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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 本文"对南宵，跑蟹，精确.画宵司'缰衍筒敏的.述"介剿 .. 

峰'可鬓噩骂'拥..部育学的角度.!llil . EII…蠢的一锺穷怯 .主要

'院..幽倪'式的词查方式也....商.窘.":fI' -IIU睛 . !曼植在所
谓蜜的曲...平魄中拿习记'分析所记'险的语，曾 本文也造-.翻讨
-0具体的匍奎为密，l:.Illil究成果的设计

美..雨"喝醉囚"到窒词'宵，险型孝功"司'曹攀人.*.1'

1 培育类型学

词'宵樊型攀研究的是东同语育的形式及其功能!研究的方法

是 1先对不阿通'之间的不同之处初类似之处遂行了'比极然后

'巴所发现的各神不阿和英似的语宵缉拿归羹，.累统 简单'也雄个例

子比如说早词~(w"rd) ，贫蕴嗲研究曾先要摞究的是是不是所有的

划'宵部有词有的话段'哥选-步γ.精啬词句honologica l word) 

和语法问 (grommatic. 1 word)Oll之间有什么关系，篷，还要选→步

去了'阳南法饵'也否归贫贱不网的词类如果E可以的话'民薯'事退一步

丢了解这肇词策的功能是什么.澳大利罩缸"伯大擎缆型学研究中

奋的Dixon 和 Aikh<nv唱"αω" 为7要Tt4是不是所有讲富'耶有
m词....对好几百种词'曹选行比叹!结果发现在他们所部究的讲宵

· 在拿文.，寰的边'中筐…主..臼饵"士氯俱7钟，重禽倒霉'也在
缸"胃位摊拽..

语宵贫噩~/~.司'宵~.1l1Jτ的海盲喝醉圃'到壶 何

啡'显然所有渴霄'隐有f"词"但是个111 i&宵血的‘词"的定义不 待

他们的比校工作并不止于此而是退步'眼忖妇，晨个司'育有回词·

的筒..么'鬼'自研究不同 m词"的形态句法分布.U能否分惆樊 I 也

.是说某伸词是怎么语篱化的 " .良句话说从语'雪笑到学的角度来

说 -个活宵如果有词类的话'应要循这盛词类l'定义商定义东是

以姐'义为振雄的。是自形态和句法分布来决定的 调爽的形成是由

于说话4曾经常用某些形式来赞这某神.思久而久之这些形式'班常

规化而演变成调类 事变们不用词'义，展判定调樊是因为不阿语宵的常

规化〈也就是请法化词汇化〉的编果是不伴的某种意思在不同

的渴宵咿可能归鳞到不罔的词樊比细在有~睿惆能..的话育中

有些酒，的形容词商晴是属于封闭'目的词突坷'段末多 1有垒却是齐

放型的调数很多 另外 i有垒渴育所谓的"形容词町萄晴是单扳倒词

烫有盛是动调笑的~突有些是名词樊的~樊运有些司'宵有两种

类型 -种是动调费的次爽，哥-种是名词类的次类 比如襄示"大町

和"'子'这两个愿念的词，夜英语咿是..兹的词费 3在双祸'应诩@相

泰南"'.- f'I'动词也在SenocaQ>中是 "名词，在日语巾分两集 I

叫大"是-种名词而且好目是-种动词 语盲突型挚的研究工作会针对

着不网讲宵的施..送行深入的比段和分析《如Dixon &- Aikh<nv. ld 

，"'的，费们不用司'义来判定调樊的3号 个原因是遇义施..是模糊

的'‘温施晴，是以典型的成员来鲸似的范畸之间没何清晰的界限

E画'篮榄畸不 悍 语法范晴的界限比骏滑割断

以上所搭出的例子主要尊是要说明类型学研究者在分析活富

的时候所洼，到的细啃耍了"戴分析个语窗费擅嗲知识是必

不可少的.樊型擎的工作..要凭借详细而高质量的活窗描写资料 .

才能归纳出有再擎恨僻的樊别 因此费型掌京主要的研究工作并不

是集中在遂行语曹比披上更多的是集中在讲宵调查和细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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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语苦学

，医付论坦'曹的形式戴曼先付论语育的位.相用处因为诵"是

-"T具 WT.-，.工具麟'曹先了...仲主属的翩造(..，'IlI'仨

跑、幡露菊 2∞" 比如悦. -个·子幡子的u是-，民挺挺的本

僧」已有-，.重而硬的金属."，头，为付么会是这棚'岖， 不知;a罐子

m.隘的人 定是苟且不得英麟但是如果你知潭，换2而恒的部分

是用来"钉子雨水鸭部分是用来当把手，那配不刻'瓢…·子为什么
是这种形状了 西'也是 仰的为Ta渴育的编陶提们要理解

崎宵是怎么用的 娶了'阿南曹是怎么用的唯-的建毯'眩晕到使用

惊句'育的地方去选何而富园.，.董理察该画曹在u锺性舍环费
叫"因何使用.

3 语宫 田野调查

训'宵学'曹，，~的话...面的司'育资料 1畴"擎的侄何领罐要

...量有筋的资料鹏不可.布'所发晨 ，哥藐取颤的精剿唱-的途径

'眶'‘去记晕晕宵.也u去送行所谓的'宵田野拥盖到说目的洒

的人的树'醺他们-"位-，昏时闰孝习记'险分析他们的语宵.

.纷缸'段~..段有记.，慧的..霄..记"不齐全的谓宵. ""脏费们壁
'思..对人贫精育的，售萄街盒丽的了"那·撞得尽量恒'除所有的现

得精宵此外。全面地铺，，-个讲商是语宵舍，基本功是好的训镰方
法.

"送行酒'曾因野司董曹先薯..摩到的间..配.，埠，..-个活

w作为"盗的对.. 目曲在圃'原渴宵拿界亘在篝衍巅危语宵澜盒

然. 不可否认的记'隆.，.，幡曹是当绩~Z..但是间.在于翩何鉴定

-.，.画画富的濒危 1'11 11. -A脆来~.是rl~也该司'宵的λ彼多少作为濒

危醒度的标准但是刑事建来说 -仲请曹说的人晕晕，是少并不 .. 

蝇，町...，..矗富字.蝇.τ..窗'固..查 ., 
笑幢因为所有4民主翼渴富..面筒着曾向失的危矶 . .么迭". 个

词'育作为调查的~.胞'匠? .好是记是以前，应金极习尊敬记晕过的司'

宵而且该讲育极有己锺.，己晕过的近亲帚宵 ，也外应耍"该洒 .. 

有握有什么比撞4旬'息的精征.基本上所有刽少戴院'度谱宵都会与

主篝司.w阿化.o.否也晕 个同化..，.还不裔的量". . JII果-个画

盲锐的人已经翻少7 竭"很快掌'窿澜失了很可·已筐'是有作么雄

"的现象也...说已但与主褪洒宵"化"差不..T 竟真是如果

诙语宵的近豪洒宵巳罐罐但最近"么也讲础'记·另外 个渴宵

4量比艘好· 另外还薯'自己的时阿庸调素…。如果时间有限

恶多少经. . .>>逸，，-个 ~极简单而容揭擎的消宵 如果有足"

的时间和结.可以遍，，-个比欲复线而将别有窟息的情W.

造好了司'宵..愤绩...时侧的素排. -，匮来说回野"聋的工作

受到屋费时闸的.翩. '"屠仰为.土地宝..士后徊'曾研究内容的

膏 '殴只有胃三筝的时陶因此，有实际的安. . .是*看到撞锦

"现象 回"翻禽的人门翁总有种不末实际的.M 篝是U为

能在两三年内调聋阿三个俑... 两三筝的时间恻鑫阿三个话...不

经不可能的 但是只能做-些蜻蜒点水的工俯 在选行司'商记录的

时候..o停是比'要金面地探人尴针对 个娟盲雄行记'晨， 如果u

行懦窑，配方育比貌的髓也要先掌但筹莫咿-个司'曹戴方商

在送行图"调盒之..调董秸必须要..徊，准备工作...先是

..~野葡萄关目的洒的囊，赏'略同时髦"..许可、安德雄行联

络材于准备设备撞'但-肇记最时用的工具 0.-.是有动檀输图片

和再攀名称的孚脐.. . 这璧工作可..捕，两三个月然后可以到

树手里去作调查 悦"恼火擎的突'因擎僻究咿心严幡要求所有第

'"调查种情育的人。必须'在钳子凰伎丸个月 ø-年的时向 回

到中&以后才开始".勾画法编写惆'‘…酝MilfMJ凰写完了

翻筒，粤回去仰."凋董.~静宠囊M ._Jt:遇险体'民相通啬系统

这一次可筒只要阿三个m 回来以后就可以抠"讲法卫者，医把铜

臭民'自币'略..宪.三年内可能无雄集成金面的.培训'德词典糊



*画'窗.副U.'.(*三+六.，

艇'冒雨'碍...三项工作因此可以先宪.."ílt筐"官当作1<士论
文'度1<士后徽&.然后"慢慢把词典鞠*筒祸~..，恒 .

』显然混三筝的时伺可以变成对-个南宵的测拿不坦田野调蛮

不是 民性的-项工作，而是你'使用目的溃的性会矗立一种长期

停筋的相互然仰的友值合你关蕉，口的懂说话费町.会幡要你的'

助也稽'他们创造文字.1;，' 1鼓掌衍'‘... 你应该尽量帮助他

们 .

4 进行调查的具体步喋

因为婚盲'‘ "主具，要T.-'"工真是怎么使用的..好售到

'要m旗工具的理揭去理察诙工具是怎么'庄周的...但.，属一个通

宵 .H.W.说诙司'宵的人的住处 ..ut tl:lII育的人-，医生活。用

'调-.与观看着气Pf.Th.臼~"跑。bnrnr) 的方篮在李习现鑫他

们祸"的同时选行有系$擎的记'险掬分忻.记载，阳观'酶的对象必须是

自然的词'宵'旨'咱篱多越好包销各种情你孤双人〈顶多人〉对话日

常舍情仰锐和现代做事怎么刨造各柿工具鞠其他自J!l'觅禽打

细烹侧的叙述体备"节目习俗'"费喜庆〉的用句'幡曹湾歌人

.宿命名的方撞…·酒"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训'盲量观说话者的

文化'幅.."'.().!野剧还要尽量 70.记..的哪位会的文化思

缉毒徽盒话方式.

体'吁徽的画画，钮'晨'戴了司'曹零拿以外目的画'说话者鞠他们的

后代.可.是这份面盲iè晕的使用者所以在绢...要记'除什么怎么

岖'段之....好踉目的洒的说舌啻商. . 不同性舍的司'育情况不

"因此人民对自己制'宵的态度也不 翩而他们倒在厦町·舍'医响

你的词雀工作. 有的民族非常重损自己的情宵"白己的词'曹当着

擅自己植字'又化的核心有的却究会不在导向己的活宵.有的民族

已经把画'因籁貌槐他们的态度内化T ..不起自己的语曹!可是有

时"只要有了事典语法书'配合组离惋惜猎对自己活宵的精4

面宵，售型'(确..布~.IIL."F"‘盲"画..董 " 
-，草'哥尽呵.加入目的裔的性舍 也-窟'哥华会目的语.不'

舍不窜u悦目的语的人交...瞧不可·真正..γ，目的语的锦

掏用雄和所量貌的文化思搜方式. ，费掌饥渴巳量将三十几够了

也峰期住在华人桂舍里!百1常常还是，址'雀"宪金...了解汉语所

a，蜒的思雄方式 . 要是硬只你T几筝的短期回野调查回校学会议

制'但住在华人往会里不帘'跟说仅惰的人交谈。摩戴更不用说γ .

在学习日的洒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使用臼的语来确定你对目的西的了

解你要是蕾"你的理'懈渔旬，而合作人听不懂戴着误会你的鑫

凰 .1厚你的疆.可..了 .

醺白的最性会靠在..的时候 开始砸自然....醺双击'人~触.

这是因为还理开始李目的面所以-齐..定...双句'人'触但应

旗尽快~运尊面的g的面'说醋， 双越人多少4酷爱反悔结掏和思锺

方式倒影响，..罗仁地 '00日因此尊逼人的"唱合比段可事，也

可以蠢...添膏'码的.. 记擎的时候，要针对不阴目的语现最禽

选辑记'民包括男女老少不倒性舍地位的人 '慧的常常说某慕人

是霉的的发膏合作人，毫实整个村子·是你的发膏合作人!锺个村子

虚惊掬温你的目的，大~都胃iH 巢'位创徽来说你会比校接近某

-，院人 u他们可能会把你当A但他们的，凰〈有比较开放的豪属惑

'陀的话) . M写分析的工作...喂$"阅叠If俏皮膏人徽等"

·大可."有耐心跟你T这个工爽。因此'脸膏的时候筐'险的人秘跟

你尴"~分析的人可..不-鼻.要钱 '量罩鑫在这，啡时间的人

，萨为你主要的..写合作人. 这座霞'‘舍作3险系'由不是凰佣关系.

当然如果他们为γ帮助你丽不去工作 ..ltli旗，回馈他们.显然

'由此你们之伺还是处于平..合伟的朵'民.因为发啬合作人不止

个....记'险 肇话训"不管是'怪的还是昕固的) ...应明是·个合作

入籍锐的资料 这是因为也许将来你合发现提-个合作人所蝇供的

'赔料东可靠!只要你注明了，民霞问..

工作地方的选舞。耍'合伟人的怠息 在你的房子凰工作。可以

徨刨环槐号在合作人的房子里'是在外面Z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东



.. 也筒'町，堆"" 六.，

西也可以昕.，.的副酷的 ilt lB i悔之侧的‘民错. 各衔"她所U让合作

人髦，事组布时候忧~.哥'脸蕾的时"可以在比锁'每·的地方'段其

他回陶到他.且. . 也回U定出'闹剧外面去认恨周'环绕的功擅

t!t.fllt! M现象.

'膏的时….m徽蜀'除膏fI....饥来.."但不要让这些

提备把杨舍变得很不自然髦'蕾舍惊人的U. 细想他们".不

自在....卿不m 只用.与...-的方法，国.w杨合组自然篱

'芽，因为'寇的n.的是这个幅富是怎么翩的以及'"幡施舍的文化

'睛".
刚开始做帽聋的时.可以从单调由发比如身体的各个鄙分

周围所u的目则晶…. . 为了'精锺友.人缉供的动佣的掌凰

"好援照你的，..示拖下动闭'代富的勤仰.看看'你是否理解对

了 如果房子血有肇..橱窗H:U靠为罐'‘"就可以用来示范..个动

作 ..了'蟹'略凰自然出现的词汇还可以穗'但巢 个语义扬有关联

的词比如边'提γ"阿凰儿"篮平的名称以后可以网"还有别的品

种畸俨用这种穷棒，展搜集其他与篝子有关的词汇 偶尔可以用词汇

费来.陋肉己也配补3毡'些词在町是末"但设有渴糖的词汇唆作为

主要的费料搜集方法 ，.m饲相"..寇舍有很多·嗣铺误.

不要用翻怖的方陆来搜集资剿 貌所说的翻译方法稽的是用汉

语·网-些词汇戴句子比细则tt妈问"备'是怎么说的俨m 张主在

吃饭'怎么悦的俨.... 这么'腿'配合让合作人翻，tt诵的句子硬军

，.目的司. . ~为你的问.是'自翩仅洒的情义和渴肇拖..问的· 也

'难不知遭他盼你的'珊'‘不矗跚仅遇的鑫".I!I法-伴，如果这么

同他编你的句子舍不自绵不...撞撞有制'编，不幽句子的用法和

拿又很可筐说目的谓的人在自然的输舍中根本不合部么说. 元"

是因为u.乏JU;变化 iUI.lIltl!.迢来间有..禽"奋系'配司'育的

句子..合同不幽囚的面'植饰的...* . 所以'‘自篇由厦的'匠'碍

来远行纱析"..耍的 . .薯的情有时候可以用无蕾的短片'提像

'使无字的故事 m...促使a膏人讲醺(... Pedcnon 等 1998

情...掌l'脑·淄宵攀...宁的情，学饵.惆盒 付

Chd. \9S0.l ldh",g 20仰 的做法， . 前面魄 ücí..cn<<ωntu') 非常

重要 ι 窟"宿目...而逝'‘ u.陪j匾伶…可以稿'你倒鑫刷撞倒

'魄， 有时候可以阙网捕网命舍竹人'罔御的图示让他们叶论这

伴你有时.可以TU他们翩子且圃'晴帽'富倒想法(m.t.linlluiotic 

<1.0,.). 

+豪华...开..惆盒缠溃的时"使用过圃榻方法. 凰络，楚的

".合作人受足而盲掌恻‘不足司'他.海双语句子间不也是诣

的很多种形态·李志.后，艇主要"他初他家人组供的候'面'医科才发

现锢，有鑫..的形..标志鞠甸篮蝴掏.

另外末'则"合晴æ l不舍币2在-的方篮来分析渴怯.就是说

不".幽d个极有现槐的句乎销后附合作人模句子"合蠕法/不舍

'"丧气'息'坠m这个句予行不得俨儿你这伸向是温合作人想幽 个司'

魄来如果他银不出来!他'民舍现"不合语法回可是那个句子宵~夜

间踵只是合作人时'不出合璋的语穗来 合作人的凋断也可能

雯'‘炮国慧的'曾响.比如 Knud Lambr<<h，发现樊剧人常常用-种

信'慢谓糠书应该是不合隅，是的关系子甸俯掏 L.mb，民M 昆几个网

这个编构的员回入锦州这个创陶但他配部否认愧fi是这么说的。也

否认可以这么说·直到他们听调自己在Lambrecht ~险的资料显这么

说才原认自己是这么说的 n...rnbrecht 1988) . Alicc C.by 晕了

Kuu \r. Thaayorr. 的费"' 然后输出儿个句子来忖论合作人议诙

句子固不合司'房'.~是 G.by 又把句子'度回原来的词'统始他们昕。他

们篝说句子慢问. (Coby 2佣的.因此...配以自然诵'略为主要的依

• 
记晕了-，量调配以后先分析出基本的酱缸'医院然后尽快开始

记'成段的.~寞'咱 还要尽快开始m6的副院司'合作人u你的

""竭黯.

'侧记'除节'但U后 -定"马上在当地开始转事分箭'.， .J坠

"巴'野..的情用"最膏栋"写下来然后但每 段洁的个别凋《成

调醺3份@际出来'币在另外-个刻鼻子.t凰"聋卡左·还要把构调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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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的各个酒素·分析刷来确定官们的窟息和作用. 街时'费合作人

可以鸣'会怎么转写他自 a的讯网盲愧'民可以'你"写更多的责，吗 !不

文，.你还曼要跟他远分析树'恨他轮写的资料.

面'蕾帽汇.，.态甸除的分析篝要罔附注衍五重要开始掌习目

的趟'腿'怀侃读酒盲的人在日'量生播中是怎么使用‘民币. 在这个

过陇咿体会慢慢地开始n目的画'的酒啬相遇筐'魄。戴町U开始

从 ....归纳幽啬倍思锐，匠"组则通徨拖"'刷训'睡/lJII. -归

纳旬在这个过理是关W，要用归纳能不要以为~训'有什么难"'目的

精舷习'阴院的程畸因而'日..把叹谓的程"套在白的词!H".JJ I.U目

的谓的票镜里所呈现的耀畸为依德 先论掏出什么阳的施"'.都要

有徊酒'鲤的定义 理囱 不篇幅'目馈~语义.幽面篮‘"，."有Jj;盔

'晨'曾句肇纱布的'囱-

分析时要Y....l位的程畸开始比如谚语宵·否分幽伺.的

幡语啬调和哥法调备是什么定义渴法调..否分成侧，题，用'厚态

刷甸楼分布，事分饵，睡回到'高纱布和句篮分布所定的惆樊町健末一

" 比如尊律宾 TaB. IOB 语网形态分布来分幽恻巍的情，町以分

幽儿种 惆樊 〈但这璧俐'岖与英洒的名词动调等等不对应〉用句法分

布的话戴乡'不出调樊因为. 个词有同怖的句推分布 <Him

mel m.o nn 酬6. Gill199ω. 

5 研究成果的签理与蝙写

庚'略分析好 TC!可"开始写，到'讲法.'言词'‘.，.候'‘酒'碍

剿，虽然，到'洒在毫也"包循 肇究擎的长篇讲偶和简单的词汇

'组但是".下比貌有用的记挚的话不要先写，绢'精密雀书量好还

要有几冒页的挺篇遇M'…写-部比後究擎的筒，"，才'‘是比"金

E的记'除. 这得对后人《包据司'育学凉和目的洒的往会》 比兽布局，

记'民髓"晕对句'窑，提供.有永久性贯鼠的一嚼工作 B几百年以后

可锦还会衡人用你所泉'蟹的，畴'盹所以要考a酬后人可..舍'要什

.."IU': /习..画曹雪"... "fIi'J司'宵零圃'调辈 " 

么院的簧属比徊。臼的~栓舍的后代町筒舍用你所发貌的资料，晨

..写敏材.姻'晨当树目的训'是濒危酒宵'但是e..州9蜒的酒"你的

记最可能是咱F的..秽'睡料 另外为了阁下旬烟的电子资料，最好

要用 u.阳00' 字体 t归'用商业软体'民好'路. " ,",,' I配 'M> 的备

份.

个司'育是-伞'晨'也 u"这个事，，~l民-个部分候，先7
麟整个系键所以不要作..的精奎、不要在刚憾'跑到一个目'富的-

4、部分的时..能"寝论文因为这么徽事揭出幡，对你将来的事业不

剩 要得到你对目的惕的锺个系镜有-寇的队惧以后才开贻发现论

文

调..应该包播所有责'略里出现的各种趟.和惆还要给每个谱

'院和调完'量商..的定义饵~，比如慕."民菌的用途巢"动作的

性会鑫义... " 植..、精铀的名字"加立'峰掌忽".比如鹿壳的
精..不要只筋"，.--"，鹿-.".花'腿"之笑的定义其他的词也

伴，不能用-M-的翻憾方隐比如目的情位..凰如果有-~.愉

悦仅竭的人呵'瞌舍把它叫徽"扬"可是现们在记'晨"种食物的时候

不"但‘汤"这-个词你为目的沓的词的定"- . 仅嚼的名称施"'来

定与目的沓的-棉 B的诣的惆的罐'‘盛例子〈面又施"的核心篝

拿》可能.~挚的大不-仰<N渴方'曾在这方·也可能不←惮》而且

'窿个缸畸阀割E圈也可徊不-.， (it是.壶'民百包蟹".个司'又箍.. 

肉'些不在摩个商"'之内》 要搞Z西藏..，由..还要说明这个饨的

其他用途和使用穗' 还要加上例甸〈例句也尽量应该是 a然出现

的甸子h尽可能也加上确..说明《至少分由噩个惆的个~司'素3 词

典可以援照诩义'‘"列调焦后....汉晴和口的情的'优弓 1 . .

蜀，到曾词'撞的时候."说明你做囡野调蠢的时..在树子显住了

多挺时倒蟹"7 恒u付么懈的人迢'降了什么怖的西体在多大

的'曾饵'尊...III..t这些情息的悖网.在..支雹的时候注明'哥引用

的，老书 伴舞.的-个作用候"让曾指..遣'你的分析和资料

的可靠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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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写...渴擎的时候通常舍，以下的顺赂，候写， o}t苦俭竭

"情况文化批舍.，民《包锚..剧有代'抱住的照片》惰"调查的情

况ι'"量'膏.脏。《盯饵，售澜'句掏售量 ι'"甸筐. <幻'鹰掌黯掏【包锺复
句鞠更侠的片段儿另外-~愈用的方式是i1ìe遇膏藏民以后讨论

。》名词组的筒刷刷，配'h<创动匍组的组掏徊'配份 I (5)句子的精掏

布成分俑...绩.. 不主:/: . ..目的酶的尊掏".快庭仲么僻的方

式量合遁.. "'.盲目地.仿别人霉的，绢'摇篮..了上画所说的

内曹.停开头...街 前贾宿关凹的面'篇盛的罐论，简单地介细肇

个幡育系院可以，曾为醺祀的..篇篇】.的-1防 军文后面，细

几篇有逐个~素画源的候"面'倒阳帽E锁 词汇'应该包括，老渴

法里'幽疆的'衡的询 帽~，随后面.，.绍.~. 笨.本柿'段后细

u曰'夺 1..

.，.画岱且.!rJlI的术语刷'哥您的程畸.屡有很洞'楚的'酶~."

g昆明设定·个恕"的.lIl tl! . .衡锢，成峻的例子'节例子·好来自

附加在正文后面的候"现，略""币槽'撞"丽的. 行.. ..个例子

lil旗街号码这棉才.tH寸论.例子的解得应烧包括逐个精擎的翻译

应解和掌海(所册的"白白'榻勺.佳"不应也寞是箍畸的名你而是

具体的霍恩 i 比'回来，用"刷刷....洒气悯町等施"名称作为某 个

制'蜜的'海薯植明甸个埠'具体的鑫凰比如，是裹"翩词铸的是

.，‘事衡'髦~.，‘.看气不"只应明是-助词 . 在"悔例子的时候

也可U细徨娜说明@帽子的文化....

.…斜'‘赚了，宵量个惕'脏的·译以外还"有拿埠，并且介

翩每-a的性舍'"畏初"又.此外.....则有窒息的现象的地方

应旗细注.

酣应

'" ..侃…·阑~....胃.."莓..扭曲11''' 101. fIII 111. J‘雪们遇
"现的..在黑个画'凰 .."'.ttil.JIOIJlI'l饲町.不→庭一..(.. LoPolb &. H叫恻
111_..棚...人的 "iIi.<.. <=""1. 町'

西窗，瞌..>槐..窗..眼，阻n.刻..擎团'曹惆. " 

'" .，且1If1111:..e险'时，吃字翩蝠'
"'..棚，陪"洒'晴的情a…jJlt. tt_的峰，晴的情a不-.圃，里章.

珠"的幡盲察也…~1I .h..不-0<回Ul:1...眩..侵鑫本簿"'X.l_ 
. ..事…* :r: ln:是挚'蟹 IUI"'"‘冻'回舰麟'费量筝的盏.锢

恨...iI'吁'fI '" A"''' ~民....蕾......‘费瞿《毡&.怎么"声
司犀.翻蕾......‘..1..调JUI.ila' I!...(比细1怎么份"每.

...惆..>予甸甸陶""他..z...份.主·主·侧..，民饭.久认

回陋寡ìE"'.-'I句.…."..)..‘确.( .. 11;[..篝..1.....‘..蟹怎

么..，‘…"四‘...)11巢..本的.币值...民
@因为金..眩晕..-个醺胃霄...ot同有叠人认为...依德

钮'晨4…份，吁民·眩...四不在四周楠1I1\.R_趟.字'‘不..到'藩

.).~.12.~..寇..(阳山m阳1. %00%.2酬，幢大字的

..司'商lZ .ttlll.配是这个.. 凰憾...但是极有…q记晕不·依为

.士.文莓..大...本...术份量的蕾"‘回忆'即不恤'岖寇"的.…

."呼.. 
M币. "川'" JfI, -b1 óolio叫 '....r ["."，10'""，叩 .ol...，，.} ""附

叩川 'h. ,!I.",... 01 1M 10叫·吨""叫..iooo. bo<.四阳 0.......

-咖阴阳叫"01 ."，.."，， !，o叫. (1007. 1$) 

⑨J(uu!t τ."~刑.1IU1U鹏程"的-今憬'自

⑨来'以为回"'桂树γ且'民蕾..自怠。-个人"寄 自蓝布舍，李入黑体

-.恤"lf.-足.有很多.侃
⑥制.. 匠的回董)1..翻，.-个...略惠又例句备"则峰等等军事雀"惰

，命u亢的it Jt.i. 徒.. 院宵U楚..偏又..列...医幡义精阴雨金不金

I!Lfi dr.lIJ tt !li''' Il 酬的}IO" 5 "11 .01;"111，;.(蟹阳用来刊JIt~iI.JotJ'l阳
有"人用.....'略..但代.舍'舍 '市.在目的渴盼的"字凰电且不 定方便，

。..墨西'曾..小的有._t'l*份衡的…..帽有的洒'要.

.的司画'但应-&写t.... 
。.."'.…...胃(;.t"'''" sn..~民银怜的 F;dd则由翼 τ时

…("I]'U .tll tl 1't'l1ll ]1( -.111'..…皿叫………..L 0.11叩叫叫"这".fI'"IIt!......-'fillll创刊工

.网"胃0...但麟"纳..政雀侧负责..@……1. Coot!ho :00.搁一 1191 J!Ii钳制...

.执芳自除

@这只是-...，，;11".....盒..列·因为这.....‘三神方

'岳回跑胃0-…..个幡叉‘这...r曾胞"、'也侧..左侧的笑

...内.掏根本遂."'. tI "A'" l1li..…..要求览'国 I 费E在@型'
因暖幡肉A .lI Il IUUI曹文化....拿费用..支字的..徨因为这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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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王福掌

•• .宵凋董-，院温锺法晕字'归"悔.，院院 有人剖'壁..方'曾惆

窒字貌'币'不网萃...因为..懈咿事._..."区'网恢芝了"，对现
il". 1i畸究 UlJi童屹.，事.有何不惆掌R. ..II "'~晴.悔芽，研究的.'依

...…民主了"
美.. 11.幡啬事. •• 

制酶啻是语育的街政外，吃穷窗调壶'"~曹先'哥恨的便是司'蕾的调

查.调鑫俗音先要记囊相当'度蜜的..宇膏丛中囱俯方育的商鞠调

以及如钢澜的配合关系然脯，电""隔剿巾归纳字膏在讲'‘中的变化

规栩如费侧'釜商儿化等边'被戴构成γ万富的语膏系统.完成

了方宵的司'裔调查才能深入调到医研究方"的词汇和洒自告

自…m‘万富调查字寝"以下简抹《字貌"记'晨方盲的字奋

精方宵区的发膏人用方宵念‘字貌'上的字 '自圃'调，...自"三真

"字骤"用严炙啬标记..~J归捕，翩澜的啬t>.正想...份戴用'‘

式啻标记.....后戳".内到的朋...描画配方育的阿青字褒

用‘字丑陋，调查涩'险方宵字.."情发雷人拿字时多塑尽可能不

埠..字的不惆读音〈如果一个字有几个憾膏 i这伪造'是徊有可能

的〉 也宋要司'几位南育情况有拳'冉的人-炮灰膏以兔归纳跟一个

翻"的方曹音系.记蒙眉整理时不要把鬼子文献值稽的口渴巾已

• *::a:I')Ii'!OJ:["'JlHiI;f:tt.M"'..喇 M叫γ"川的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