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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语义依存图是譎譌譐处理语义的深层分析方法，能够对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进行分
析。该文针对古代汉语特点，在制定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标注规范的基础上，以《二
十四史》为语料来源，完成标注了规模为謳謰謰謰句的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标注一致
性的譫譡議議譡值为謷謸謮謸謳謥。通过与现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的对比，对依存图库基本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古代汉语的语义特色和规律。统计显示，古代汉语语义分布宏观上符
合齐普夫定律，在语义事件描述上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叙事和正式文体特征，如以人物
纪传为中心，时间、地点等周边角色描述细致，叙事语言冷静客观，缺少描述情态、
语气、程度、时间状态等的修饰词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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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譓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譧譲譡議譨 譩譳 譡 譤譥譥議 譡譮譡譬譹譳譩譳 譭譥譴譨譯譤 譯警 譣譯譭議譵譴譥譲 議譲譯譣譥譳譳譩譮譧 譳譥譭譡譮謭
譴譩譣譳謬 護譨譩譣譨 譣譡譮 譡譮譡譬譹譺譥 譴譨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譲譥譬譡譴譩譯譮譳譨譩議 譯警 譳譥譮譴譥譮譣譥譳謮 證譮 譶譩譥護 譯警 譴譨譥 譣譨譡譲譡譣謭
譴譥譲譩譳譴譩譣譳 譯警 譡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謬 譴譨譩譳 議譡議譥譲 警譯譲譭譵譬譡譴譥譳 譴譨譥 譡譮譮譯譴譡譴譩譯譮 譧譵譩譤譥譬譩譮譥譳 譯警 譁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譧譲譡議譨 譡譮譤 譣譯譮譳譴譲譵譣譴譳 譴譨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譣譯譲議譵譳 譯警
譡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護譨譩譣譨 譣譯譮譴譡譩譮譳 謳謰謰謰 譳譥譮譴譥譮譣譥譳 警譲譯譭 譴譨譥 譴護譥譮譴譹 警譯譵譲 譨譩譳譴譯譲譩譥譳謬 譡譣譨譩譥譶譩譮譧
譴譨譥 譫譡議議譡 譶譡譬譵譥 譯警 譡譮譮譯譴譡譴譩譯譮 譣譯譮譳譩譳譴譥譮譣譹 譩譳 謷謸謮謸謳謥謬 譆譩譮譡譬譬譹謬 譴譨譲譯譵譧譨 譴譨譥 譣譯譭議譡譲譩譳譯譮
護譩譴譨 譴譨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譇譲譡譧譨 譂譡譮譫 譯警 譭譯譤譥譲譮 譃譨譩譮譥譳譥謬 譡譮譬譹譺譩譮譧 譴譨譥 譢譡譳譩譣
譳譩譴譵譡譴譩譯譮 譯警 譴譨譥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譬譩譢譲譡譲譹謬 譴譨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譣譨譡譲譡譣譴譥譲譩譳譴譩譣譳 譡譮譤 譬譡護譳 譯警 譡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謮 譓譴譡譴譩譳譴譩譣譳 譳譨譯護 譴譨譡譴 譴譨譥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譩譳譴譲譩譢譵譴譩譯譮 譯警 譡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 譣譯譮警譯譲譭譳
譴譯 譚譩議警謧譳 譬譡護 譭譡譣譲譯譳譣譯議譩譣譡譬譬譹謬 譡譮譤 譨譡譳 譳譴譲譯譮譧 譨譩譳譴譯譲譩譣譡譬 譮譡譲譲譡譴譩譶譥 譡譮譤 警譯譲譭譡譬 譳譴譹譬譩譳譴譩譣
警譥譡譴譵譲譥譳 譩譮 譴譨譥 譤譥譳譣譲譩議譴譩譯譮 譯警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譥譶譥譮譴譳謬 譳譵譣譨 譡譳 譴譡譫譩譮譧 譢譩譯譧譲譡議譨譩譥譳 譯警 譣譨譡譲譡譣譴譥譲譳
譡譳 譴譨譥 譣譥譮譴譥譲謬 譤譥譴譡譩譬譥譤 譤譥譳譣譲譩議譴譩譯譮 譯警 譳譵譲譲譯譵譮譤譩譮譧 譲譯譬譥譳 譳譵譣譨 譡譳 譴譩譭譥 譡譮譤 議譬譡譣譥謬 譣譡譬譭
譡譮譤 譯譢譪譥譣譴譩譶譥 譮譡譲譲譡譴譩譶譥 譬譡譮譧譵譡譧譥謬 譬譥譳譳 譭譯譤譡譬 議譡譲譴譩譣譬譥譳謬 譥譴譣謮

Keywords: 譁譮譣譩譥譮譴 譃譨譩譮譥譳譥 謬 譳譥譭譡譮譴譩譣 譤譥議譥譮譤譥譮譣譹 譧譲譡議譨 謬 譔護譥譮譴譹謭警譯譵譲 譈譩譳譴譯譲譩譥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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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语义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核心问题，现代汉语领域进行了多种方法的研究，如基于
词謨刘琦謬 謲謰謱謲謩、基于短语謨識譵譥謬 謲謰謰謸謩、基于句法树謨譈譡譣譩譯譧譬譵謬 謲謰謰謴謩和基于依存图謨譄譩譮譧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謴謩的分析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古代汉语的语义研究相对匮乏，主要集中词汇层面
上，如邹璐对《战国策》的副词进行意义归类謨赵娟謬 謲謰謰謵謩，张丽丽对先秦帝王、诸侯谥号词汇
进行语义分析归类并描绘出语义网謨张丽丽謬 謲謰謱謴謩，舒蕾建设古汉语包含多义词的单音节词词义
标注语料库謨譓譨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謲謱謩。在句子层级上，对句子的标注停留在句法关系，还未涉及深层次
的语义关系标注，如京都大学建立了由《四书》构建的古代汉语依存树库謨譙譡譳譵譯譫譡謬 謲謰謱謹謩。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文化的专家研究和学习辅助亟待要求古代汉语信息化，对古代汉语语
义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以语义依存图理论为指导，结合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特点，制定
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标注规范，并以《二十四史》为语料来源，对语料进行语义依存图标注，
初步建立了謳謰謰謰句规模大小的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对依存图库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并
通过与现代汉语语义对比分析其语义特色。统计结果显示，《二十四史》语义标签频次分布总
体上符合长尾分布，语义事件通过谓语动词紧密连接；叙事以人物事迹为中心，时间、地点等
周边角色描述细致；使令句和目的句丰富，反映皇权制度下的上下等级制度和政治话语权；语
言具有强烈的纪传体和历史题材风格特征。

2 现现现代代代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和和和古古古代代代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2.1 现现现代代代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

自然语言处理中传统的语义分析多采用语义依存树，依存树为句子中的每个词语（除核心
词）找到它的依存词（父节点），并指出该词语与依存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传统的语义依存树
结构规定每个句子成分只能有一个父节点与其存在依存关系，且不同的依存弧之间不能存在交
叉现象。但汉语语序灵活、词类功能多样化，语言变式繁多，在真实语言现象中经常会出现某
个词语同时依存于多个词语謨王跃龙譡譮譤 姬东鸿謬 謲謰謰謷謩，同一句子成分可能被多个成分支配，树
结构不能满足汉语的真实语言现象表达，汉语的语义分析研究也从依存树走向依存图。如王悦
龙提出构建一种全新的汉语依存图库謨王跃龙譡譮譤姬东鸿謬 謲謰謰謷謩，哈尔滨工业大学謨丁宇謬 謲謰謱謴謩结
合鲁川定义的汉语意合网络语义关系体系和依存语法的特点构建了一套语义依存图关系体系，
郑丽娟建立了包含謳謰謰謰謰句子的兼语句语义依存图库謨郑丽娟譡譮譤 邵艳秋謬 謲謰謱謵謩。图结构突破原
有的依存树表达的限制，放宽了依存树的限制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謱）允许多父亲节
点的出现；（謲）允许非投射现象出现，即允许依存弧之间存在交叉謨郑丽娟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謴謩。

如句子譜我扶老奶奶上车謢，用依存树分析的结构如图所示，句子的核心词为譜扶謢，譜扶謢直
接支配譜我謢譜老奶奶謢和譜上车謢，他们之间的关系分别是施事、受事和后继关系，而譜上车謢还有
另一动作参与者譜老奶奶謢则没有在树结构中直接指出。而用图结构分析，句子中的譜我謢有两个
父节点譜扶謢和譜上车謢，都承担施事角色；譜老奶奶謢有两个父亲节点譜扶謢和譜上车謢，分别承担受
事和施事角色。针对这个句子，机器自动问答想知道是譜谁謢譜上车謢，依存树不能准确分析出正
确结果，依存图则能得出譜我謢和譜老奶奶謢两个动作参与者。

譆譩譧譵譲譥 謱謺 （譡謩为语义依存树；（譢謩为语义依存图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基金支持：本成果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87240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7YJAZH068)，北京语言
大学校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8ZDJ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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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古古古代代代汉汉汉语语语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标标标注注注规规规范范范

语义现象和规律具有继承性及相似性，古代汉语语义依存标注借鉴现代汉语语义依存的标
注规范，以程荥辉等中文语义依存图标注体系0为参考，针对古代汉语的语法和语义特点，对其
中的句子切分规则、语义关系、语义标签等进行调整，如下：

（謱）分句采用字切分方式。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在历史中逐渐演变为复音词，词汇
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通过标注过程中的人工检验，我们发现语料历史时间跨度长，不论
使用何种古汉语分词工具12，部分句子成分都难以界定语法单位为词或词组，如譜兄弟謢既可以
作为一个词泛指同辈男子，也可以作为一个词组指哥哥和弟弟。为了提高标注效率，同时也
便于进一步研究合成词的历时演变规律，后续预训练模型的输入，在切分古汉语句子时以单
个汉字作为单位，但在依存标注时仍以词为单位做依存分析。词与词之间通过核心字进行连
接，汉语词的核心语素通常是该词的最后一个汉字或前面的实义语素。如下图词语譜天子謢最后
一个字譜子謢为该词的核心节点，譜子謢指向譜天謢，标合词譜譭譈譣謢标签表示为一个词。命名实体譜太
尉謢内部成分用譜譭譈譣謭譎譒謢连接，与其他词通过譜尉謢进行连接。

譆譩譧譵譲譥 謲謺 合词和命名实体标注方式

（謲）制定复音词标注规范。对标注过程中难以界定的复音词，本文制定了复音词标注规
范。复音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构成，但在语法单位上都属于词。包括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多
音节单纯词和多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复音词内部各个汉字通过合词标签譭譈譣连接。判断复音
词主要有意义和语法两个标准。单个或多个语素表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时，这几个语素为
一个分词单位，如单个语素的多音节词譜参差謢为一个词，表示譜长短、高低不齐的样子謢；两个
语素譜四海謢结合构成了新义指代天下，两个相近的语素譜亲戚謢凝结成更具概括性的意义指内外
亲属，重叠形式的复音词譜世世謢不是原义的简单重复，表示譜后代子孙謢。组合前后语法性质发
生改变的复音词也划分为一个词单位，如譜学謢和譜问謢都为动词，结合后的譜学问謢为名词表示学
问。

（謳）制定命名实体标注规范。为了后期文本理解和知识图谱等应用，本文把命名实体划
分为一个分词单位，并对难以界定的命名实体划分进行规范。本文的命名实体除普通人名、
地名、组织名、机构名、时间、日期等，还包括特殊的人物名，如尊号加身份的称谓譜孝武皇
帝謢；表示地形地貌的普通名词如譜呼蚕水謢譜羌谷謢；书名《蜀鉴》；带有类名的机构名譜吏部謢；
历史朝代名称譜唐朝謢；古代刑法、学说等专用属于名譜佐学謢；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运动，如譜渭
水之盟謢等。

（謴）增加特殊的语义标签。除了增加以上提到的譭譈譣和譭譈譣謭譎譒语义标签，我们还增加了
特殊的语义标签譜譭譑譤謢取独标签，用来表示取消句子独立性作用的譜之謢与其依存词之间的语义
关系。譜之謢在古代汉语中可作代词、动词、助词和语气词，使用频率高，其中表示取消句子独
立性的助词用法为古代汉语譜之謢的特殊用法。譜取独用法謢用在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之间，使
这一主谓结构不能单独成句而成为句子里的一个成分。在语义依存分析中，譜之謢使该主谓结构
表示的事件成为降级嵌套事件。如謳譜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謢中，譜秦使之未到謢是一个主谓结构，
整个主谓结构整体作根结点譜先謢的宾语，成为譜先謢的降级嵌套受事。

3 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库库库建建建设设设

本文构建的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建设经历语料采集、语料预处理、标注工具完善、标注

0https://csdp-doc.readthedocs.io/
1甲言https://github.com/jiaeyan/Jiayan
2HanLP https://github.com/hankcs/Ha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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譆譩譧譵譲譥 謳謺 譜取独标签謢

规范完善、标注人员培训、语料标注、标注规范再完善等流程，初步建立了謳謰謰謰句规模大小的
的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

3.1 语语语料料料采采采集集集和和和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语料选取自《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历史跨越度长，基本由达官或
著名文人兼官员负责编修謨赵志伟謬 謲謰謱謸謩，以二十四史作为语料，具有可取体量大、覆盖不同朝
代、收录全、用语规范等特点。标注前进行以下工作：
（謱）语料采集。语料通过汉程网3和丁佳鹏4等整理的古文譼现代文平行语料库以篇章为

单位自动获取后进行筛选，整体筛选方法如图謴，在原文语料上使用譤譯譣謲譶譥譣謨譌譥 譡譮譤 譍譩譫譯譬譯譶謬
謲謰謱謴謩工具获得对应的嵌入表征，再通过譫譭譥譡譮譳聚类算法謨譍譡譣譑譵譥譥譮 譡譮譤 譯譴譨譥譲譳謬 謱謹謶謷謩，对语
料进行聚类，这样可以较好地保证语料的平衡性。通过肘部法则，本文将语料篇章分为了謲謰个
类，再从中随机选取謳謰謰謰个句子，通过进一步的人工审核，获得了最终用于构建语料库的古代
汉语语义依存语料。相应的，标注平台页面添加了譜显示原文謢譜隐藏原文謢譜显示译文謢譜隐藏译
文謢四个按钮，用于显示謯隐藏语料所对应的原文段落和显示謯隐藏语料所对应的段落译文。

譆譩譧譵譲譥 謴謺 语料筛选流程

（謲）语料对齐。古代汉语相对于现代汉语语义理解的难度增加，为了帮助标注人员理解原

3http://www.httpcn.com
4https://github.com/NiuTrans/Classical-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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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语义，本文标注语料在采集时选取原文和对比翻译两部分，统一使用简体字。语料采集后对
语料进行对齐工作。对齐时自动和人工校对相结合，以段对段即句子所在原文段落和所在翻译
段落对齐的方式进行，部分对齐结果如图謵。

譆譩譧譵譲譥 謵謺 部分对齐结果

謨謳謩分句和词性标注。分句使用句末标点符号，即句号、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等进行分
句，句长限制为謱謵謭謳謰汉字。使用哈工大譌譔譐语言云平台提供的词性标注模型对字（词）进行自
动词性标注。通过以上的步骤，待标语料的处理已经基本完成。

3.2 语语语料料料标标标注注注

图库标注采取自动标注和人工标注相结合的方式，语料通过语义分析器自动进行语义标注
后导入标注平台，标注人员在自动标注的基础上进行人工标注。共有謵名语言学的硕士研究生参
与标注工作，标注人员在经过培训后对语料进行标注，标注页面如图謶。其中謲謰謰条语料为謵名标
注人员共同标注，用于检查语料标注的一致性；另外謲謸謰謰条语料謵名标注人员分别标注，历经五
月余，五位标注员完成了謳謰謰謰句古汉语句子的语义依存的标注工作。

譆譩譧譵譲譥 謶謺 标注页面

4 标标标注注注一一一致致致率率率

图库依存标注的一致率通过譫譡議議譡值进行检验，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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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謽
p0 − pe
謱− pe

謨謱謩

其中P0为总体分类精度，即标注一致的标签数量总和除以标注标签总数量；Pe为标注一致的标
签种类的乘积与标签总数的平方的比例，经过计算譫譡議議譡值为謷謸謮謸謳謥，整体一致率较高。句子
标注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謬（謱）标注人员的古代汉语知识储备不能覆盖到所有知识，如对类似
人名譜曹旦謢，单纯词譜密迩謢词义不了解；（謲）古汉语中一些易混淆的语法结构，如兼语结构、
连动结构和主谓短语作宾语的结构混淆导致标注语义标签也出现错误；（謳）标注人员对标注规
范熟悉程度不够，如细粒度结局标签（譃譯譮譳）标注到粗粒度标签（譃譏譎譓）上；（謴）语义现象
本身的模糊性，例如譜九族謢譜亲疏謢，后者做名词时，两者为并列关系，后者为形容词时，两者
为修饰关系。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后续标注过程中采取可改进措施，如加强标注人员的标注
前培训，对准确率较低的标注人员取消标注资格，对易混淆的结构增订统一标注细则，对标注
问题及时讨论，以进一步提高标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

4.1 基基基于于于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图图图库库库的的的现现现汉汉汉古古古汉汉汉对对对比比比分分分析析析

语义差异反映语言的特殊性，程荥辉5等已经建立了规模为謲万句的现代汉语语义依存图
库，本文通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对比，对古代汉语图库有个全面基本的认识，研究其特殊
语言现象和规律。图库的语义标签反映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统计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
语语义依存图库语义标签频次，图謷结果直观地表明两者在语义标签分布上存在相关性和差异
性。

譆譩譧譵譲譥 謷謺 现汉古汉语义标签频次分布

对标签数量进行皮尔逊卡方检验6，具体统计结果如表謱。结果表明，卡方值和线性关联渐
进显著性值都小于謰謮謰謵，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义标签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且有相关
性。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双侧）

皮尔逊卡方 謱謱謳謹謵謮謶謲謶譡 謹謳謲謴 謰謮謰謰謰
似然比 謱謰謷謳謮謵謸謴 謹謳謲謴 謱謮謰謰謰
线性关联 謸謷謮謹謲謵 謱 謰謮謰謰謰
有效个案数 謱謴謹
譡 謹謵謲謰 个单元格謨謱謰謰謮謰謥謩 的期望计数小于謵。最小期望计数为謮謰謱。

譔譡譢譬譥 謱謺 现汉古汉语义标签数量卡方和相关性检验

5https://csdp-doc.readthedocs.io/
6统计检验使用SPSS Statistics 26.0.0.0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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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图图库库库基基基本本本情情情况况况对对对比比比

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謲。总体上看，古代汉语
平均句长大于现代汉语，平均句语义标签数量比现代汉语更多，单句表示的语义内容比现代汉
语更丰富。去除语法标签后将现古今汉语义标签频率分别由大到小排序，如图謸。

语语语言言言类类类型型型 句句句数数数 字字字数数数 语语语义义义标标标签签签总总总数数数 平平平均均均句句句标标标签签签

现代汉语 謲謰謰謰謰 謳謸謰謸謳謹 謲謷謵謴謸謹 謱謳謮謷謷

古代汉语 謳謰謰謰 謷謲謸謸謸
謶謱謷謳謶

（去除语法标签）
謲謰謮謵謸

譔譡譢譬譥 謲謺 现汉古汉语义依存图库基本情况

譆譩譧譵譲譥 謸謺 謨譡謩古代汉语语义标签占比（譢謩现代汉语语义标签占比

树状图显示，现汉和古汉语义标签总体上高频标签数量少占比大，低频标签数量多占比
小，根据齐普夫定律謨譗譹譬譬譹譳謬 謱謹謸謱謩，语义标签出现的频次计作譐譲，该语义标签的频次排位（即
频级）计为譲，在双对数坐标系下绘制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义标签频率分布曲线图謹。可以
看出古今汉语语义标签分布都符合齐普夫定律，说明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在实际语言现象使
用中都符合人类的省力和记忆原则，体现了语义现象的共性和规律。

譆譩譧譵譲譥 謹謺 謨譡謩古代汉语语义标签频次分布；（譢謩现代汉语语义标签频次分布

4.3 语语语义义义标标标签签签分分分布布布情情情况况况

受限于时间和语料规模，现汉图库和古汉图库规模大小不一致，以下统计分析采取将语义
标签转化成相应所占比例方式进行对比。受限于篇幅，图中只展示重要靠前的语义标签，下面
进行分类讨论：

4.3.1 周周周边边边角角角色色色标标标签签签

周边语义角色，即语义事件的参与者角色，包括主客体角色和情境角色，差异较大的标签
如图謱謰。语义事件由谓语支配，而主体角色作为动作行为的主要参与者，一般伴随谓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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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事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主体角色（施事譁譧譴、当事譅譸議、感事譁警譴、领事譐譯譳譳等）为动
作的主体，客体角色（受事譐譡譴、客事譃譯譮譴、属事譂譥譬譧等）为动作的第二参与者，多数为动作
作用的对象。总体上，古今汉语主体角色的比例与客体角色不平衡，说明汉语中存在省略现象
较多。

譆譩譧譵譲譥 謱謰謺 现汉古汉周边角色标签占比

（謱）施事（譁譧譴）和受事（譐譡譴）分别是自主性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和承受者，当事（譅譸議）
是非自主性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领事（譐譯譳譳）表示领属关系的主体或整体部分关系的整体，客
事（譃譯譮譴）是事件所涉及但是并未改变的客体以及动作行为产生的新事物或结果，领事和当事
常由非生命主体承担。统计显示，古代汉语中自主性动词多于非自主性动作行为，现汉中则反
之，古汉领事占比明显高于古代汉语，都说明现汉中非生命主体作主语的句子更加丰富，对除
人以外的事物描写更多。

（謲）感事（譁警譴）表现心理活动的有意识的主体，二十四史属于历史传记，表示情感、心
理活动的词少于现代汉语，叙事较客观冷静。

情境角色是事件涉及到的外围角色，主体使用的工具、材料，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引
起事件发生的原因、目的等。

（謱）范围（譓譣譯）指的是事件中所关涉的方面、限定的界限、被审视的角度、发生作用的
范围，如譜诸贼謢的譜诸謢，譜其人謢的譜其謢，现代汉语中描写事物时对议论的对象主体限制，事物
的数量范围等限定较多，古代汉语集中于指称代词指称人物事物。现代汉语中描写事物时对数
量范围、谈话对象限定较多謬古代汉语限于指称代词指称人物事物。

（謲）描写角色（譄譥譳譣）表达的是一种特征，常作修饰成分，现代汉语中修饰成分更加复
杂，多种性质的词和短语都可以做定语和状语，而古代汉语句子长度短，修饰成分数量远少于
现代汉语，一般只用单一的修饰语修饰一个词，如譜谩词謢譜寒隽之士謢譜杀父之仇謢都用单个的述
谓性质的词修饰一个名词。

（謳）名称修饰语（譎譭譯譤）古代汉语占比例高主要是因为二十四史纪传体介绍人物年份等
实体时描述详细，常与所属地、官职、年号等连用。宿主角色（譈譯譳譴）是属性的主体，或带有
意义、功能、作用、价值的主体，通常出现的名词短语中，如譜其奸恶謢的譜其謢作为譜奸恶謢的主
体，譜宫庙大小謢的譜宫庙謢，现代汉语中不管对人属性的描述还是对事物的功能作用描述都多于
古代汉语。

4.3.2 依依依附附附标标标记记记标标标签签签

语义依附标记是对语义事件中依附性成分的标注，实际意义较虚，少单纯出现，但对句子
语义有着一定作用，其中差异较大的标签如图謱謱所示。

古代汉语词汇数量总体上少于现代汉语，语料涉及的事物范围更窄，在对事件情态、程度
表达时也常常省略依附成分，现代汉语整体上限制语和修饰语更加丰富，表达更细致，表达主
观情感的词数量更多。总体上，古代汉语依附标签占比低于现汉汉语，

（謱）介词标记（譭譐譲譥議）是对语法事件中介词和起到介词作用的词的标注。古代汉语此
类标签主要用于表示时间、处所、方向、对象等的介词短语，表示目的句的譜以謢，所字结构
的譜所謢字，及比较句中，如譜于边境謢譜自数世以来謢譜请斩以谢天下謢譜所遇謢譜难于登天謢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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譆譩譧譵譲譥 謱謱謺 现汉古汉依附标签占比

表示方式、依据、态度等则可以不使用介词，如譜剑斩之謢譜法当斩謢譜兄事之謢。除此，现代汉
语譜把謢字句，譜被謢字句使用频率极高，介词一般不省略，分句当中起转折、并列等作用的词，
如譜还謢譜就謢譜才謢等丰富，所以古代汉语介词使用比现代汉语更少。

（謲）情态标记（譭譍譯譤）是对句中表示情态的词进行的标注，这样的词一般表达的是主
体的一种情形状态，比如惊讶、疑问、感叹或是能力、猜测等。古代汉语限于表示反问语
气譜岂謢，必要性譜须謢譜当謢，可能性譜可謢，勇气譜敢謢，现汉比古汉更多表示推测、可能性、情感
的词，如譜只得謢謢总是謢譜真的謢譜就謢等词汇，现代汉语情态词更丰富。

（謳）语气标记（譭譔譯譮譥）指对句中语气词的标注，二十四史语料的严肃性决定了语料的语
气词较少，一般用于表示陈述、疑问、感叹、祈使等的少数虚词譜也謢譜矣謢譜乎謢譜耳謢譜焉謢等中，
而现代汉语中多语气词譜的謢譜了謢譜呢謢譜吧謢譜吗謢譜啊謢譜呀謢等种类丰富得多。

（謴）范围标记（譭譒譡譮譧）是对句中表示范围的词进行的标注，可以是空间、时间或所指
对象的范围，古代汉语一般出现在表示范围的具体位置，如譜南羌中謢譜五品以下謢，数量限制
词譜皆謢譜各謢中。现代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更加多丰富多彩，语句更加白话化，范围限制词使用频
率更高，还会用在非生命主体作话话题限制谈话的内容当中。

（謵）的字标记（譭譁譵譸）是对汉语中出现的结构助词譜的、地、得、之謢进行的标注。古代
汉语多为单音节词，修饰事物时修饰语可直接加被修饰语，如譜锐兵謢，少部分双音节词作修饰
语时才用譜之謢进行连接，如譜杀父之仇謢，在近明清时期语言才更加白话化，使用譜的謢连接定语
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如譜他的官府謢，而古代汉语补语数量更少，一般用譜之謢字，如譜思之深謢。
现代汉语句子词汇语法形式发生变化，多音节词成主要优势，做定语、补语、状语等修饰成分
常用结构助词连接。

（謶）时间标记（譭譔譩譭譥）是对句中一些时间副词以及动态助词的标注，如譜正謢譜从
此謢等。程度标记（譭譄譥譧譲）是对句中表示程度的词进行的标注，如譜广延百里謢譜大喜謢。趋
向标记（譭譄譩譲）是对句中表示趋向的词进行的标注，如譜蹈海去謢譜东征謢等。二十四史记录的是
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官方历史材料叙述时冷静客观，较少描述时间动态的词语。重复标
记謨譭譒譥議譴謩，如譜唯唯謢。这些标签都与语料范围有关，二十四史为正式语体，缺乏口语材料，
在描述事件动作时对动作的状态，情态的程度上描述较少。口语化表达的譜去謢和语句重复也出
现较少。

4.3.3 语语语义义义结结结构构构关关关系系系标标标签签签

语义结构关系的标注对象是语义事件，描述的是不同述谓概念之间形成的各种结构关系，
差异较大的标签有后继标签（譥譓譵譣譣）、并列标签（譥譃譯譯）、目的标签（譥譐譵譲議）、等同标签
（譥譅譱譵）、目的标签（譥譐譵譲議），如图謱謲。

（謱）后继事件（譥譓譵譣譣）指接着先行事件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上或逻辑上或空间上发生在
后的后续性事件。古代汉语叙述事件表达简略紧凑，数词名词都能做谓语核心，一个句子中的
几个分句往往有多个谓语，后继关系标签频词多。如譜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謢，譜承旨謢譜奏
戏謢譜免庶人謢几个先后连续发生的事件共用一个主语，连接紧密，两个分句就包含三个动作，后
继事件描述更丰富。

（謲）并列（譥譃譯譯）表示的是前后两个事件或多个事件，其除了表示事件关系之外还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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譆譩譧譵譲譥 謱謲謺 现汉古汉语义结构关系标签占比

示平行的语义关系，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多数，相近语义的词常并列使用，如譜攻击謢为譜进
攻击打謢，譜改易謢为譜改变更换謢，譜田庄謢为田地庄园。分句结构中也常用相似结构对举并列，
如譜既而改元天历，郊庙，建后，立储謢，譜改謢譜郊謢譜建謢譜立謢四个动并叙排列，使用并列结构多
于现代汉语。

（謳）目的标签（譥譐譵譲議）是通过某些手段而要达到的目的性事件，统计发现，二十四史历
史事件中使令句和目的句丰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四史的官方政治历史题材和人物的等
级关系，如譜使人函封汉使者节赛上謢，譜使謢与譜函封譜两事件为目的关系，反映上级对下级的命
令。等同标签（譥譅譱譵）是对于同一个事物的复指或注释，和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叙事有关，
如譜丞相方进譜，譜丞相謢譜方进謢之间为等同关系。标签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十四史强烈的历史性
叙事特征。

4.3.4 缺缺缺失失失语语语义义义标标标签签签对对对比比比

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未出现的标签进行统计，去除语法标签合词标签（譭譈譣）和命名
实体标签（譭譈譣謭譎譒），结果表明，古代汉语特有的语义标签有謴种，按频次高低排序分别为
取独标签（譭譑譤）、反描写（譲譄譥譳譣）、嵌套结局（譤譃譯譮譳）、嵌套时距（譤譔譲譡譮譧）、反数量
（譲譑譵譡譮）。譭譑譤为古代汉语譜之謢做取消句子独立性作用时使用的标签，这是古代汉语的特殊
语法现象。降级事件譤譃譯譮譳、譤譔譲譡譮譧，出现古代汉语话语句中，二十四史多人物言论，同样的
语义角色出现在话语中便成为降级事件。反关系譲譄譥譳譣和譲譑譵譡譮出现在譜形容词謢謫譜者謢和譜数量
词謢謫譜者謢的结构中，如譜贤者謢譜近者謢譜降者謢譜一辈大者謢，古代汉语中用此结构代称一类人，而
现代汉语中指称此类用助词结构譜的謢把修饰成分介绍给核心词。

现代汉语特有的语义标签有謲謶种，按频次高低排序分别是先行关系（譥譐譲譥譣）、插入
语（譭譐譡譲譳）、反方式（譲譍譡譮譮）、变化量（譎譶譡譲）、嵌套宿主（譤譈譯譳譴）、嵌套终止状态
（譤譓謌譮）、嵌套工具（譤譔譯譯譬）、反结局（譲譃譯譮譳）、嵌套源事（譤譏譲譩譧）、嵌套趋向謨譤譄譩譲謩、反
终处所謨譲譌謌譮謩、嵌套起始状态謨譤譓譩譮譩謩、反意图謨譲證譮譴謩、反通过处所謨譲譌譴譨譲譵謩、嵌套成事謨譤譐譲譯譤謩、
嵌套名词修饰语謨譤譎譭譯譤謩、嵌套终处所（譤譌謌譮）、反比较（譲譃譯譭議）、嵌套频率（譤譆譲譥譱）、
反数量短语（譲譑議）、嵌套数量短语（譤譑議）、嵌套通过处所（譤譌譴譨譲譵）、反源事（譲譏譲譩譧）、
反趋向（譲譄譩譲）、反状态（譲譓譴譡譴）、反时间起点（譲譔譩譮譩）。除了插入语（譭譐譡譲譳）为现代汉语
特有现象外，其他标签多为降级事件标签和反关系标签，其本身在现代汉语中出现数量少，说
明这几类语义现象在语言环境中为不常见现象，而现代汉语语料规模更大，涵盖的更多的语言
现象和语义关系。另外，随着时间发展，现代社会新事物不断增多，语言上词汇和句法形式更
加复杂，语义现象种类也更加繁多。

4.4 结结结论论论及及及未未未来来来工工工作作作

本文在已有的标注规范及语料资源基础上，以《二十四史》作为古代汉语语义依存语料库
的语料，建立古代汉语语义依存图库，并对语料库统计分析，发现古代汉语的语义特色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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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统计显示，二十四史语义关系总体上高频词数量少，低频词数量多，整体符合齐普夫定
律，语义事件谓词连接紧密，叙述事件以人物为中心，常引用人物话语，地点、时间等周边角
色描述细致，目的句和使动句较多，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和书面语叙事特征。
该工作的不足之处是受限制于时间和人力成本，语料库规模较小，语料范围局限于历史题

材和正式语体，不能完全反映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对古代汉语语言规律刻画描述还不够细
致，标注受专业知识限制大，标注规范还不能囊括古代汉语所有的语言现象。在未来工作中，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语料质量，扩大图库的语料规模和覆盖范围，对语义现象和原因作更加细致
的分析。将来，依存图库还能应用于机器翻译，及古代汉语教学等更广阔的人文文化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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