给予正确价值观的引领。 

关键词：评价理论；态度资源；《长津湖》；影评 

 

 

 

课堂互动和学习之间关系研究：会话分析的视角 

 浙江师范大学  余萍、兰良平 

摘  要：在会话分析的视角下，课堂互动研究逐渐跳出了互动结构本身，关注课堂

互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然而，从理论上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学习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有关本体论方面的探讨十分重要。我们围绕着这两个问题，

基于 Gardner（2019）的论述和这些年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梳理出三个发展动态，1）

语言学习就是要习得语言结构；2）语言学习就是要增强互动能力；3）语言学习就是

要学会话语实践。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还使用案例进行说明，并指出未来的发

展方向。最后，我们讨论这一研究趋势和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语用学等学科最

新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些学科开始共享理论和方法，逐渐达成了共识并走

向了学科融合。 

关键词：会话分析、课堂互动和学习、互动能力、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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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北京官话方言岛影疑母一二等字鼻音声母源流初探 

中央民族大学  曾雪雨   

摘  要：清西陵北京官话方言岛是因政治原因形成的方言岛。本文结合河北境内

方言语音史、北京话语音史与西陵镇居民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调查的相关结论，

简要探讨了西陵话影疑母一二等字鼻音声母的源流。本文认为，西陵话影疑母一二等

字的鼻音声母，很有可能是在保留北京官话语音特征的基础上，受冀鲁官话影响强化

形成的。 

关键词：西陵话；北京官话；方言岛；语言接触 

 

 

 

The Framework and Features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Global 

Constitutional Text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 ZHANG, Ronghui ZHAO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 HUANG 

 

Abstact: Language policy, which i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al social life. 

Explicit language policies in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texts in law,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have been explored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 glob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ies in various constitutional texts (CT) is quite limited. In response, based on the large-

scale data from constituteproject.org,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1) to find a framework of 

language policy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2)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parts of framework in which they were distributed, 3)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 location on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ere seven parts of the CT dealing with language 

policies, such as Preamble, General principle, The stat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of 

citizen, State authority, National objectives, and Supplementary; 2)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y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seven parts of the CT. Among them, 

language policies appea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part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of 

citizen, not any part of regulation of language status; 3)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was enacted affecte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across parts. Overall, 

based on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language 

policy in CT wa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but also by the national 

language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guage policy; framework; feature; constitutional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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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模因视角下的“逆行者” 

重庆三峡学院  张帆 

摘  要：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人们对“逆行者”这一词的关注度和使用率持续

升高，并进入《咬文嚼字》2020 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之一，网络热词不仅反映着社会现

象，更是人们心理特征的表现，随着网络词的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因现象，本文

从模因理论出发，选用了人民网语料库以及微博语料库，对“逆行者”这一语言现象

进行了分析，并得出随着语言发展，这一词在语义、语境及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使其自身文化价值得到传递。 

关键词：模因论；“逆行者”；网络流行语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成因及英译策略探析 

西北大学  张佳 
 

摘  要：网络流行语言是指在网络上流行的一种通俗易懂的或别具风格的语言。

网络流行语主要来源于网络社交媒体，热门新闻事件，地方方言，外来语影响，文化

娱乐产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语言

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性，社会语言学重视透过语言文字分析其蕴含的社会文化、社会心

理。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域出发，对网络流行语的流行成因进行剖析，对网络流行语

的英译策略进行探究，以期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网络流行语，并发挥网络流行语在跨

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网络流行语；流行成因；英译策略 

 

 

 

 

 

外语教育政策中的循证政策运用：以欧盟为例 

河北师范大学  张京涛 

摘  要：本文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社会语言学学科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

(LPP)与循证教育学等学科中的循证政策(EBP)的融合发展研究。21 世纪以来，欧盟在

教育领域越来越重视对循证政策的相关运用，为此进行了积极探索、研究和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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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领域，欧盟注意将循证政策理念和模式运用到外语教育政策的多个方面。欧

盟通过欧洲语言能力调查、欧洲教育信息网报告、欧洲晴雨表调查、其他国际组织的

数据等获取证据、证据库和证据网络，构建较为系统、科学的循证政策运用，提高外

语教育政策制定与评估等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欧盟在外语教育领域中对循证

政策的典型性运用，发现了欧盟外语教育政策须关注的教学对象、课程政策等主要证

据，体现了其主要循证过程。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循证政策；欧盟 

 

 

 

 

 

互动视角下网络流行构式“一整个 X”探析 

西北民族大学 张婧珮 

摘  要：“一整个 X”是近年来在网络环境中兴起并流行的构式。在互动视角下分

析“一整个X”构式，结果发现：在句法上，构式中的“X”可以为动词、名词、形容

词、特殊句式、字母词等。在语义上，“一整个”有“很，非常”或“所有，完全”

的语义，句式整体具有主观评价或客观描述的语义。在位置上，其话轮位置和序列位

置的分布也灵活多样。在互动和语用分析上，“一整个 X”构式反映了态度立场和认

识立场两种立场，且具有凸显焦点、表达言外行为的语用特征。最后，可以从句法和

语义两方面分辨“一整个 X1”与“一整个 X2”构式。 

关键词：互动；“一整个 X”；构式 

 

 

 

 

现代汉语高频反义词对语义演变的对称性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  张俊、龚喜 

摘  要： 反义关系是词汇语义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尽管很多学者从理论层

面对具有语义聚合关系的词（如反义词、同义词、类义词）语义演变的对称性进行了

阐述，但一些个案研究表明，部分反义词对（antonym pairs）在词义和功能上又总是

出现不对称。基于 2 部中型汉语词典和 1 部中型英语词典的义项数据，并辅以语料库

的使用模式调查，本研究对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的高频（词频 3000 以内）反义词对

（汉语双音节反义词 52 对，英语反义词 60 对）语义演变的对称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1）尽管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而言，高频反义词对语义演

变的对称性具有跨语言性质；2）无论英语还是汉语，不同词性用法的反义词对在词义

演变的对称性方面不具有显著差异。反义词对语义演变的对称性可从语义演变机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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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有限性、语义演变（语法化）路径的单向性以及语义演变的类推机制得到解释，

而不对称性则主要源于义项引申的不同步性以及上述语义演变机制的中特例。本研究

还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部分学者（如 Traugott & Dasher, 2002:3）认为名词更容易出现

不规则变化的推论。 

关键词：反义词；语义关系；词义演变；对称性；词典释义 

 

 

 

汉字与古代战争文化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六盘水师范学院 张俊英 

华北电力大学黄丽辉 
 

摘  要：由于战争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战争文化也反映在先民

们生活的各方面，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战争文化也在汉字中有所反映，从汉

字与古代战争思想，汉字与古代军事术语和汉字与古代战争常用器械这三方面，我们

可以挖掘出大量古代军事文化信息。 

关键词：汉字；战争；思想；军事术语 

 

 

 

 

 

南疆地区农牧民夜校国家通用语学习现状调查 

——以喀什地区莎车县喀群乡托万喀拉央塔克村为例 

新疆师范大学  张乐 

摘  要：国家通用，通语同心。南疆地区维吾尔族的国家通用语水平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本文以喀什地区莎车县喀群乡托万喀拉央塔克村为例，对

该村农牧民夜校村民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三个方面进行调

查研究，了解夜校学习者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推普工作在南疆地区更加

因地制宜的开展提供一些借鉴。通过调查发现，夜校村民国家通用语普及程度及水平

较往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学校学习和与汉族同志交流学习，学

习的困难主要是缺乏语言环境和师资力量，对国家通用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和

价值以及在交往交融中的作用有高度的认同，且对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热情高

涨。 

关键词：南疆农牧民夜校；维吾尔族；国家通用语言；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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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圈层型汉维语言接触模式看圈层规律 

新疆师范大学 张立博  

摘  要：本文着眼于共时层面新疆汉语语言与维吾尔语的接触，通过语言事实，从

圈层型汉维语言接触模式的角度入手，对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进行观察，以论证作

为中心语言的汉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大于反作用，同时分析部分语法现象中所包含的

语言学理论意义。 

关键词：维吾尔语 语言接触模式 圈层理论 

 

 

 

基于社会语言学“立场”概念的中央文献标题欠额翻译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张立庆 

 
摘  要：本文基于社会语言学中的“立场”概念，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的标题英译为例，考察中央文献标题立场意义欠额翻译现象的表现及动因。研究发现：

1）从“立场”的定义看，中央文献的标题意义可以区分为话题意义和立场意义，后者

又包含认识立场意义和人际立场意义；2）译文在传达原文的认识立场意义和人际立场

意义方面都有较多欠额翻译现象，值得关注。从翻译活动的立场三角模型分析，中央

文献标题英译的立场意义欠额现象可以解释为译者为建构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而主动采

取的简化译文立场意义、强化译文话题意义的翻译策略。本研究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维度，也有助于增强译者意识，提高翻译质量。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立场；中央文献；标题；欠额翻译 

 

 

 

A Proliferation or Decline of Violence: Corpus-based Approach 

on Brief History of Viole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ngyuan ZHANG 
 

Abstract: The two prevalent corpora COHA and TIME Magazine Corpus and an 

available semantic study tool Macroscope are helpful to visualize the trajectories of violence 

overtime and g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words. The usage-frequency and senti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d violence, as well as its 

semantic drift and co-occurrence pattern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Word relatives of violence, 

namely aggression, force and ferocity are also studied in the same wa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emantic and contextual violence reveals new observations 

of violence—an increase in frequency, ominous sentimental features, semantic drift toward 

domestic and sexual abuse, and differences of its synonymous words. 

    Key words: proliferation or decline of violence; corpus-based approach; history of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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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ing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on Disasters and Crisis: A 

Case Study of China Daily’s Coverage of Extreme Heatwaves in 

2022 
 

Lanzhou University  Qi ZHANG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global extreme heatwaves in 2022 

released by China Daily was selected as research material, based on which the China Daily 

Heat Event Report Corpus (CDHERC) was built. The MIPVU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frame categories of theme wor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raming Theory, the surface and 

deep frames of news report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Methods adopted by news media to select, 

reorganize and highlight a certain frame based on the psychology and emotion of the audience 

were discussed. The framing patterns employed by media and the national image of crisis 

management constructed through which were also summariz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erms of the coverage of disaster and crisis, China Daily has played a good role in transferring 

information, responding to concerns and keeping people calm. Frames that evoke negative 

emotions are less used in reporting. A variety of metaphorical frames combined with coherent 

frames are applied to reveal the joint effort made by people at the national, sub-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In addition, the cooperation and contribution frames are used to highlight the 

scientific and timely move made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to emphasize the concept 

of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saster and crisis management, which embodies the 

spirit of regarding mankind as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framing analysis; news reports on disasters and crisis; China Daily 

 

 

 

 

从文盲现象论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必要性——兼

论如何破解“汉语难学”的问题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捷 
 

摘  要：文盲现象说明人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不同。人天生具

有获得“语言能力”的本能，“语言能力”是在环境中自然获得的，而“文字能力”

必须通过教学才能获得。但学界接受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文字观，不

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把书写的文章当成语言，把“文字能力”当成

“语言能力”。文章认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而是用字形表达和记录思想的工具。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二者是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关系。第二语言教学应

该研究母语自然获得的规律，第二文字教学应该研究母文教学规律。文章以普通话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汉文作为第二文字教学为例，探讨如何进行第二语言教学和第二文

字教学，以破解“汉语难学”的问题。 

关键词：语言能力；文字能力；汉语难学；第二语言教学；第二文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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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辅助的中国外交发言的国际生态话语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  张曦凤、张家威 

 

摘  要：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提出了许多新课题。选取王毅外

长在 2021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英文版）为研究语料，借鉴何

伟、魏榕建构的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理论框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探讨该语篇及物性资源的分布特征，揭示其折射的生态取向和传达的生态理

念。研究发现，该生态故事的参与者角色主要为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78.16%）和

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18.72%）；生态意义主要是通过动作过程（79.68%）和关系过

程（11.76%）的使用进行表征；该语篇有益性过程居多，占比 92.62%，其次是中性过

程，占比 3.74%，没有破坏性过程。综合来看，该语篇呈现出生态有益性生态取向，

传达出促进国际生态系统稳定与发展的生态理念。 

关键词：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中国外交发言；国际生态系统；及物性系统 

 

 

 

 

 

英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语言研究——对小学五、六年级英语教材

的个案研究 
 

山东大学  张晓岚 

 
摘  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调查了我国小学英语教材（PEP 三年级起点版）中

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本文首先综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研究对象是 PEP English 的

五年级上下册和六年级上下册，研究角度为：1.男女角色出现在文中的频率；2.性别角

色（分为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3.会话分析（包括话题与话轮）。本研究得出如下

结论：我国小学英语教材仍存在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男女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方面

还存在较严重的失衡，教科书的编撰人员仍存在潜意识的性别刻板化印象。笔者望本

研究对我国今后英语教材的引进和编写提供借鉴，减少对女性的隐性性别歧视，为新

时代的小学学生树立基础的性别平等理念。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小学英语教材；语言性别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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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对女性主导行业的初探 

中山大学  张筱翊 

摘  要：在社会对话中，多数男性可能会无意识地构建、展示并维护自己的男子气

概。除去讨论话题、说话方式等，职业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一个人的印象。

这也是当代社会，护理、幼师、美容保健等行业多以女性为主，男性求职者占比较小

的原因。本文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角度探讨以女性为主导的行业的形成原因，并给出相

应的对策。本文认为，社会性别定义里护理、幼师、美容保健等行业工作者具有温

柔、细致等特征。尽管多数男性也有脆弱柔和的一面，但在参与社会会话中，多数男

性会避免展露这一面，继而拒绝参与带有所谓“女性气质”的行业，这也表明潜意识

里这些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否定。这种社会的共识、性别歧视导致以女性为主的行业里

男性工作者的短缺。对此，短期内，应加大宣传力度、提出行业激励政策、引导大众

对这些职业的看法；长期内，应当推动社会平权意识的发展，两性权利平等、互相尊

重，才能真正改变大众对这些行业的看法。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和性别；话语与性别歧视 

 

 

山西沁源招呼语使用状况考察 
 

北京语言大学  张以琳 

摘  要：本文以山西省沁源县招呼语为研究对象，将沁源招呼语划分为四大类十一

小类，以说话场合和说话双方的关系为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考察各

类招呼语的使用分布状况，绘制沁源招呼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场合中的使用状况图，

并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对招呼语使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终从文化因素预测沁源

招呼语使用的趋势。 

关键词：社交招呼语；沁源；使用情况；使用特点  

 

城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思考及个案分析 

——以禄劝县城区新老社区彝族语言使用差异为例 
 

中央民族大学  张羽裳 

摘  要：本文将简要回顾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概述现有城区少数民族语言

使用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禄劝县城区两个不同类型社区彝族群体的语言使用异

同（笔者个人田野调查数据），探求影响城区彝族语言使用差异的因素。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由来以久，是我国基本国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的内容

重点也随着特定时期的实际和需要不断更新。新时代背景下，语言调查的内容不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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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传统意义上非城镇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还涵盖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

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族聚、杂居区语言生活变化以及城市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等新内

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步入语言学家们关注

的视野，城市/区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使用愈加凸显出其独特的调研价值。现有城市少

数民族语言使用调查已有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研究深度和广度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努力的空间，仍需要大量实证个案积累来完善现有认识并进一步形成整体

认识。目前已有研究显示，城市少数民族群体具备民汉双语能力，相对来说言语交际

能力要高于文书写作，年轻一代的城市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强于祖辈，而民族语能力则

弱于祖辈。民汉双语在交际使用中呈现出不同程度和层次的功能互补，不同城市少数

民族群体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受到不同城市、城市少数民族来源背景以及其对城市

文化的适应等因素影响。 

城市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差异不仅体现在城市、民族的差异上，还受到具体居住

环境及具体社会身份特征的影响，本文对比禄劝县城区两个不同类型社区的彝族语言

使用情况个案加以验证，并得到以下认识。同一城市区、不同社区中使用同样语言的

同一少数民族群体，其群体语言使用特点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具体情况存在差异，表

现为具体语言能力情况、社区交际用语及使用度以及彝语传承困境不同。主要影响因

素可概括为社区中的民族聚集度、少数民族社会特征以及对城市文化的适应。在此基

础上，不同社区形成不一样的交际体系，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并有可能加剧这些差异。

因而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某些共性之下其实隐藏了更大的差异，必须结

合社区实际作出相关真实可靠判断。 

关键词：田野调查；城区少数民族语言；彝族语言使用情况 

 

指称性网络字母词的模因传播透视 

山东大学  张玉莲 

摘  要：在互联网交际快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下，网络语言凭借其丰富的表达方式

和高效的传播特征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表达手段。网络字母词作为网络场域独特而鲜

活的语言符号，有其特定的使用环境和文化内核，具有时代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本

文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以朱德熙有关指称与陈述的理论为基础，将网络字母词

分为指称性网络字母词和陈述性网络字母词，同时依托模因论的理论框架，从同化阶

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和传播阶段探析指称性网络字母词的复制与流行路径。研究

表明，所选取的“cp”“fw”“xxs”等典型网络字母词具有高保真度、多产性和长寿

性，是一种强势模因，有助于使用者在社会交际中进行自我表达、契合群体认同感，

得到更广泛的复制和传播。同时，指称性网络字母词模因的经济性、多样的语用功能

以及网络媒体多样化和现代化的传播渠道也是该模因获得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模因论；网络流行语；字母词；指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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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粤语人称代词声母变异研究 
 

澳门大学  张哲琦 
 

   摘  要：自回归祖国后，澳门旅游及娱乐事业的发展、语言接触与正音的普及，使

澳门粤语与常规粤方言的界限渐趋模糊。澳门常用人称代词包括“你/nei5/”、“我

/ngo5/”、“佢/keoi5/”三种。 香港地区有关人称代词语音变异的探索已有研究发现

“你”与“李”的混读，“我”鼻音声母的缺失，以及部分人称代词“佢”的变异现

象（胡永利，2006）。尽管澳门粤语暂未开展专门研究，但罗瑞文（2018）以“你、我”

鼻音声母的脱落或变异论证澳门粤方言语音变异现状，王莉宁等编订的《中国语言文

化典藏-澳门》中，多处将 “你 nei5”的读音标注为“lei5”。 曹志耘等编订的《澳门

方言文化典藏图册》中亦多次提到，澳门粤方言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部分存在将 “我”

读成零声母的趋势。然而不同研究中对于人称代词“/ngo5/、/nei5/、/keoi5/”变异情

况缺乏一致的描述。澳门人称代词语音非标准变项是否均已成为可接受的语音变项？ 

研究对澳门人称代词“我[ŋo5]”“你[nei5]”“佢[keoi5] ”语音变异现象及其澳

门粤语语音变体的开展社会语言学层面的调查，建立年龄、性别、移民情况、受教育

水平等澳门定居区域等主要的社会因素变量，探索澳门人称代词声母变异或脱落现象。

通过控制任务类型（三音节短语朗读、语段朗读、结构化访谈），将不同紧张度任务

对诱发语音变异的影响纳入考察，并在语段、短语朗读任务区分了人称代词出现在句

子和三音节短语的开头、中间、结尾三种情形。录音文件经数位澳门土生粤语母语者

筛选审查后统计数据并转写，采用 SPSS22.0 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人称代词“你”、“我”非标准变体[lei5]、[o5]的声母变异已形成，

使用频率高于标准变体，人称代词“佢”的变异则尚在进行中。“我”在三种紧张度

任务下变异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自发讲话时使用频率显著提高，而“你”则在不同任

务类型完全混用。女性较男性更易出现人称代词“你、我、佢”的变异，使用自下而

上的革新形式。18~25 岁群体较 25 岁以上群体更易出现变异现象，这是由于新移民一

代的语音受到语言交流接触的影响，难以保持标准变体。最后，人称代词“我”在句

首更易诱发非标准变体，出现鼻辅音声母脱落的现象。而“你”出现在句末时，受前

置语音环境影响，更容易出现声母[n]-[l]的变异。未发现“佢”的变异受到语音环境影

响。 

关键词：澳门粤语；人称代词；声母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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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大学城商圈语言景观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赵婕 

摘  要：本研究根据商业语言景观的构成要素，从兰州市大学城商圈语言景观的概

况、分类以及特色出发，对兰州市大学城语言景观进行现状调查研究。研究得出目前

兰州市大学城语言景观中语码使用及使用以单语语码为主，多语标牌占比相对较少；

纯中文语码占主导地位，外文语言标牌中英文商业标牌所占比重最大；兰州市大学城

商圈语言景观符合商圈受众年轻人的需求，且餐饮标牌呈现本土化特征；总体而言，

兰州市大学城商业语言景观信息功能建设有待加强，但在象征功能方面，兰州市大学

城商业语言景观总体上可以充分反映兰州市城市形象。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

其兰州大学城商圈的语言景观除了突显汉语优势以外，还应有意识地突显其他语言，

让多种语言共同为兰州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 

关键词：语言景观；大学城；兰州 

 

 

 

 
 

现代汉语“X 不说，还 Y”的构式义及形成理据 

湖北大学 赵球 

 

摘  要：构式“X 不说，还 Y”使用频率高，能产性强，运用范围广。以往研究主

要是在论述“不说”的相关句式时附带描写。对该表达式“递进拓展下的深层主观评

述义”这一整体意义的理解还有待完善。受句法位置和语义虚化的影响，“不说”由

表言说义的动词性短语演化成为表让步递进的连词，在该构式中主要起联接前后主观

评述的作用。常项“还”主要表示追加补充，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或表示范围扩大以

及程度加深。相比而言，“还”的联接功能更强，其语法地位要高于“不说”。构式

义归纳为：递进拓展下的主观评述义。具体由表回指或推导的成分 X 和表追加补充的

成分 Y 整合为以二者共现成分为基础的单一事件，从而对其作出主观评述的递增。该

构式有主观并列和客观差比两种语义类型。主观并列型下 X、Y 的位序情况主要取决

于说话人心理上的认知排序，一般可以易位。当构式属于客观差比型时，X 和 Y 以客

观事实为基础排序，遵循事理逻辑，通常不可易位。 

构式“X 不说，还 Y”的构式义浮现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显性的递进关系，

二是在递进拓展的前提下，凸现并增强对 X 和 Y 所共同概念化出的同一事件的深层主

观评述。构式“X 不说，还 Y”中的输入空间 I“X 不说”与输入空间 II“还 Y”在语

义上构成递进关系，X、Y均可被视作为同一事物或行为事件的具体下位表现或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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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事件情状的主观态度、主观评价。说话人将这两个概念空间截搭在一起，整合出

新的概念义。在具体的整合过程中，构式整体对构件进行压制，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

的互动关系。Y 以 X 为参照点获得认知，使得其语义本质会因压制作用受到 X 的影响，

进而发生改变与 X 一致。 

关键词：构式义浮现；“X 不说，还 Y”；理据 

 
 

东莞制造类企业命名状况考察 

广州新华学院  冯悦勋、郑秋晨 

 

摘  要：本论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东莞 2676 家制造类企业的名称，从音节、通名、

专名进行分析，认识东莞制造类企业命名的音节数量特征和分布规律、通名和修饰词

的解释说明作用和专名选择的个性化特点，论证传统趋吉逃凶寓意、品牌商业价值、

文化心理暗示等因素对企业命名产生的影响。提出目前东莞企业命名的问题，为东莞

企业命名规范化提供参考，以此建设优雅东莞的语言景观，树立东莞文明的城市形象。 

关键词：制造类；企业名称；结构特征；语言学 

 

 

 

 

锡伯语鼻化元音音变研究 

南京大学  郑仲桦 

摘  要：锡伯语的鼻化元音一般认为来自于-n 词尾，事实上现代锡伯语口语中是鼻

化元音与-n 词尾并存的。本文以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鼻化元音的变异，根据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针对察布查尔五乡地区 38位锡伯人进行系统调查，结果

显示，年龄是最主要影响鼻化元音的因素，老派多为鼻化元音，新派多为-n 词尾，性

别在40-49岁女性年龄组中，也展现出与男性的差异。此外，鼻化元音在不同词汇中出

现的比例也不尽相同，符合“词汇扩散”的理论。 

关键词：鼻化元音；音变；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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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流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  赵芃 
 

摘  要：社会语言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始终致力于研究社会生活中的语言问题，这一

特点在世界进入 21 世纪之后仍然得以坚持并越发明显。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人们使用的语言也不例外。各种新的语

言使用方式层出不穷，这一方面体现为语言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语言的杂糅。

这些新的语言使用方式，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与人口的流动联系起来，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着“语言流动”这个在 21 世纪非常明显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我们将首先讨论

全球化的特征和由此产生的语言流动问题，然后结合一些研究案例讨论语言流动的隐

形和显性方式、语言流动的复杂性等问题，并提出一些研究语言流动的概念性工具。 

关键词：语言流动；全球化；概念性工具 

 

 

 

 

论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下的外输型外语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钟彩顺 

摘  要：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战略目标。为此，外语教育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本研究从高水平对外开放

政策内涵分析入手，基于文化力理论，提出外输型外语教育的改革方向。文章认为，

外输型外语教育的目标包含文化共情激活能力、文化话语创新能力和文化话语物化能

力。外输型外语教育的内容应从外语素养、文化素养和全球素养三个维度建构课程体

系。外输型外语教育的方法应采取超语言、超学科、超文化等模式。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输型外语教育；文化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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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言“疫”： 

语言元功能视角下的后疫情时代话语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周亘 

摘  要：作为一门将语言视作社会符号系统的学科，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学

的发展影响深远，符合其在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层面的研究需求，具有极强的功能阐

释性和交际互动性。其中，语言三元功能观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

与社会语言学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在新冠疫情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国际关系格局复杂重构，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语

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面对历史进程和环境形势的突变，基于系统功能语

言学的话语分析势必将更加聚焦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持续关注疫情生态中话语生成

与表达方式所涉及的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据此，本文尝试从语言三元功能的视角

出发，对后疫情时代话语的主题概念和人际意义进行回顾性梳理与前瞻性展望，主张

后疫情时代的话语体系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一）疫情话语内容的政治意识过于

浓厚；（二）疫情话语的互动性和交际性略显淡薄；（三）疫情话语客体的多样性未

被充分重视；（四）疫情话语的表达形式较为单一；（五）涉华疫情话语的阐释力有

待加强。与此同时，本文着重在具体分析特定疫情话语语篇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

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等维度进行启示性解读，以期为后疫情时代话语体系

的可持续建构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三元功能；后疫情话语 

 

 

 

 

“德云社相声”夸张辞格运用的多维视角研究 

佳木斯大学  周家得 

摘  要：“德云社相声”中有众多作品通过夸张辞格制造“包袱”，所起效果显

著。笔者将从修辞、社会语言学和语用三个视角出发，对德云社多段经典相声作品展

开剖析，探究相声艺人如何运用夸张辞格达到幽默目的，从而分析相声“包袱”的形

成机制，有助于拓宽语言研究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对“德云社相声”“包

袱”特色的欣赏水平，对夸张修辞教学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德云社；相声；“包袱”；夸张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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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视角下流行语“一整个 X”探究 

贵州财经大学 周敏 

摘  要：以 2021 至今流行于网络的结构“一整个 X”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语言

学的构式语法理论，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该结构进行构式认定，并描写分

析该构式的内部组成成分、语义和语用特征。认为结构“一整个 X”符合构式语法理

论对构式的界定，是一个因“一整个”搭配对象的泛化以及语用类推演变而来的新兴

构式。其中“X”所代表的成分通常是谓词性的短语。从构式内部来看，由于“一整

个”具有“总括范围”的特征，因此在构式的压制下，“X”所表示的成分具有了

“可估测性”的特征。从整个构式来看，其表达的是言者对事件或事件参与者强烈的

情感态度，具有程度义和主观评价性。在语用方面，“一整个 X”一般分布于句子的

谓语部分或小句之后起补充作用，运用于具体语境中时具有形象化、移情化、陌生化

语用表达效果。  

关键词：“一整个 X”；构式语法；语义；语用 

 

 

 

吉安市城镇商业街语言景观对比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周文豪 

摘  要：本文从店铺招牌的语符呈现、多模态的使用和用字特征三个方面调查分

析了吉安市城区和乡镇地区商业街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研究发现，汉语和现代汉语

常用字在吉安城镇商业街中占绝对优势，城镇店铺招牌使用多模态的情况十分普遍，

但相较于城区来说，乡镇地区语言景观的语符搭配类型单一，受英语国际传播的影响

较小，较少使用繁体字。这反映了吉安市城区比乡镇地区更加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更快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吉安；商业街；语言景观；城镇对比 

 

 

主观化视域下“准”与“没准”的对比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周影 

摘  要：“准”与“没准”作为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副词，都可以表示说话人

对所述客观事件的主观肯定性推断的情感和态度。由于“没准”由语气副词“准”经

过长期语言演变发展衍生而来，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

本文通过厘清“准”与“没准”共时层面的语言现象，从组合功能和句法功能两个方

面详细阐述“准”与“没准”的语法功能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并深入探究二者的主观

性表现以及在语篇环境中的篇章衔接功能。 

关键词：主观化视域；“准”；“没准”；篇章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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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民间故事《灯花》在日本：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 

贵州大学  周智威  

摘  要：《灯花》是广泛流传于苗族的民间故事。本文从译者君岛久子、绘者赤

羽末吉对苗族民间故事《灯花》日语绘本的译介与绘本创作、绘本特征、在线读者评

论分析等角度综合考察了日语绘本特征以及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总而言之，《灯花》

凭借着呼吁勤劳、知错就改等正向价值内涵以及故事中包含的丰富苗族文化符号，加

之君岛久子、赤羽末吉经过田野调查后，凭借着简练的语言、高超的绘画技巧，使日

本绘本《灯花》受到了日本各界的关注与好评，并将其收录在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

中。通过梳理苗族民间故事《灯花》的日语绘本创作与读者接受研究，可以为我国民

族民间文化“走出去”及我国绘本创作和翻译跨界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纬度。 

关键词：苗族民间故事；《灯花》；日语；绘本创作；读者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