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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属于实证研究的语言学研究，一般需要选择发音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效代表，

因此发音人必须符合研究所需的代表属性。通过设定外显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参数，

本文提出：（1）代表属性可最直接地通过参数来表述；（2）越满足代表属性参数的

研究对象就越能成为研究的有效代表。本文通过几个语言学研究示例展现了代表属

性在语言学研究中的根本性。尽管研究的问题、目的、甚至方法都不同，我们从中

可以看到，厘定代表属性直接影响研究所使用语料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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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方言研究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发音人。通行做法是参考年龄、性别、教育和生活环境

等等因素，选择老派、识字、一直在当地生活的男性或女性。由于一般的方言调查选择发音

人的数量不会太多（大约 3-4 名，见《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调查手册》（2010）），如果发

音人选择错误必然会造成很大影响。加大发音人的数量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选择多少名

发音人才能降低发音人错误的影响呢？事实上，通行做法的目的在于辨认发音人的语言是否

具备代表性。这种做法对于人口流动较小的语言社团比较管用，但对于人口交际复杂的现代

都市则很难保证发音人的代表性。 

以深圳为例。深圳在经济特区成立（1980 年）以前，本地常住人口主要通行两种语言：

本地粤语（南头话）和客家话（汤志祥、林建平 2006）。随着特区成立，大量移民和建设者

带来了不同的方言，与深圳本地语言以及普通话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如果以方言数量来讲，

深圳人群可以简单地分为单语者和双语者两大类。单语者人群主要包括为数不多的交际圈狭

窄的本地客家或粤语者、零星的来深移民的年长家眷（操自家方言）。双语者则为数众多，

使用方言/语言包括普通话、深圳新粤语、闽语、客家话、省外各地方言、甚至外语（梁源、

吴育珊 2011）。面对深圳的语言情况，按照通行做法来选择代表性发音人就会困难重重：单

纯地选择南头话发音人作为深圳粤语研究对象已经不能代表深圳的实际语言环境；同样地，

选择普通话或者广州/香港粤语者也不妥（我们总不能在深圳找一个广州人并以他的粤语作

为深圳粤语的代表！）由此可见，语言研究必须考虑到实际的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

对于不同发音人的影响，发音人的代表性必须以实际语言环境为主要考量。 

深圳的语言环境将聚光投射到了“代表性”这个老问题上。如果可以直接地鉴定发音人

在语言因素2上是否具备代表性，便可以有效地选择出具备代表性的发音人。 

 

(1) 代表性的问题 

在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如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发音人？ 

                                                              
1  本论文得到香港教育学院研究项目“多重语体格局下的母语习得与变异”（04090）和暨南大

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自立项目“深圳地区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4FZ17）的资助。论文初

稿曾在“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的意见。 
2 这里的“语言因素” 不是指语言特征（即语音、语法、词汇等特点），而是指发音人的背景如

何使得他成为这个语言群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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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深圳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遍。所有大城市都有不少人口流入的情形，这势必带来语言的接

触和变迁。北京、上海如是，新加坡、香港、纽约、伦敦亦如是。代表性问题在现代社会的

语言学研究中将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而愈发突显。 

 

 

二、代表属性 

许多研究领域都是通过对有效代表的探索来推导对群体的认识。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往

往是先验成立的。 

 

 （2）研究对象：由先验形成的群体。 

 

要弄清楚研究对象群体是否为一个有意义的集子，最好的方法是将其主要特征描述出来。特

征描述如果借助参数，就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给定个案是否能够作为研究群体的有效代表。

参数设定越精细就越能外显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并找到有力代表；同理，越有力的代表应

当更符合这些参数。括而言之，研究对象有效代表的选择必须满足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参数。

我们称之为“代表属性”，定义如（3）。 

 

（3）代表属性：一套准确描述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参数（parameter）。 

 

代表属性的确立直接影响了实证研究的有效性，我们选择满足代表属性的个案不必过多、也

不应过少。 

参数的确立必须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假定我们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古代文人居所”，

那么，所有中国古代文人生活和休憩过的地方都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可能是草堂、可能是

四合院和寺庙、还可能是山洞和天桥底下等等（陈平 1992，丁俊清 1997）。这些个案既包

括建筑物也包括非建筑物，它们之所以形成一个研究群体是在于“文人居住”这条先验的标

准。而在少林寺、潭柘寺、杜甫草堂、白马寺、寒山寺、孔庙、妈祖庙、城隍庙、黄大仙祠、

布达拉宫等等当中，只有杜甫草堂是有效代表，其他寺庙也许文人曾经游玩和借宿过（如白

马寺和寒山寺），但不足以满足“居所”这个条件。支持我们作出如此选择的是一套参数，

这套参数是依据研究题目而来的。就中国古代文人居所而言，参数可以包括：社会意义、功

能、时间、材料和结构（高度、宽度、面积和形状等）。其中，[社会意义]定值为【中国文

化人的生存空间】；[功能]定值为【居所】；[时间]定值为【民国以前】；[材料]和[结构]则无

需定值。 

假定我们的研究题目是“女性的爱情观”，选择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似乎理所当然。然

而，女性群体包括 tomboy3以及双性取向者。产生这一问题在于没有理解清楚研究题目的性

质。“女性的爱情观”这一题目的性质是社会意义，因此，研究对象所要求的“女性”不可

盲目地以生理属性作为选择标准，而要考虑是否以“社会角色”来定义女性。据此，选择研

究个案的正确参数在“性取向”（反映其社会角色）与“生理性别”两个参数间，当以前者

为更贴切；是否也选用后者，则取决于研究者对这个课题所设的涵盖面有多广。当然，如果

我们的研究题目是“女性保健”，那么，选择研究对象的参数在“性取向”与“生理性别”

两个参数间，就当以后者更为贴切。 

一直以来，语言学研究都面临如何选择有效发音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首

先要理解清楚研究题目的性质，接着，就要根据研究目的罗列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并设定参

                                                              
3  Tomboy 即女同性恋者中自诩为男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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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了参数我们才有可能进行定值，有了定值才有可能决定要不要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因此，代表属性问题是解决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甚至其他实证研究）的根本。我们可以归纳

为图（1）。 

 

图（1）：解决代表属性问题的程序 

 

 

 

 

 

 

 

 

 

 

 

 

 

 

 

 

 
 
 从图（1）可见，由研究题目到最终决定需要多少个研究个案，中间往往需要根据研究

对象的性质选择适用的个案或个体，然而，这些性质并不一定都可以或者需要量化的。比如

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居所”中选用的参数“高度”，是可以量化或细分为若干等级的。而研

究“女性的爱情观”中的参数“生理性别”，一般来说不会量化或者细分为“很女性、明显

女性、中等女性、稍微女性、微微女性、很不女性”，因为生理性别是类别性参数。当选定

了能够帮助研究者辨认研究对象的参数以后，才可以制定测试和筛选研究个案的方案，最终，

还应当按研究题目决定到底需要多少个案。 

图（1）的虚线框是本文重点，旨在说明如何寻找具备代表性的研究对象。这样，我们

才能够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可以进行较客观的评价，避免单纯依靠多、庞、杂来鉴定研究价

值。 

 

 

三、语言学研究示例 

这节将以几个语言学研究为示例展现代表属性在语言学研究中的根本性。尽管研究问

题、目的、甚至方法不同，这些示例都让我们看到，厘定代表属性直接影响了研究所使用语

料的有效性。 

 

3.1 方言学研究 

 方言学研究一般要求到若干调查点采集语料，从而建立对该方言的描述。在交通相对局

限的古代，这个做法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人口流动较小，各地方言的差异比较稳定（农

村经济生活分散，见袁家骅(1989)）。因此，如果以地区作为选择发音人的参数，的确可以

符合研究所需的代表属性，毕竟当地人就是操当地语言的有效代表。然而在当今社会，人口

研究题目性质 

研究对象群体特征 

可以并且需要量化的参数 类别性参数 

制定适当精确度测试 制定定值方案 

通过统计方法决定研究对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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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教育普及、媒体传播模糊了发音人是否满足代表属性的界线（Siegel 1993，Trudgill 

1986）。譬如调查上海话，选择两个在上海出生和成长的发音人，他们在一起使用上海话交

谈、中间却夹杂着不少普通话的词语。我们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他们说的是地道4上海话。

这种情形在当今上海非常普遍，而且，不仅上海如此、他处亦然（甘于恩 2003，邵敬敏、

吴立红 2005，包联群 2007）。 

 我们首先要明白方言调查只是一个研究方法，它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项目。如果研究

目的是“了解现代上海话的语言状况”，那么，发音人所说的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甚至外

语都不构成问题，因为这才确确实实地反映了现代上海话的实际状况。从《上海方言词典》

（许宝华、陶寰 1997）可以看到，上海话内部分为市区老派、市区中派和市区新派，在语

音上可以看到普通话的不同层次的影响。根据（2），为“了解现代上海话的语言状况”的研

究个案的代表属性应当包括：是否在上海长期居住、语言身份认同等。其中，[是否在上海

长期居住]宜定值为【是】、[语言身份认同] 5宜定值为【上海话使用者】。顾钦（2007）在探

讨普通话对于现代上海话语音演变的影响时，采用的就是这两个参数6来选择发音人。毕竟，

研究语言状况的先决条件是找出适当的使用者，以便理清这个群体的语言使用状况。而什么

是地道的上海话不是先决条件。但是，如果研究目的是“通过上海话构拟中古语音”，那么，

辨认地道的上海话就成为了先决条件。根据（2），研究个案的代表属性包括：是否承袭上海

话口传文化、经常使用上海话、是否被集体认定等。其中，[是否承袭上海话口传文化]宜定

值为【是】、[经常使用上海话]宜定值为【经常使用】、[是否被集体认定]也宜定值为【是】。

这三个代表属性分别承当不同的特征要求：承袭口传文化保证了发音人具备稳定保留传统文

化和语言元素的特性，高频率使用保证了发音人上海话的鲜活性，而集体认定则避免了判断

的主观个性。当然，根据更加具体研究的目的和情况，应当适当增加年龄、生活环境、性别

等参数，以展示新老派或者更小地域之间的口音差异。有效使用年龄等等参数成功调查上海

话，在前人研究中比比皆是（游汝杰 2006，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 1993）。 

 如果研究目的是“保存上海话”，那么，上述参数中也有适用的，如[语言身份认同]、

[是否承袭上海话口传文化]、[经常使用上海话]、[是否被集体认定]等。当然，还有其他研究

目的，比如“探讨上海话的语音演变”、“上海地区不同经济阶层的口音特点”等等也同理

（参见沈同 1981，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 1981、1982、1983，焦成名 2009）。 

  

3.2 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研究注重厘清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类型关系，寻找语言不同表征现象的系统性不

同，进而给全世界语言分类和解释语言的多样性（Comrie 1989）。语言社团的不同归类对于

类型学研究至关重要，因此，类型学可以研究语言内部的类型差异（比如世界各地英语的类

型差异），也可以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比如汉语和日语的类型差异）。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内部包括了不同的语言社团，如英式英语、新加坡英语、港式英语、

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澳洲英语、菲律宾英语、美式英语等等。比较英式英语和新加坡式英

语，可以发现很多类型上的差异，比如有无声调、有无格标记和词序。见表 1（Wee 2009）。 

 

表 1：英式英语和新加坡式英语类型比较 

                                                              
4  “地道”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涉及到如何定义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从至小的认为个人语言都

是一个独立的语言（I 语法），到至大的历史同源的种种语言为一个语言。中间还可能包括由于

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 
5 这里的“身份认同”是指自我认同，而下面的“集体认定”指被他人认同。 
6 除此之外，顾钦（2007）还使用年龄（10-25 岁）作为参数，他认为 25 岁以上发音人的上海话

已经有前人调查，10 岁以下发音人的语音情况还不稳定，因而不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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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差异 英式英语 新加坡英语 

轻重音/声调 轻重音 词末音节高平调，其他音节中平

调，首音节可能为低平调 

 例：electric[IlektrIk] 

university[junIvsItI] 

例：electric[i11lek33trik55] 

university[ju33ni33v33si33ti55] 

有无格标记 只体现为代词的主格和宾格 同英式英语 

 例：he/him，she/her  

WH 疑问词的前置 前置 自由 

 例：Where did he go? 例：Where he go?/ He go where?/ 

    He where go? 

 

上述研究有赖于大量语料。这些语料的采集会跨越社会各个层面以及语言所使用的各种文

体，还可能涉及多名发音人。选择发音人适用的参数包括[语言身份认同]和[是否被集体认

定]。这两个参数保证了发音人无论从自我认同还是他人认同上都属于该语言社团7。 

 更普遍的类型学研究关注不同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如果研究目的是比较汉语和日语的

语音类型，常见做法是分别选择标准汉语和标准日语的发音人。选择发音人的参数包括[官

方认可]8、[是否被集体认定]。那么，根据这些发音人得出的汉语和日语的语音类型差异如

表 2。 

 

表 2：标准汉语和标准日语的语音类型比较 

语音类型差异 汉语 日语 

计算的韵律单位 音节 摩拉 

轻重音/声调 声调 乐调重音 

复辅音 不允许 不允许 

韵尾辅音 只允许[n]，[]9 只允许[n] 

 

可是，如果扩大汉语和日语的范围，不仅仅指标准汉语（即普通话）和标准日语（即东京日

语），那么，汉语作为一个语群，内部至少包含七大方言群。如果都考虑在内，那么可以允

许的韵尾辅音会包括[m，n，，p，t，k，]（李小凡、项梦冰 2009）。日语也同理，东京

日语是乐调重音语言，而鹿儿岛则更接近声调（McCawley 1978）。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类

型比较，就无法以[官方认可]鉴定发音人的代表属性。解决方法可以是先进行语言内部比较，

抽出汉语和日语的核心特点，通过核心特点的比较达到研究汉语和日语类型差异的目的。选

择发音人的参数可参考语言内部类型差异的研究。 

 

3.3 语音语料库研究 

 语料库涵盖多种主题。就汉语而言，有汉字语料库、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古代汉语文

献语料库、方言语料库等等。语料库也涵盖多种形式，有基于文本的语料库、基于图像的语

料库、以及基于录音或录像的语料库等等。 

 如果语料库的研究涉及语音，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选择发音人的问题。假设要建立一个

“深圳粤语语音语料库”，那么，发音人应当说什么样的粤语呢？梁源、吴育珊（2011）发

                                                              
7  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况，还必须考虑发音人群体在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数量。 
8 不同地方采用的“官方认可”的准则不同。比如汉语目前比较常用的是“汉语普通话水平考试

（PSC）”（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9 本文暂不考虑儿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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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伴随着特区的成立（1980 年）和快速发展，深圳在种种动力（人口涌入、经济腾飞、

即时城市化）相互交错下，出现了一种深受邻近大都会香港的影响的粤语变体。这个粤语变

体是目前深圳的通行粤语（其音系特点详见梁源、吴育珊（2011））。可是，在特区成立以前，

深圳本地人通行的粤语是南头话（属于粤语莞宝片，语音特点详见汤志祥、林建平（2006））。

这和梁、吴所述的粤语变体差异颇大。建立“深圳粤语语音语料库”不可不考虑这些问题。

因此，选择发音人的参数应当包括：[语言身份认同]和[是否在深圳长期居住]。其中，[是

否在深圳长期居住]定值为【是】；[语言身份认同] 定值也为【是】，同时需要考虑发音人认

为自己讲的是南头话、深圳粤语新变体还是其他粤语方言，因为不同判定会影响到所收集语

料的具体归类。而语料的不同归类将构成使用“深圳粤语语音语料库”进行研究的基础（详

见下文 4.4）。 

 

3.4 代表属性的满足问题 

 有了代表属性的参数，当然不能保证一定找到完全符合一切参数的发音人（受到种种现

实条件限制）。尽管如此，通过厘清这些参数，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知道所找到的发音人在什

么层面上符合研究需要。 

 前文（3.1 节）提到，辨认地道方言发音人的参数包括：[是否承袭该方言口传文化]、 

[经常使用该方言]和[是否被集体认定]。其中第一个参数恐怕不容易满足。以广州话为例。

广州话口传文化中的讲古、粤曲、南音、童谣、木鱼、龙舟等，有不少已经失传或者消亡，

年轻一辈中满足这个参数的发音人可能绝无仅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涉及辨认地道方

言发音人的研究都不可行呢？其实，任何研究都有其局限性，我们不必因此裹足不前。我们

必须看到，语言地道性可以包括不同层面：满足[经常使用该方言]和[是否被集体认定]的发

音人可以确保其广州话的延续性；而满足[是否承袭该方言口传文化]的发音人可以确保其广

州话反映了语言历史文化的各种元素。 

针对一个具体研究题目，我们根据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设定了一套参数，还可以进一步

制定出各种测试，用以发现各发音人对于个别参数的满足程度，这是一种将参数量化的办法。

诚然，参数（类别行参数）也可以通过二元制定值。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测试的设计精

密度。以“经常使用该方言”为例10，我们可以（i）直接询问发音人是否经常使用该方言，

找出二元制的定值【是】或【否】；（ii）通过问卷对发音人使用方言的频率进行量化（每周

多少小时？使用场合的多少？等等）；甚至（iii）通过配置录音器随身录音若干时日，直接

测量方言使用量（录音可能包括其他方言/语言使用量，因此可以用来测试不同方言/语言的

使用比率）。这三级测试分别代表了量化的不同精密度11，可以依照研究目的进行适当选择

和调整。 

 

 

四、深圳语言研究 

回顾文章第一节，深圳的语言现状给语言调查提出了难题。在这个移民城市，常用语言

随着社会生态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以“深圳粤语”来概括在深圳通行的粤语，在 1980 年前

“深圳粤语”还可以指南头话，在特区成立后“深圳粤语”就很难说清楚是南头话、还是在

                                                              
10  本文只列举了一个参数量化的例子，其他参数的量化方针可以有不同方向，也可以有不同精

密度的要求，但需要注意，这些不同都必须依照研究目的而定。 
11 必须注意，不是越精密的方针就一定越好。过于精密的测量会将发音人过分分层，这些分层很

可能将本属同一群体的发音人错误分类（乃至结果找到的是个人语言 idiolect，Chomsky 1965），
导致整个语言系统似乎完全没有一致性的效果。所以，量化测试的精密度必须根据研究目的和研

究对象作出适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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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常见的其他白话。深圳作为一个语言调查点，除了深圳粤语，我们要必须考虑普通话和

其他方言。对于像深圳这样语言生态复杂的语言点，如何选择具备代表性的发音人将直接影

响其调查方案。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不仅深圳（大城市）如此，其他地方如镇、乡和村等，

也会随着社会经济、普通话教育和人口流动的冲击而出现语言生态的复杂现象。因此，深圳

语言体现了一个问题的典型，理解它、厘清它，对于现代语言调查应该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对深圳语言点进行调查，表面上看是一个项目，实际上包含了若干个不同层面的小项目，

如“调查深圳本地语言”、“调查深圳新移民的语言”、“考察深圳的通用语”等等。这些

小项目都涉及到对深圳语言点进行调查，代表着深圳语言的不同方面。下面，我们姑且以建

立“深圳语言点语音语料库”作为一个大项目进行探讨。 

 

4.1 小项目：深圳南头话/本地客家话 

 根据汤志祥和林建平（2006），深圳在成立经济特区以前，本地常住人口主要通行两种

语言：本地粤语（南头话）和本地客家话。如果想了解这两种语言的现状，研究对象应当是

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选择有效代表的参数包括：[语言身份认同]、[是否被集体认定]、[深

圳居住者]。第一和第二个参数保证了发音人对所使用的南头话/本地客家话的自我认定，以

及被他人集体认定，第三个参数则限定了这两种语言必须在深圳使用，反映的是深圳的语言

现状。 

 

4.2  小项目：深圳新移民12语言 

 深圳成立特区以后，大量移民涌入并定居在深圳，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群体。要调查

这些移民的语言现状，首先要对新移民人口组成进行调查和分析，从中抽样出具有代表性的

主要语言群体，再从这些语言群体当中选择适量有效发音人，使用的参数依然是：[语言身

份认同]、[是否被集体认定]、[深圳居住者]。但第一和第二个参数必须相对于新移民中不同

群体的语言，比如表 3。 

 

表（3）：深圳市户籍人口的籍贯抽样 

籍贯 2014 年人数 1980 年前人数 方言/语言 

广东省紫金县 63503 779 客家话（粤台片：兴华小片） 

广东省五华县 48610 482 客家话（粤台片：兴华小片） 

广东省揭西县 47142 689 
客家话（北部）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南部） 

广东省潮阳市 46576 390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 

广东省普宁市 41972 250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 

广东省兴宁市 41491 276 客家话（粤台片：兴华小片） 

广东省龙川县 40190 587 客家话（粤中片） 

广东省陆丰市 39291 97 
客家话（粤台片：新惠小片）（北部）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南部） 

广东省惠来县 36604 146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 

广东省丰顺县 36082 170 客家话（粤台片：兴华小片） 

广东省梅县 32156 403 客家话（粤台片：嘉应小片） 

广东省大埔县 31613 198 客家话（粤台片：兴华小片） 

广东省博罗县 29276 602 客家话（粤中片） 

                                                              
12  深圳新移民指特区成立后来移居深圳、并定居深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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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丰县 26065 511 
客家话（粤台片：新惠小片）（北部） 

闽语（闽南区：潮汕片）（南部） 

广东省河源市 23987 489 客家话（粤中片） 

广东省惠东县 23619 1105 客家话（粤台片：新惠小片） 

广东省陆河县 18447 39 客家话 

 

表 3 中的户籍人口，是根据深圳市 2014 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前 17 个籍贯（精确到县级）进行

的抽样。户籍人口身份保证了他们均为深圳居住者。对比 1980 年前该籍贯的人数，可以推

断他们大部分属于新移民。而使用的方言/语言是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来估算。

由于不少新移民的第二代已经放弃母语方言而使用深圳新粤语13和普通话，因此，具体判定

必须通过[语言身份认同]和[是否被集体认定]这两条参数。 

 

4.3 小项目：深圳通用语 

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我们姑且把体现地区语言习惯的主要语言叫地区通用

语。地区通用语对于当地而言是最常用的语言，也是当地陌生人见面时最倾向使用的语言14。

对于中国（除港台地区）来说，通用语经常是带有当地语音特色的普通话。深圳目前的通用

语就是体现当地语言习惯与特色（包括混杂粤语语码、卷舌平舌不对立等）的当地普通话。

倘若深圳通用语具备独特的语音特点，容易被其他使用者辨认出来，那么，就可以认为深圳

通用语具有了自己的、可以客观描述的语音系统，因而值得进行调查。但如果不具备这个先

验条件，就意味着深圳通用语尚未定形，调查时必须按照 4.2 的方法将人口细分为各个语言

群体进行语料采集。 

假设深圳通用语确实具备了值得调查的语音特点，那么研究对象就是深圳居住的普通话

使用者。在这个研究对象群体当中，要找出具代表性的发音人可以借助于以下参数与定值。

[长期居住]定值为【是】、[常与该地区社会各阶层的人交流]定值为【是】、[从事与语言相关

职业] 定值为【否】。前两个参数的作用相当明显，此不赘述。第三个参数的定值可排除语

言教师、广播员等使用官方订立标准普通话的人。虽然这些被排除的人中也许有适合的发音

人，但从具代表性的层面来看还是避开为好，因为按照参数找到的发音人应当是最理想和最

典型的。  

 

4.4 深圳语言点语音语料库的研究适用性 

 对深圳语言的语音进行调查而建立的“深圳语言点语音语料库”可以适用于不同研究

目的。通过前面几个小项目可以看到，深圳语言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本地语言、新移民语言

以及通用语。如果研究目的是构拟中古汉语，那么需要使用到的语料主要是南头话和本地客

家话；如果研究目的是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那么需要的语料将包括本地语言、新移民语言

以及通用语；如果研究目的是语言习得，我们还需要区分是对祖籍方言的习得还是对通用语

的习得（梁源、胡建慧 2015）、是一语习得还是二语习得。我们甚至可以使用语料库的录音

作为刺激声进行语言测试或者实验，调查深圳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等等。不同研究目

的与语料之间的适用关系总结为图（2）。 

                                                              
13 关于深圳新粤语的情况，看参看梁源、吴育珊（2011）。 
14 虽然普通话在南京社区的接受度接近 100%，根据徐大明、付义荣（2005）的调查，70%的南

京人与陌生人交际时仍然使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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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深圳语言点语音语料库与不同研究 

 

 

 

 

 

 

 

 

 

 

 

 

 

 

 

 

 

 

五、结论 

本文探讨在语言学研究中如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发音人。通过不同语言学研究的示例，

本文提出：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效代表必须符合研究所需的代表属性。最为直接表述代表属性

的方法是参数。参数的设定能外显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并且，参数设定越精细就越能找出

研究对象的有力代表；同理，越有力的代表应当更符合这些参数。当然，在适当的情况下应

该根据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方面来平衡发音人数量，但不可盲目强求（比如研究儿童语

言习惯就不能强行要求老中青三个年龄层都有代表）。厘清代表属性让我们更明确地看到常

用参数的适用性。 

依据研究目的而订制代表属性的手段一直内在于前人研究的方法论当中。本文将这些概

念外显出来，从而使得方法论上的优缺点更容易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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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pirical study,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rely heavily on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subject speakers as representatives of a language community, which in turn underline the 

necessity of determining representativeness. Through explicit description of the parameters 

that define a target popu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 representativeness can be most 

straightforwardly captured using the same parametric description; and (ii) the degree of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ubject increases with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he parameters. 

On this footing, this paper exemplifies the fundamental quality of the parameter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cross different linguistic research topics, purposes and even 

methodologies. Evidently, the clarification on what counts as representative through the use 

of parametric description is a founding stone to ensuring reliability of language data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linguistic theo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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