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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所六十年

本刊特约评论员

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建国之初的 1950年 6月。当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

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语言研究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查国内各地方言和

兄弟民族语言,特别着重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研究,以及语义发展跟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

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以协助语文教育;辅助识字运动,并协助没有文字的各兄弟民族制定拼

音文字方案;用国内各民族语言翻译重要政策法令, 以提高各兄弟民族的政治水平。此后不

久,国家分别成立了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门机构 (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

革研究委员会, 1952;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56), 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更主要地集

中于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学术追求和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目前

的研究方向和主要任务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和现状, 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各分支学科

的基础研究; 同时加强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以及语音分析、合成与识别, 中文信息处理,辞书编

纂,语言文字规范化等语言学科的应用研究。以下就历史沿革和学科发展做简要的回顾, 最后

是现状和展望。文中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均简称为 五十年代、六

十年代、七十年代  ,不再一一说明。

一 历史沿革

1. 1研究所机构设置

1. 1. 1中国科学院时期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 1950年 6月筹备成立,罗常培任所长 ( 6月 5日政务院第 33次

会议通过任命,至 1958年 12月逝世 ); 1952年吕叔湘自清华大学调入语言所, 1954年底任代

理所长, 1963年 10月任所长。

语言所成立之初设立三个研究小组: (一 )现代汉语组, (二 )少数民族语文组, (三 )中国

文字改革研究组。三个组最初的研究任务分别是: 现代汉语方面, 着重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

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方面, 重点开展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调查工作;文字改革方面, 搜集相关文献

和材料,为拟定方案提供参考。

随着研究工作的细化和深化,这三个研究组慢慢扩充为更多的专题研究小组。

现代汉语组最初既做语法、词汇, 也做方言的研究, 丁声树是最初的负责人, 他主持了

1952! 1953年 ∀语法讲话 #的编写工作。此后这个组专门做语法研究,吕叔湘为负责人。

1953年设立了词汇研究组,开始时重点研究近现代常用词汇的演变, 后来开展了构词法

的研究,陆志韦为负责人。

1954年成立了方言研究组,丁声树、李荣为主要负责人,主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

开展了重点方言调查。

1956年,罗常培、吴宗济等就在民族语言组内开始了语音实验研究, 1958年成立了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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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的研究组,重点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生理特性和声学特性。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民族语言研究所,原来在语言所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人员傅懋

、王辅世、王均等整体转到民族语言所。

1956年成立了词典编辑室,以编纂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主要任务,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

任编辑室主任。

1957年成立以吴晓铃为组长的宋元词汇组,重点研究关汉卿等元代作家作品的词汇。

1959年以原词汇研究组为基础成立了汉语史研究组, 重点是对古代汉语语法做专题研

究。陆志韦、郑奠为主要负责人。

1962年,成立了外语研究室,赵洵为主任。其中一组人员在赵洵带领下投入俄汉词典的

编写工作,另一组以译介和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伍铁平负责。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 1952年, 编辑部是语言所一个与研究组室平行的部门。罗常培、

林汉达、丁声树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

1. 1. 2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期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吕叔湘任语言研究所所长, 1982年 12月改任名誉所长。李

荣于 1982年 12月任所长, 1985年 8月改任所顾问。刘坚于 1985年 8月任所长。江蓝生于

1996年 5月任所长。沈家煊 1999年 1月任所长至 2009年 5月。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语言研究所设八个研究室和一个编辑部。至今仍为语

言所研究室设置的基本架构。这些部门是:

现代汉语研究室, 2001年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 吕叔湘、李临定、郑怀德、张伯江先后任

室主任。古代汉语研究室, 2001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王显、王克仲、董琨、姚振武先

后任室主任。近代汉语研究室, 2001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 周定一、刘坚、江蓝生、白

维国、曹广顺先后任室主任。方言研究室,李荣、贺巍、张振兴、周磊先后任室主任。语音研究

室,吴宗济、林茂灿、孙国华、李爱军先后任室主任。机器翻译研究室,曾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

用语言学研究室,后又合并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刘倬、姚兆炜、林联合、傅爱平先后任

室主任。情报资料室, 1980年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 1997年更名为当代语言学研究室,冯

嘉芳、伍铁平、卫志强、沈家煊、顾曰国先后任室主任。词典编辑室,丁声树、单耀海、韩敬体、陆

尊梧、谭景春先后任室主任。∀中国语文 #编辑部, 侯精一、王伯熙、施关淦、林连通、方梅先后

任室主任。

1. 2学术刊物与学术组织

∀中国语文 #创刊于 1952年 7月, 从创刊至 1962年 12月为月刊, 共出 121期; 1963年 2月

至 1966年 4月为双月刊,共出 20期; 1966年 4至 5月又出月刊两期, 1966年 6月起停刊; 1978

年 5月复刊以后,至今一直是双月刊。先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语文杂志社、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语文 #创刊时, 办刊宗旨定位于综合性为主, 兼顾普及和

提高。设有文字改革问题讨论、中国语文研究、语言学著作译述、语文知识讲话、语文教学、语

文评论、语文书刊评论、语文笔记、报道、消息等栏目。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发表的文章以研究

性质的为主。1978年复刊的时候,兼顾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问题的讨论, 八十年代以后,以刊

登研究性论文为主。半个多世纪以来, 汉语语言研究许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首刊于 ∀中国语

文 #,这些文章引起的学术讨论和引发的学术潮流深远地影响着汉语研究的发展。目前, ∀中

国语文 #是汉语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1999! 2008年, ∀中国语文#连续四届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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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 2003年, 欧洲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标准委员会  用科学方式选

出全球 85种引用率较高的语言学刊物, ∀中国语文 #名列三种入选中文类期刊之首; 2005年 1

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吕叔湘、侯精一、沈
家煊先后任 ∀中国语文 #杂志主编,陈章太、侯精一、徐枢、饶长溶、王伯熙、施关淦、刘丹青、方

梅先后任副主编。

∀语言研究#创刊于 1956年, 1956! 1959年共出 4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 语言科学理论研究; 二, 现代汉语 (包括方言 )和

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 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

言研究资料;六, 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吕叔湘、陆志韦、李荣、傅懋 、周定一等先后

主持编辑工作。

∀方言#杂志创刊于 1979年, 季刊,由方言研究室编辑。这是我国方言学界唯一的全国性

专业刊物。 ∀方言 #杂志提倡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相互切磋的严谨学风, 强调方言事实的描写

和方言特点的挖掘,注意把方言研究从一般描写逐步引向深入探讨,相继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

术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培养和发现方言研究人才,提倡和引导方言研究方向方面也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海内外方言学界乃至语言学界都有广泛影响。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

兴、麦耘先后任主编, 周磊现任副主编。

∀语言学资料 #是 ∀中国语文 #的附属刊物, 双月刊、内部发行。 1961! 1966年共出刊 32

期。∀语言学资料 #对国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年代学、类型学、词源学、语义学、人类语言
学、转换生成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等领域都有译介。其中 描写语言学专号  在国内语言学

界曾产生重要影响。此刊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刊物。编辑工作先

后由刘涌泉和伍铁平负责。刊物的前身是情报资料组编辑的 ∀语言学论文选辑#, 1956! 1958

年共出 8辑。

∀中国语文通讯 #创刊于 1978年, 双月刊, 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自 1978年 8月至

1985年 12月共出 45期。主要刊登三类文章: (一 )介绍国内各地语言文字的科研和教学情况

的文章; (二 )选题内容暂时不宜在∀中国语文 #上发表的文章; (三 )语文工作评论。 1986年,

∀中国语文通讯#扩大版面,内容扩展至语言研究和语文应用的各个方面, 改名为 ∀中国语文天

地 #,自 1986年至 1989年共出双月刊 24期。由∀中国语文#副主编王伯熙具体负责。

∀语言学动态 #自 1978年开始出版, 1980年改名为∀国外语言学#。该刊延续了 文革  前
∀语言学资料 #的传统,全面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动向,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汉语学界了解国

外语言学打开了一扇窗口,产生很大影响。 1998年改刊为 ∀当代语言学 #后,由原来译介为主

转向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为加强专题和新学科的研究, ∀当代语言学 #先后编辑了 6个专

号,分别为 语料库语言学  、语言与社会 ! ! ! 罗常培先生百年诞辰  、中文信息处理  、句
法研究  、俄罗斯语义学 和 计算语言学  。先后任主编的有: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

强、沈家煊、顾曰国,徐云扬、胡建华先后任副主编。

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早在 1957年初, 罗常培、吕叔湘等就曾动议

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 1980年学会正式成立以后, 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 开展全国性学

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1980年至今一共召开了 14届学术年会。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

长是: 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侯精一、沈家煊。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

工作和 ∀中国语言学报 #、∀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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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界的交往, 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 使

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中国语言学报#是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 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 商务印书馆

出版。 ∀学报 #为每一届学术年会上提交的论文选编而成。自 1982年至今已经出版 14期。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 李荣、熊正辉先后任会长, 1981年至 2009年先

后举办 15届学术讨论会。学会在团结学界同仁,组织方言研究的攻关合作, 普及方言学科,扶

持新人以及加强本学科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又先后举办了 5届官话方言研

讨会, 4届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 2007年方言研究室会同全国方言学会又创办了 ∀中国汉语

方言学报#。随着方言调查研究的深入发展, 还组织了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晋

方言、官话方言等专门方言的定期学术讨论会。

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是隶属于中国语言学会的二级学会。正式获得批准登记时间为

2006年 4月。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语音学会上, 决定成立语音

学会筹委会。发起单位除语言所外, 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多家教学和科

研单位。分会负责组织召开两年一次的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编辑出版∀中国语音学报 #, 举
办各种学术讲座和讲习班。林焘、鲍怀翘先后担任分会主任。

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于 1992年,它下属的几个专业委员会也先后成立。语言研究所词典编

辑室是我国成立较早也是规模较大的辞书专业机构,在我国辞书界有较高学术地位, 是中国辞

书学会的主要发起单位,在学会领导机构中占有一定位置,主管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及语文词

典评奖工作,协助管理辞书理论和辞书史研究专业委员会。

1. 3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成立于 1978年, 2008年 9月更名为语言学系, 简称语言

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集中办院, 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  的办学机制,

语言学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依托,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划分标准, 拥有汉语

言文字学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招生专业。

语言学系自主设置的招生专业方向包括: 句法与语义学、历史语言学 (近代汉语、古代汉

语 )、汉语方言学、语音学、应用语言学 (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 )、语言类型学、词典学等。

先后开设课程有: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语法、句法语义学、语言类型学、形态句法学、功能

语法学、篇章语法、英汉对比语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

言学、语言哲学、形式句法学、形式语义学、近代汉语、中古及近代汉语语法史、汉语史、汉语史

专题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汉语历史语法、汉语文字学、训诂学、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学、

汉语方言音韵学、汉语历史音韵学、汉语方言调查、国际音标训练、语音学、实验语音学、声学语

音学、应用语言学、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机器翻译、词典学等。

先后担任系主任的有:吕叔湘、李荣、刘坚、江蓝生、张国宪、沈家煊、刘丹青。

语言学系自成立以来,培养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67名 (其中外国留学生 13人 ); 获得

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83名 (其中外国留学生 9名 )。

二 学科发展

2. 1现代汉语语法和语义的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语言所最早起步的学科之一。现代汉语组在最初的两年里,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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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实际需要,以高初中语文课本的材料为主,着手编写供中学师生及一般干部参考用

的语法简编。成果就是署名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  的 ∀语法讲话#。自 1952年 7

月起,在 ∀中国语文#上分 17次连载刊登。后经补充修订, 1961年 1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书名改为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作者署名 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

盛璋、陈治文  。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

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 1955年,在吕叔湘的主持下进行 汉语语法体系和术语的研究  。 1953! 1954年,

∀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杂志上开展了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吕叔湘 ∀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

原则性问题 # ( ∀中国语文#, 1954年 9月、10月号 )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1957年开始,

现代汉语组集中进行句型和动词的研究,由吕叔湘和陆志韦主持。1959年 3月号的 ∀中国语
文 #上, 刊登了署名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  的文章,题为 ∀语法研究上要求加

强合作 #,文章称 本小组计划写一部 ∀现代汉语语法 #,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  。文章提出了作

者认为当时还没能很好地解决的 53个研究课题,分为 9个大类列出。陆志韦指导刘坚、陈建

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其中的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问题做专题研究, 研究报告

先后刊登于 1960年∀中国语文#第 1、3、4、6期上。

1953! 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 ∀汉语的构词法 # (科学出版社, 1957; 修订本 1964), 参

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 提出了构词研究的

扩展法  ,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六十年代语法研究在吕叔湘带领下开展工作, 系统性地研究汉语句子的组织形式,尝试用

句段结构 对汉语语法做全面描写 (范继淹∀汉语句段结构#, ∀中国语文 #, 1985年第 1期 ),

可惜这项工作因 文革  而中止。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有:吕叔湘∀关于 语言单位的

同一性  等等 # ( ∀中国语文#, 1962年第 11期 ),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 ( ∀中国语文 #,

1963年第 1期 );范继淹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 ( ∀中国语文 #, 1963年第 2期 );

李临定 ∀带 得 字的补语句 # ( ∀中国语文#, 1963年第 5期 ) ;范方莲 ∀存在句 # ( ∀中国语文 #,

1963年第 5期 )。

文革 期间学术研究一度中止。七十年代中期, 语言研究所逐渐恢复研究工作,现代汉

语组在吕叔湘带领下编写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1980)。这也成为 1977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成立后, 现代汉语研究室 推出的第一项重要的集体研究成果。该书获得第一届中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 1993)。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9)是基

于数十年理论思考的心血之作。这两部作品, 在事实描写和理论探讨方面垂范于世, 代表了当

时国内语法研究最高水平。汇聚吕叔湘一生菁华的 ∀汉语语法论文集 # (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1984)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特等奖 ( 1987)。

八十年代现代汉语研究室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句型和动词。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现代汉

语室编 ∀句型和动词# (语文出版社, 1987) , 李临定 ∀现代汉语句型 # (商务印书馆, 1986 ), 孟

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 ∀动词用法词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郑怀德、孟庆海∀形容词
用法词典# (湖南出版社, 1991)。语法理论方面的成果有 ∀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 # (语文出版

社, 1986) ,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八十年代后期起,社科院的科研体制转向课题制,语言所的语法研究也开始探索跨研究组

室的学科整合尝试。 1989年,以廖秋忠为召集人的 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 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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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资助,参加者既有国外语言学研究室的廖秋忠、沈家煊、卫志强、赵世开、徐赳赳等, 又有

现代汉语室的陈平、杨成凯、徐丹等人, 研究成果为 ∀语用研究论集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这一时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高潮是功能主义方法的成功运用, 代表作是陈平、

廖秋忠和沈家煊的研究,成果汇集在 ∀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 (陈平, 重庆出版

社, 1991)、∀廖秋忠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 1997)

和 ∀不对称和标记论# (沈家煊,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

二等奖, 2002)这几本书里。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认知语法、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词

汇语义学和形式句法等研究方向, 与国际语言学发展方向全面接轨。 2001年, 现代汉语研究

室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 2002年,以这个研究室为基础的 句法语义学 成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重点学科。

近十几年来,句法语义学科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认知语法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对汉语句

式问题的集中探讨、对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的关注、关于汉语 糅合  造句方式的论证、

行、知、言 三个认知域观念在语法分析中的应用, 尤其是关于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阐释,

使汉语句法语义中的一些传统难题得到了全新的认识。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 ∀ 有界  和

无界 # ( ∀中国语文 #, 1995年第 5期, 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2000)、∀复句三域 行、知、言  # ( ∀中国语文 #, 2003年第 3期 )、∀ 王冕死了父亲  的生成方

式 ! ! ! 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 ∀中国语文#, 2006年第 4期 )、∀汉语的名词和动词 # ( ∀汉藏语学
报 #, 2007年第 1期 )等系列论文中。

功能语法研究继承并发展了陈平、廖秋忠开创的方法,用动态的眼光深入考察了近现代汉

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事实,成果集中于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 (张伯江、方梅, 江西教育出版

社, 1996,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0) , ∀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

用、认知研究 # (沈家煊主编,商务印书馆, 2004),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 #(张国宪,

商务印书馆, 2006) ,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 # (张伯江, 商务印书馆, 2009) , 以及 ∀指示词

这 和 那 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 #和 ∀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语法标记功能 # (方梅,中国社

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004)。

语言类型学是九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出版了第一本基础理论译著 ∀语言共性

和语言类型 #(科姆里著,沈家煊译, 华夏出版社, 1989) , 第一部基于汉语事实的专著 ∀语序类
型学与介词理论 #(刘丹青,商务印书馆, 2003, 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7) ,第一部跨语言视角的语法研究手册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 (刘丹青编著,上海教育出版

社, 2008)。 把汉语放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考察  成为句法语义研究的一致追求。

词汇语义研究与词典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谭景春 ∀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 #
( ∀中国语文 #, 2000年第 1期,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2)和 ∀语义综

合与词义演变及动词的宾语 # ( ∀中国语文 #, 2008年第 2期 )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词义的

产生和变化,给出了词典释义中若干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原则。

形式句法研究近年来也在扎实地开展。胡建华等在否定与焦点、题元角色等问题上做出

许多专项研究 ( ∀否定、焦点与辖域#, ∀中国语文 #, 2007年第 2期; ∀论元的分布与选择 ! ! ! 语

法中的显著性与局部性#, ∀中国语文 #, 2010年第 1期 )。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和 ∀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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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联合主办,是中国语言学界历史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句法学和语义学专业系列会议。讨

论会开始于 1981年,至今共举办 16次。每次会后辑成的论文集 ∀语法研究和探索 #作为 中

国语文丛书  也已出版了 15辑。本学科参与主办的重要学术会议还有: 句型和动词学术讨

论会 (福建厦门, 1985年 11月 ) ;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讨会  (北京语言学院, 1995年 12

月 ) ; 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  ( 2007和 2009年先后在香港和台湾举行 )。

2. 2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调查国内各地方言和兄弟民族语言  是建所之初的主要任务之一。五十年代初的几年
间,语言所的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相当活跃。1951年即派出工作队去川康调查凉山彝语, 并

在西康帮助彝族制订新文字; 1952年派出前往云南、广西、贵州的调查组; 1953年 9月召开的

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扩大会议  及时总结经验以后, 1954年又派出了赴广西的僮语工作

队。1955年 12月,语言所与中央民族学院联合召开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组主任傅懋 作了题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的主题报告,会议

对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计划进行了讨论和修订。1956年 4! 6月, 语言所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

组成总数 700多人的七个调查工作队,前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对藏、傣、苗、瑶、

黎、布依、拿喜、荆濮、佧佤、傈僳各族语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语言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

编辑了西康彝语、拿喜语、苗语 (三种 )、瑶语 (二种 )、仲家语、黎语、僮语、山头 (荆濮 )语 11种

语言的教科书。 1956年 12月,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这些工作在新的研究

机构里得以更广泛地展开。

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决议,建议 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

普查的计划  。1956年制订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 #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

汉语研究的三个中心问题之一, 并且指出首先要进行方言普查。1956年 3月高等教育部和教

育部联合发出了 ∀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 随后中央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相关的领

导机构,制订了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计划和步骤。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全国汉语

方言的语音状况。为了配合这次普查, 1956年,在胡乔木的提议下,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前三期由丁声树、

李荣等主讲,后六期由陈治文主讲。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 ∀方言调查表格 #修订编制了

∀方言调查字表# (科学出版社, 1955), 编写了 ∀方言调查词汇手册 # (科学出版社, 1955) , ∀汉

语方言调查简表 #( 1956) ,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 (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科学出版社, 1958),

出版了李荣为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编写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科学出版社, 1957)。由丁声树

撰文, 李荣制表的 ∀汉语音韵讲义#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是这次训练班的主要教材, 一直到

现在仍然是方言音韵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著作。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 增加了方

言工作者对汉语方言的全面认识。尤其重要的是, 通过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培训和方言普查

的实际锻炼,培养了大量具有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改变了以往方言调查研究只局限于少数

几个人的局面。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汉语方言学界的中坚力量, 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

研究在全国普遍开展,汉语方言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59年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在丁声树、李荣带领下对河北昌黎县的方言进

行了调查,其成果就是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 ∀昌黎

方言志 # (科学出版社, 1960)。∀昌黎方言志 #第一次对一个县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点达

193个,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严格、深入、细致的调查, 材料丰富,注意对语言结构的细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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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昌黎方言志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汉语

方言调查的经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此前同类著作。同时, 对昌黎方言的调查, 也

为后来的方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集体工作经验。

八十年代初,方言研究室在李荣带领下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

作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李荣和傅懋 分别负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部分。 ∀方言#

杂志为配合地图的绘制,组织了一批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荣的 ∀官

话方言的分区# ( 1985年第 1期 )和∀汉语方言的分区 # ( 1989年第 4期 )。前者把晋语从官话

中分立出来,后者把平话和徽语设立为与吴粤闽等方言平行的大区。这些主张在 ∀中国语言

地图集 # (香港朗文出版社, 1987, 1990; 1993年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9

年荣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一等奖。)中得到体现。 ∀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汉语方言提
出 点 !小片 !片 !区 !大区 的层次划分法,取代传统的 方言 ! 次方言 ! 土语 三级区分法, 并

据此再把汉语方言分为 10个大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

话。把官话大区分为 8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

话、江淮官话。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 7个区。

方言研究室贺巍、张振兴主持的 汉语方言重点调查  (国家 七五  重点项目 )选择 12处

有代表性的方言进行重点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漳平、洛阳、江永、嘉定、博山、福清、舟山、黎

川、武汉等九处方言的研究报告。这些著作有统一的体例, 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详细的描

写,内容丰富又各具持色。

九十年代初,方言研究室参加了李荣主编, 全国五十余位方言专家参与的国家社科 八

五  重点项目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年获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国家图

书奖最高荣誉奖及辞书一等奖。)的编纂工作, 从 1991至 1998年, 共出版分地点方言词典 41

本。41个方言点分别是: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

原、忻州、武汉、成都、贵阳、柳州、南京、扬州、苏州、上海、祟明、丹阳、宁波、杭州、金华、温州、长

沙、娄底、南昌、黎川、萍乡、梅县、于都、南宁 (平话 )、广州、东莞、厦门、雷州、海口、福州、建瓯。

这些地点几乎覆盖了各主要方言区。每一部词典收词 7000至 10000条不等, 实词虚词并收,

并有方言例句,例句中还引用了当地许多的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等等, 反映了当地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编写者大多数从事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多年,有过相当的训练,而且绝大多

数都是当地人或在当地长期生活,会说当地方言, 因而能做到调查深入,解释词义准确细致。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分地点词典总字数 2000余万, 规模浩大, 是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

巨大收获,对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侯精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

奖, 2002)用有声的形式保存现代汉语方言,为后人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汉语方言有声资料。

其中 概况库  介绍九大方言区的地域分布、历史形成、方言特点、方言分区等; 资料库 有 40

种汉语方言代表点的资料,每种都包括语音系统、字音、词汇、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

由张振兴、熊正辉主编的∀新中国语言地图集#也即将出版发行。
此外,一些个人研究论著也获得学界好评。如: ∀客家方言的分布与内部差异 # (黄雪贞,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1989)、∀音标处理系统 ( YEX )和方言词典自动处理系统 ( FYCD ) #

(熊正辉,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6)、∀福建省顺昌县境内方言的分布 #

(冯爱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1990)、∀客家方言语音研究 # (谢留文,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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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004)、∀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 (李蓝,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2005)。

2. 3语音学研究

语音室的前身是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 语音乐律实验室  , 语言所成立后,以此为基

础,在民族语文组内组建了语音实验小组。

语音室建立之初,所使用的实验仪器主要包括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音叉、渐变

音高管以及钢丝录音机。 1957年,为了解国外实验语言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吴宗济受国

家委派前往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修, 又到瑞典和丹麦继续进修相关学业。五十年代

后期, 语言所花费 2万美金添置了声学分析仪器, 如频率仪、示波器和语图仪等, 同时,由吴宗

济设计制作了腭位照相装置,与 X光照相配合, 开始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生理特性和声

学特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吴宗济提出的共振峰简易计算法, 鲍怀翘和吴宗济录制的普通

话音素 X光静态发音资料以及绘制的普通话发音腭位图和舌位图。

六十年代语音研究小组最重要的成果是五卷本 ∀普通话语音实验录 # (包括第一卷 总

论  ,第二卷 元音  ,第三卷 辅音  ,第四卷 声调  和第五卷 仪器和试验方法  )和 ∀普通话发
音图谱 # (周殿福、吴宗济, 商务印书馆, 1963)。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还有周殿福的艺术语言

发音的研究,林茂灿用自己研制的 音高显示器  进行的单音节和多音节声调的声学实验 ( ∀音

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声学特性#, ∀声学学报 #2卷 1期, 1965)。

七十年代后期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 吴宗济等利用语图仪,对普通话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展

开了大规模的声谱制作,进行了系统的数据测量和对声、韵、调的声学特性分析。成果集中体

现在∀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 # (吴宗济、曹剑芬等, ∀中国语文 #, 1979年第 1、2、4、5、6期连载 ),

∀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 # (吴宗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科研成果奖, 1993) ,以及曹剑芬、杨顺安等就普通话轻声音节、二合元音和复合元音的系列实

验研究。

1977年始陆续进口了丹麦 B. K生产的W arrn 77计算机和 3348实时声谱分析仪, 以及全

数字化各类语音分析仪如 7800语图仪和 4800分析仪等, 使研究走上了数字化道路。这个时

期,普通话语音声学特性研究全面展开,基于语音规则的语音合成也已启动。在曹剑芬、许毅

等参与下,杨顺安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我国第一个基于语音规则的共振峰语音合成系统。在此

基础上,许毅实现了汉语普通话全音节的规则合成,同时,祖漪清进行了发音参数语音合成的

研究。在吕叔湘先生的指示下,吴宗济和林茂灿开始了汉语声调和语调的研究。

用实验语音学手段进一步观察传统语音学的 清浊  概念, 得出不同于以往的若干新的发

现。曹剑芬发表了∀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 ( ∀中国语文 #, 1982年第 4期 )和 ∀论清

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 ( ∀中国语文 #, 1987年第 2期 ), 还先后在国际语音学会议上发表 论

吴语鼻音声母的发声型对立及其它 等相关论文。 1987! 1989年她在美国进修和访问期间,又

系统地考察了吴语浊声母的发声特性, 后来在国际期刊 Journa l of Phonetics上发表了 &An

exploration o f phonat ion types in W u d ia lects of Chinese∋ (V o.l 20, No. 1: 77! 92, 1992)。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的 ∀实验语音学概要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1993年获国家教委直属出版系统优秀成果奖 )和曹剑芬的 ∀现代语音基础知识 # (人民

教育出版社, 1990) ,以及杨顺安的 ∀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 # (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4)先后出版。杨顺安的∀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 (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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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浊声源动态特性对合成音质的影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

语言学家奖, 1990) ,在提高合成语音的音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合成出的普通话已接近

人的发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曹剑芬与任宏谟合作翻译的 ∀言语链#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3)也成为国内语音学的重要参考读物。

语音室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国内外语音学界的关注。 1979年瑞典著名言语工程师兼语音

学家 Fant首次来访; 1982年, 赵元任先生来访,并在实验室录制了国际音标发音; 1983年美国

著名语音学家 Peter Ladefoged来语音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 对普通话合成技术和

语音室的研究作了肯定,并且推荐研究成果在 Journal of Phonetics上发表; 1985年, 东京大学

著名言语工程学家 H iroya Fu jisaki首次来访,此后几乎每年来访交流。

九十年代以来,语音研究和言语工程的结合不断加强,语音研究对象从孤立的单音节进入

到自然的连续话语,从单纯的音段研究发展到音段、超音段兼顾,特别是加强协同发音、语流音

变、重音、节奏、语调和韵律结构等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发展更加迅速。吴宗济基于汉

语不同于西方非声调语言的特点,结合语音学范畴的发音生理和发音声学条件、语法学范畴的

词句结构条件、音系学范畴的历时与共时语音演变,提出 跳板规则  、多米诺规则 、音系学
规律 、调位守恒  、移调 、变域 、韵律互补  等规则和原则。林茂灿对汉语语调的研究

和曹剑芬对汉语节奏的考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这一时期, 语音室在国内外语音学界和

言语工程学界的地位日渐突出。1992年和 1993年语音室连续两年参加国家 863语音合成系

统的评测,是唯一一个基于共振峰规则合成的系统。 1996年,语音室开始承担国家 863项目,

祖漪清和李爱军等提出了汉语的韵律标注系统 C TOB I和音段标注系统 SAMAP C。此后, 在

语料库的基础上,语音室开展了连续话语中一系列语音问题研究。

2002年,语言所成立了 语音与自然话语重点学科 ,学科主要依托于语音研究室和当代

语言学研究室。在学科经费和国家专项经费的支持下,购置了多种语音分析设备和生理研究

设备 (如电磁发音仪 EMA, 喉头仪 EGG, 动态腭位仪 EPG等 ), 建立了专用录音室和审音室。

承担了国家 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科院重点项目以及横向

合作课题 (包括与 IBM, TOSH IA, NOK IA, MOTO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日本 ATR合作项

目、欧盟项目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开展了发音机理的研究、自然话语的语调韵律特

征研究、藏语语音合成、多风格语音合成研究、情感语音研究、中介语语音 ! 方言和少数民族地

区普通话语音以及中国人英语语音问题研究、音段与音段音变的研究、音段的语音实现与超音

段的韵律结构的关系研究等。

2007年,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经费和国家专项经费支持, 2009年建成语音室

儿童语言习得实验室,购置了大量声学和生理专业设备,邀请了加拿大学者开展了新兴交叉学

科儿童语音语言习得的合作研究。

为庆祝吴宗济先生 95岁华诞, 2004年举办了国际声调语调问题研讨会 ( TAL, 2004), 来

自国内外的 150多名语音学家和学者对语音室的研究水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出版了英文版

的纪念文集 ∀语音学与言语处理前沿 From Tradit iona l Phono logy to M odern Speech

Process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7),

进一步扩大了汉语作为典型声调语言的影响; 2008年 4月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 ! ! 暨

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国内外著名语音

学家, 以大会报告和专题的方式,介绍语音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会后出版了由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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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 H. Fu jisak i和沈家煊共同主编的∀现代语音学前沿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9)。

2. 4历史语言学的研究

汉语史研究组于 1959年组建,任务是对古代汉语语法作专题研究。陆志韦、郑奠领导制

定了古代汉语语音史、语法史以及词汇史的研究计划,为古代汉语研究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前瞻

性的规划。规划订出以后,陆志韦直接领导了汉语语音史的撰写, 制定了 ∀左传 #语法的研究

计划; 郑奠领导了古汉语语法、修辞研究的资料整理工作, 成果有 ∀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 #

(麦梅翘合著,中华书局, 1964)、∀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 (谭全基合著,商务印书馆, 1980)。

汉语史研究组其他组员集中于专书语法研究, 成果多在七十至九十年代问世,形成了古代

汉语研究室以古汉语语法研究见长的特色。如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 (中国科学

院, 1953)、∀西周金文语法研究 # (商务印书馆, 1981)、∀左传句法研究 #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何乐士 ∀左传虚词研究 # (商务印书馆, 1990)、∀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与杨伯峻合著,

语文出版社, 1992)、∀左传的范围副词 # (岳麓书社, 1994)、∀史记语法特点研究 # (商务印书

馆, 2005)、∀汉语语法史断代专书语法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王克仲 ∀助语辞集注#

(中华书局, 1988)、∀古汉语词类活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王海棻 ∀马氏文通与中国语
法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等等。这些著作对古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管燮初 ∀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是我国研究甲骨文语法的第一部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汉语史研究组一分为二。由 文革  前的宋元词汇组部分成员和

汉语史组的部分成员组成近代汉语研究室,原汉语史组的其他人组成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汉语研究室先后编纂了三部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 # (北京出版社, 1982, 1984, 1987), 汇

集了本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何乐士等编写的 ∀古代汉语虚词

通释# (北京出版社, 1985),也备受学术界好评,曾获北京出版社 1985年优秀图书奖;古汉语

室集体编撰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9)规模更大、汇集成果更全面。

汉语音韵学研究是七八十年代历史语言学的另一重点, 成果有邵荣芬 ∀汉语语音史讲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中原雅音研究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切韵研究#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2)、∀经典释文音系 # (台北学海出版社, 1995)、∀邵荣芬音韵学论集 # (首都师

范大学出版社, 1997);王显 ∀(切韵)的命名和 (切韵 )的性质# ( ∀中国语文 #, 1961年 4期 )、

∀再谈(切韵 )音系的性质# ( ∀中国语文 #, 1962年 12期 )、∀清代学者在古韵分布研究上的贡

献 # ( ∀古代汉语音韵语法论文集 #, 1980)等等,在汉语音韵学及音韵学史研究上都取得了引人

瞩目的成绩。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首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

奖, 1986)是音韵学研究中有关近代音的力作, 该书的出版推动了对近代音的研究,在学术界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后期,古代汉语研究室呈现语法、音韵、古文字、文献、词汇、训诂多元化配置的格

局。如姚振武∀现代汉语的 N的 V 与上古汉语的 N之 V # ( ∀语文研究 #, 1995年 2、3期 )

和 ∀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 ( ∀中国语文 #, 1999年第 1期 )获 1999年度北京大学王力语言

学奖。孟蓬生探讨同源词的专著 ∀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4)也颇受好评。董琨、姚振武先后主持

院 B类重大项目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 该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成果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入

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正式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近年来,在出土文献语言

研究, 尤其是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方面,古汉语室还有一批重要成果。如姚振武的 ∀上古汉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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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词和 数 +量 +名  结构的发展以及相关问题 # ( ∀中国语言学#第二辑,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李玉的 ∀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 #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董琨的 ∀商周古文字读本#

(与刘翔等合著, 语文出版社, 1989)、∀楚系简帛文字形用问题 # ( ∀简帛语言文字研究 #第二
辑,巴蜀书社, 2006) ,孟蓬生的∀上博简 (缁衣 )三解# (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2)、∀郭店楚简字词考释#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 2002)等。

从 1998年开始,古代汉语研究室作为主要主办者的全国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 已连续主

办了六届。

近代汉语研究室成立三十多年来,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献资料的整理。刘坚从浩瀚的文献史料中辑出有代表性的近代白话语料,详加题解、校

订、注释,汇成∀近代汉语读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是近代汉语研究必读的入门书;在此

基础上,刘坚与蒋绍愚主编 (近代汉语研究室与北京大学大中文系合编 )了 ∀近代汉语语法资

料汇编 # (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 )三册 (商务印书馆, 1990、1992、1995; 唐五代卷  获中国

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3) ,为本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料基础。

专书与断代语法研究。吴福祥的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 # (岳麓书社, 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二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9)是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方面较早的重要著作。由刘坚、

曹广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  已经结项,其成果包括晚唐至

明清多部白话文献的专书语法研究著作, 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江蓝生、曹广顺主

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  , 首次对近代汉语各重要历史时期的语
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虚词研究。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近代汉语指代词 # (学林出版社, 1984)堪称近代汉语虚

词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刘坚等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 (语文出版社, 1992)、曹广顺 ∀近代汉语
助词# (语文出版社, 1995;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1996 )、江蓝生 ∀近代汉语探源 #

(商务印书馆, 2000;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2001)也都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来,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杨永龙等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论文,

如江蓝生∀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 底  的由来 # ( ∀中国语文 #, 1999年第 2期;中国社

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2) ,曹广顺 ∀(祖堂集 )中的 底 (地 )  、却 (了 )  、著  #

( ∀中国语文 #, 1986年第 3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1991)、∀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

程 # ( In H onor o f M e i T su L in: Stud ies on Ch inese H istorica l Syn tax and M orphology, 巴黎,

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2)等。这些文章探源析流, 理实兼具,描写

细致, 分析深入, 理论方法和结论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结构与句式研究。如曹广顺 ∀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 动 +将 结构# ( ∀中国语文 #, 1990年

第 2期 )、吴福祥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 V得 /不 C 的语法化 # ( ∀中国语文#, 2002年第 1期 )、

赵长才 ∀ 打破烦恼碎  句式的演变与发展# ( ∀汉语史集刊#第四辑, 2001)等都是有关述补结

构历史演变的重要研究成果;江蓝生近年来从构式的角度研究句式的语法化, 发表了 ∀ VP的

好  句式的两个来源 ! ! ! 兼谈结构的语法化 # ( ∀中国语文 #, 2005年第 5期 )、∀同谓双小句的
省缩与句法创新 #( ∀中国语文#, 2007年第 6期 )等系列论文。

语法化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

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 ∀中国语文#, 1995年第 3期 )是国内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吴福祥

近年来在国外语法化理论引介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如∀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 ∀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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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 #, 2004年第 1期 )等,主编了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系列会议论文集。在实证研究

方面, 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杨永龙、李明等发表了众多从语法化视角出发,结合汉语实际的

论文, 如江蓝生∀时间词 时  和 後  的语法化# ( ∀中国语文 #, 2002年第 4期 ), 江蓝生、杨永

龙 ∀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 # ( ∀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 2006), 吴福

祥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 ( ∀中国语文 #, 2003年第 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

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7) ,杨永龙 ∀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 ( ∀中国语文 #, 2005年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006) ,李明 ∀从言语到言语行为 # ( ∀中国语文 #, 2004年

第 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008)等。

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中古梵汉接触对译经语言乃至中土汉语的影响和元

代蒙古语对汉语的接触影响。前者如曹广顺 (与遇笑容合著 ) ∀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 # ( ∀中国
语文, 2000年第 6期 #)、赵长才 ∀也谈中古译经中 取  字处置式的来源# ( ∀汉语史中的语言接

触问题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10)等。曹广顺 (与遇笑容合著 ) ∀再谈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

史研究 #( ∀汉藏语学报 #第一辑, 2007)全面总结了现阶段中古译经特殊语法研究的成果和方

法,阐明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对于以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后者如江蓝生 ∀从
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 #(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 4期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

特殊判断句 # ( ∀语言学论丛 #第 28辑, 2003),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 # ( ∀中

国语文 #, 2002年第 5期 ), 曹广顺 (与陈丹丹合著 ) ∀元白话特殊语言现象再研究# ( ∀历史语言

学研究 #第二辑, 2009)等。吴福祥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 ( ∀民族语文 #, 2007年第 2期 )

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外新近的语言接触理论。

历史词汇研究。突出成果是编纂出版了一批建立在长期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高水平的专书

和断代语言词典,包括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 # (语文出版社, 1988) ,白维国 ∀金瓶
梅词典 # (中华书局, 1991),周定一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与编写 ∀红楼梦语言词典 # (商务印

书馆, 1995), 江蓝生、曹广顺 ∀唐五代语言词典#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廖珣英 ∀全宋词语言

词典# (中华书局, 2007)等。 ∀唐五代语言词典#是刘坚、江蓝生主编的∀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

典 #系列之一,这个系列填补了近代汉语断代词汇研究的空白。

为进一步推进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学的研究, 2003年 9月以近代汉语研究室为依托建立

了院级重点学科历史语法与词汇学。六年多来,本学科已开展了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

不少成果。学科编辑出版了历史语言学专门刊物 ∀历史语言学研究 # (商务印书馆, 每年一

辑 ) ,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平台, 吸引国内外专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推

动热点问题的讨论,促进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学科在本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2. 5计算语言学的研究

1956年机器翻译被列入了中国国家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课题名称为 机器翻译、自然语

言翻译规则的建立和自然语言的数学理论  。在这个国家规划之下, 语言所从 1957年开始了

机器翻译研究,作为主持单位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于 1959年成功地进

行了俄汉机器翻译系统的实验,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机器翻译系统之一。随后出

版了我国第一本机器翻译学术著作 ! ! ! ∀机器翻译浅说# (刘涌泉、高祖舜、刘倬, 科学普及出

版社, 1964),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论述汉 !外机器翻译中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系统的研制方法。

这个阶段后来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机器翻译研究的开创期,当时的学术带头人是刘涌泉和刘倬。

经过 文革 十年的停滞,语言研究所的业务工作从 1975年开始恢复。在机器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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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七十年代以后, 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先后主持研究和设计了俄 !汉、英 !汉、法 !汉、德 !汉等

多种语言的实验型和应用型机器翻译系统。比较有影响的系统有: ECMT 78英汉机器翻译系

统 (刘涌泉、王广义、傅爱平等 )、JFY系列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刘倬、傅爱平、李维等 )和 GRA

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王广义等 )。其中 JFY 3(又称科译一号 )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 1989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JFY机器翻译系统的语

言知识库管理软件于 1992年获得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JFY 5(又称高

立 )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 1993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

1994年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机器翻译的研究是理论方法和工程技术并举的。

语言所的机器翻译研究始终注重国内外的语言理论, 注重语言工程实践,结合汉语的特点, 提

出了多种语言分析和生成的方法。譬如: 融合结构层次、结构功能和原语译语对比差异的中介

成分分析法,以谓语为轴心、语法和语义同步分析的句素分析法, 个性规则与共性规则相结合

的语言分析生成策略,转换、递归、回溯、超前、动态上下文等语句分析算法, 开放式系统的设计

方法, 机器翻译系统语言知识库的建立,等等。这些方法对我国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研究和开

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相应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国内的主流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的工作还涉及计算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包括:中文信息处

理、汉语字 /词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语言规划、术语研究等。近年来,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的工作

主要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专题研究和应用系统的研制,以及语言数据资源的开发和使用。

一方面把自然语言处理作为工程化的应用系统来研究, 包括语言模型在算法上的形式化, 也包

括算法的实现、系统的研制和程序设计。另一方面,建立研究和实际应用中需要的语言数据资

源,研究组织和使用这些语言数据的方法和技术,如各种语料库、语言学专题数据库、机器词典

等。此外在语言研究手段自动化的进程中,承担了语言所的信息化建设,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的

研制和维护等工作。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室承担的社科院重大课题 基于自然语言数据处理

的汉语辞书编纂系统  正在进行当中。

在多年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研究和语言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编辑出

版了计算语言学学术刊物 ∀语言和计算机 #1! 3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1986); 王广义

等参加了七十年代末国家标准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 #的研制, 该项目于

1985年获得国家标准局和电子工业部的国家标准二等奖暨电子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奖;林联

合参加了八十年代国家首次大规模汉语字词的统计和分析, 统计结果编成 ∀现代汉语频率词
典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常用字和常用词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5)和 ∀汉语

词汇的统计与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5) ,后者还获得 198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和

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九十年代初刘倬主持了 ∀儿女英雄传#的词汇数据处理,成果汇集

在 ∀儿女英雄传虚词例汇# (语文出版社, 1994);林联合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主编了 ∀写
作措辞参考词典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此外,应用语言学研究室还出版和发表了应用语

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多部专著、论文和工具书,如:刘涌泉等的 ∀机器翻译浅说 # (科学普及出

版社, 1964)、∀中国的机器翻译# (知识出版社, 1984)、∀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 (武汉大学出

版社, 1986)、∀应用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多语对照语言学词汇 # (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 1988)和∀汉语字母词词典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建立了多个面向语

言研究和应用目标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如汉语词汇资料数据库、汉语语句自动分析实验系统、

∀现代汉语词典#系列数据库系统、汉语辞书 XML数据库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料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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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理论语言学的研究

五十年代语言研究所即设置了一个隶属于 ∀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情报资料组,其任务是了

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62年 2月,在时任副所长赵洵的推动下, 语言所组建了 20

多人的外语研究室,分为两个组: ∀俄汉详解词典#编撰组和∀语言学资料 #编辑组。

文革 后,外语研究室恢复科研工作, 1980年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 1979年和 1981

年先后出版了两辑∀语言学译丛 #。其中英国语言学家 J. L Aust in的 论言有所为 、瑞典语言

学家 B. M alm berg的 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 、美国语言学家 D. Bo linger的 语言学各主要流

派简述  、C. J. F illm ore 的 &格 ∋辨 、N. Chom sky的 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 等,

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当时一二十年间国外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及其运用的方法论基础。

1983年国外语言学研究室组织本室人员翻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捷克词典学

家兹古斯塔编撰的∀词典学概论 #,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词典学理论和各类词典具体编撰

方法的著述。1981年由黄长著、林书武、卫志强、周绍珩编译出版由英国语言学家哈特曼和斯

托克编辑的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该词典的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多年没有

语言学词典的空白,尤其对后来国内语言学诸领域语言学术语的厘定和规范起到重要作用。

沈家煊翻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 # (商务印书馆, 2000) ,是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的名作,在

国际上很有权威性,译本为汉语学界理解国外最新概念和术语提供了直接的和准确的帮助。

赵世开积极引介和研究以乔姆斯基论著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 先后出版了 ∀现代语言学 #

( 1983)、∀美国语言学简史# ( 1989), 主编了∀国外语言学概述 ! ! ! 流派和代表人物 # ( 1990)等

著作。 1993年, 由周流溪、林书武、沈家煊等译、赵世开校, 出版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

∀支配和约束论集 ! ! ! 比萨学术演讲 #。卫志强于 1988年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语言学家什维

采尔的 ∀现代社会语言学#, 1992年与医科大学赵吉生教授合作, 翻译出版了苏联神经语言学

创始人鲁利亚的 ∀神经语言学#, 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神经语言学的论著。1986! 1987年沈家

煊分六个专题系统译介英国语言学家 Lev inson的 ∀语用学 # ( ∀国外语言学 #, 1986年第 1、2、4

期; 1987年第 1、3期 ) ,极大推动了我国语用学的发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伍铁平在 1979和 1980年的 ∀外国语 #上发表 模糊语言学  的讨论文
章,是国内最早运用模糊理论对语言模糊性所做的研究。廖秋忠在国内语言学界开辟了篇章

语言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译介了国外最新的篇章语言学成果,并且做了大量汉语篇章语法专

题研究,成果汇集在∀廖秋忠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中。徐赳赳在篇章分析方面

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最新成果为 ∀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 # (商务印书馆, 2010)。顾曰国专攻语用学、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

言学,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突出的有 走出取效行为研究的困境  (国际 ∀语用

学 #杂志, 1993年第 20卷首篇 ) , 多模态文本分析  (国际 ∀篇章与谈话 #杂志, 2006年第 2期

首篇 ), 从现场即席话语到视频流数据挖掘  (国际 ∀语料库语言学 #, 2009年第 4期首篇 )。

他还参加编写了 ∀语言与语言学大百科全书# (第 2版, 15卷; E lsev ier科学出版社, 2005)。

1987年起, 国外语言学研究室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 国外语言学编辑工作研

讨会 , 自第 3届开始, 研讨会更名 国外语言学研讨会 , 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理论语言学研讨

会。自 1998年更名为 中国当代语言学研讨会  ,扩大为中型国际会议,截至 2009年累计召开

12届。自 2003年起∀当代语言学#编辑部隔年召开高层次的 当代语言学圆桌会议  , 截至

2009年前后召开 3届。赵世开 1985年在语言所创办的 语言学沙龙  , 邀请所内外学者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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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题进行研讨,至今已有 277次活动,成为语言所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2. 7汉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

语言所词典编辑室成立于 1956年 7月。五十年代中期,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

作提上了日程。 1955年 10月, 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做了重要指示,

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 (与所长罗常培联合 )在大会上做∀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的主题报告。

会议提出了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课题,建议中国科学院会同有关部门聘请专家组成词典计划

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为词典编纂进行筹备工作。1956年 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普通话

审音委员会和词典计划委员会,词典计划委员会由胡愈之、叶圣陶、黎锦熙、魏建功、王力、林汉

达、吕叔湘、黄松龄、潘梓年 9人组成。2月 6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其中

的第 9条就是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研究组, 郑奠任组长,孙德宣、邵荣芬等参与工作。3

月 31日词典计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建议在语言研究所内成立词典编辑室, 任务为编写现代汉

语词典。词典编写宗旨就是国务院在指示中明确提出的确定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 为推广普

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7月,词典编辑室成立,吕叔湘兼任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 #主编。

为集中人力物力,将当时我国仅有的两个语文辞书的专业编纂机构 ! ! ! 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

辞典编纂处也合并进来。词典室成立以后,开始做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资料搜集工作。7!

9月, ∀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在 ∀中国语文#上连载发表。1958年开始试编。吕叔湘拟订

编写细则。编写人员分成语文、哲社、科技三个组工作。 ∀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和样稿在 ∀中国

语文#发表, 广泛征求意见。

1959年 4月,成立∀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会, 主编吕叔湘审订大部分语文条

目,丁声树、魏建功也审订部分语文条目, 陆志韦审订哲社条目。年底完成定稿工作。吕叔湘

撰写 前言 和 凡例  , 院长郭沫若题写书名。书稿分批交商务印书馆排印。 ∀现代汉语词

典 #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会由 15人组成: 丁声树、黎锦熙、李荣、陆志韦、陆宗达、吕叔湘、石明

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1960年 5月, 教育部向各

省市自治区教育和高教厅局发文,指定 149所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师参与审订工作。年中,

∀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分 8册, 陆续印出、送审。

1961年,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 ∀现代汉语词典 #主编,对试印本修改稿进行通读

定稿工作,李荣也到词典编辑室参与看稿定稿工作。 1965年 5月, ∀现代汉语词典 #试用本送

审稿印出,分送有关方面审看。年底,根据征求意见对词典进行修改。 1966年春,准备改排一

部分, 修改一部分,内部发行。书稿送商务印书馆。 文化大革命 开始,有关工作停止。

1973年, ∀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内部发行。 1978年 12月,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
版,公开发行。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以后, 修订多次,修订内容表现为增、删、改几个方面, 就是增删

条目、推行规范、修订释义、修改用例、完善体例、全面标注词类,等等,这些工作都是精益求精、

与时俱进的举措,目的是更好地反映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第 1版 ( 1974! 1978年, 1978年 12月出版 )。这一版与 试用本 相比有不少变化, 增删词

语,修订释义,增收 3000条, 收词达 56000条。修订体例,改变字头排列方式,同音节字头排列

由按笔画排列改为按声旁编组依形排列。删除了词条的专科分科标记。第 2版 ( 1980!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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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83年 1月出版 )在第 1版基础上稍加修改, 以消除 文革  的影响。第 3版 ( 1993! 1996

年, 1996年 7月出版 )修订幅度较大,增加词语 9000条,删去 4000条, 收词 61000条。增删释

义,反映改革开放后新词新义, 新事物,新观念;贯彻新的异读词审音规范。体例上同音节字头

排列改为按笔画排列,异形词不再有并列的排列方式,取消了标 口  。因篇幅原因删去四角

号码检字表。附录增加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第 4版 ( 2002年, 2002年 5月出版 )是一个增补

本,在上一版正文后面增补新词新语新义 1200多条, 用粉页印刷附在正文后面。第 5版

( 1999! 2005年, 2005年 6月出版 )是修订幅度最大的一次, 增收词语 6000条,删去 2000条,收

词 65000条。这次修订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全面标注词类,使 ∀现代汉语词典 #面目一

新,在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上又明显提升一步, 在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方面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荣获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1997年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2年

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政府奖。

词典编辑室还编辑出版了 ∀现代汉语小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补编 ) #、∀倒序现代汉语
词典#等辞书,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华字典#原由新华辞书社编纂 (新华辞书社成立于上世纪 50年代初期, 1956年 7月,

并入当时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1953年、1954年出版两个版

次。1957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新 1版。此后推出了多个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 #是新
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 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

小型汉语字典,堪称小型汉语语文辞书的典范。1999年获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国家图书奖最高

荣誉奖及辞书奖特别奖。∀新华字典 #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普及全民

族的文化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 1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吕叔湘所作的 ∀关

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报告中提出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一课题。当时 ∀现代汉语词

典 #试印本已经印出, 他说: ∀现代汉语词典 #这样的中型词典还不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
貌,我们准备以这部词典为基础,在若干年内编出一本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多年筹备,

目前有关工作已全面展开。

词典编辑室在编写、修订工作中还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 1983年在∀辞书研究 #杂志上组
织 ∀现代汉语词典 #编辑研究专辑。 1983年 4月在浙江宁波召开 ∀现代汉语词典 #学术研讨

会,编辑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4年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 )编纂

学术论文集 #。2006年初,在北京香山举行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版修订研讨会, 出版了 ∀(现

代汉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二 ) #。词典室编辑人员在 ∀中国语文#、∀辞书研究 #、∀光明
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对辞书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讨。

三 现状与展望

六十年来,语言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合理的学科布局, 适宜的人员

配置和稳妥的发展规划。几代学人在语言事实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在语言理论的世界中不断

探索,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语言学的社会需求, 从语言学自身的发展需求,以及从

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的差距、中国语言学与国内其他学科的比较等方面来看,我们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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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语义研究是语言所历史最长的学科, 在语法描写和理论建设方面都有

突出的成绩。目前,语言所的语法研究十分活跃,在认知语法、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以及形式

句法方面都走在前沿,用法描写工作也在扎扎实实进行中。今后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解放思

想,突破来自印欧语的机械观念束缚,探索汉语语法的实质性规律。认知语法在深化基础理论

研究的同时,重点从词类类型学角度研究汉语的词类,研究汉语的糅合造句和截搭造句;语言

类型学拟从汉语方言语法类型研究入手, 研究汉语各大方言语法类型特征及其历史和地域背

景,力图全面得出汉语语法形式表现的清单; 功能语法重在研究汉语形态句法标记的语用属

性,语体特征与语法规律, 小句的整合与衔接; 形式句法着重于汉语的论元结构研究, 语法中的

显著性与局部性研究。总之应该着力解决汉语基本语法范畴和基本语法关系的定性问题, 为

大规模详解语法的撰写打好基础。

汉语方言学科是语言所自五十年代开始着力培养的学科, 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与院重

点、重大课题。语言所从事方言音韵学研究的学者经过长期的方言调查和文献资料准备, 形成

了注重方言调查,立足于发展、变化, 着眼于解释变化原因、归纳发展规律, 并进一步从历史语

言学的角度做理论思考的研究风格。今后将深入调查汉语方言的空白点, 以期掌握汉语方言

的更多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方言语音的构造和演变规律, 汉语方言语音和语法之间的

关系, 建立汉语方言语音数据库;在过去汉语方言 41部词典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库,编写汉语方

言词汇分类辞典;从汉语方言语法类型研究入手, 建立普适于不同方言、语言的语法调查和研

究的操作平台,同时注重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变的结合研究;把汉语方言和书面语历史材料结合

起来研究,为汉语历史的分析和解释提供重要的参数和理据;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汉语方言

的历史以及演变也是下一阶段汉语方言研究的重点之一,对北方阿尔泰语、藏语和汉语官话方

言的接触,壮侗、苗瑶、藏缅和南部方言的接触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在广泛深入方言调查的基

础上加强汉语音韵学的方法论研究。

汉语语音的实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在实验手段还是学术理念上都是领先的,近年

成立了 语音与言语科学实验室  , 目标是进一步巩固语言所在国内语音研究领域的主导地
位,并进一步推动语音学和言语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 把实验室逐步建立成国际知

名的语音研究中心。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研究方向的定位将重点围绕现代语音学的三大分

支学科,即发音语音学 (生理语音学 )、声学语音学和认知语音学 (心理语音学 )相关专业进行

规划设置。其中,声学语音学领域的研究,是语言所的传统优势所在;发音语音学的研究在国

内起步相对较晚,过去的研究设备和手段都比较落后,近年来购置了一些专门的研究设备, 引

进专业人才,各项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认知语音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一直是

国内语音研究的薄弱和空白领域,急需大力发展。儿童语音习得是语音学与语言习得研究的

交叉领域,前景广阔, 也已经纳入语音室的学科建设规划,并且相关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展。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快,呈现的特点是: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解释越来越深入

细致,从 史  的观念出发,在专书研究或断代研究中,通过数量统计, 进行穷尽性研究; 在注重

句法的同时,更加注重语义研究;在注重描写的同时, 更加注重对造成语法演变的机制和动因

的探讨;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社会人文因素等。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如在出土

文献语言研究,尤其是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方面特别倾注了精力;再如把汉语历史语法与方言语

法结合起来、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加以考察, 等等。在理论上,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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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秉承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之外, 注意吸收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观点, 把语法化

理论和类型学的方法引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中, 或者尝试把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汉语

历史语法研究之中。逐渐形成了注重材料,立足于发展、变化,着眼于解释变化原因、归纳发展

规律, 并进一步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做理论思考的研究风格。今后的研究将继续沿着这样的

方向拓展,同时, 加强词汇史和音韵学的研究。

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领域涉及众多方面,大致可以概括成理论方法、语

言系统工程和语言数据处理三个方向。应用语言学研究室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工作将以后两

个方向为主,一方面开展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专题研究,研制工程化的语言信息处理应用

系统, 包括语言信息系统的形式化、算法的设计和实现、系统的开发和程序设计; 另一方面建设

语言研究和应用需要的语言数据资源,研究语言数据的组织方式和应用技术,建立各种类型的

语料库、语言学专题数据库、机器词典和词表。

理论语言学的意识已经渗透在每一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以编辑 ∀当

代语言学#杂志的任务为主,一方面继承其前身诸刊物积极引介国外先进理论的窗口功能, 另

一方面突出洋为中用的新功能。一百多年来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成长和进步跟学习和借鉴西方

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内外华夏学子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实

力的研究群体,由原来翻译介绍国外语言学为主, 逐渐转向理智地消化吸收、立足汉语进行独

立的研究。 ∀当代语言学#将继续走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前沿。

词典编辑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建设起一支成熟的词典编辑队伍, 成为

继续发展的可靠保障。今后首先要保证几部名牌辞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要顺应广大读者的

需要, 不断研发新的项目。此外,还将着手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工作。进

一步完善语料库建设,利用现代化手段补充新语料,辅助修订词典。特别要加强词典学理论研

究,重点是探讨规范型汉语辞书编写的理论 (包括性质、收词、释义及资料建设等 )。

十年以前,在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十年的时候, 我们提出: 更新观念已是学科发展之

必需。在现代汉语的句法、语义研究中应该更明确地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揭示汉语的规律,把

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 使汉语规律的描写体现出对普通语言理论的贡献价

值;在研究对象上,不仅要关心书面语,还应更多地关心生活口语的规律;要突破传统观念的局

限。语音研究跟句法、篇章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结合地带。现代方言的研究在词汇、语法方面还

比较薄弱,突破的关键也在于理论观念的更新,应该在类型学的观念下加强方言间的对比研

究。历史语言学在单点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加强纵向演变规律的探讨, 和横向与方言、亲属语

言、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在辞书编纂方面,应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加强词语用法研究。语言

学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的整体,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尽力拓展、沟通和发展已有学科,还应尽

力弥补个别欠缺的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都是急需填补的空

白。 ( ∀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十年#, ∀中国语文 #, 2000年第 4期 )回顾六十年的历程,尤其

是最近十年的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目标都已实现或初步实现。尤其是理论观念的更

新,在各个分支学科, 都开始有了实质性的体现。但是, 也有一些重要任务尚未实现, 尤其是某

些空白依然未能填补。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在回顾六十年历史的时候, 我们

应该格外珍惜老一代学者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继承他们优良的学风和宝贵的学术遗

产,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发展中国语言学方面的使命,看清我们的优势

和差距,为更好地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做出中国语言学者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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