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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第
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您开创的

“透视分离法”被誉为“近代音研究的一
项新方法”。您是如何走上语言研究之
路的？

杨亦鸣：我在下乡插队期间，有机会
读到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大学教材。这些
教材用结构主义理论去分析问题，区别
于我过去阅读的文学、哲学、历史领域的
书籍，而是关于音位、音素、音系学理论
的语言科学，对我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
科学的大门。正是因为这些经历，1978
年以后，我在以语言学见长的徐州师范
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如
鱼得水，当时我的两位语言学老师廖旭
东、古德夫教授都毕业于西北联大（北京
师范大学），师从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家
之一黎锦熙教授，我也因此接受了较为
严格的语言学专业学术训练。

1982 年本科毕业后，我先是留校
担任逻辑学助教，第二年，我考上本校
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对素有绝学之称的

“音韵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83
年开始，我试着琢磨出一种韵学研究的

“透视分离法”，对清代韵书《李氏音鉴》
进行研究，摸清杂糅性质的音系构成情
况后，再把掺杂进来的所谓兼列的“语
言杂质”分解出来，离析出去，从而得到
比较纯正的18世纪末期的北京音系。

“透视分离法”为整个明清时代的韵书
甚至为中古、上古音系研究等提供了新
的思考路径和方法，在语言学界产生了
一定影响。

记者：您为何会将目光聚焦到语言
的神经机制这一国际学术前沿，组建我
国第一个神经语言学课题组？

杨亦鸣：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兴趣使
然。30多岁时，我评上教授，是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国最年轻的语言学教授。当时
的我有些迷茫，我可以用“透视分离法”做
更多其他方面的研究，取得许多成果，但
这对我来说，只是不断重复自我，新的原
创性在哪里？我需要再去创新，而不是
跟着别人或者是自己跟着自己走。思考
过后，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最有挑战性的
神经语言学作为新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我认为，学者得有责任担
当。当时全世界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也算
是刚刚起步，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
科。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头，我们
最起码要跟国外并跑，甚至超过他们来
领跑。神经语言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
究，不仅可以为江苏师范大学的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还可以促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迎头

赶上国际语言学的最前沿，从而填补国
内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研究神经语言学对我而言，完全是
一个陌生的领域。1994-1996年两年时
间，我完全沉浸在从未接触过的神经解
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影像学、心理学、
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在研究团队创立之
初，经费十分紧张，没有做实验需要的磁
共振成像设备。我们跑遍徐州大小医
院，终于在一家军队医院找到了合适的
设备。同时，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
作：自学物理知识，动手做反应按键盒
等。团队就是靠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积
累，从而收获了大量宝贵的基础数据，使
后续研究得以进行。直到1997年、1998
年，团队连续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汉
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
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中文大脑词库
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等
文章，得到国内外的关注，产生了较大影
响。2014年，团队还承担了由中国政府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以“语
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
的首届世界语言大会的主要筹备和策划
工作，语言能力建设逐渐成为当今世界
各国政府关注的话题。

记者：您为何会关注聋童手语学习
的重要性？

杨亦鸣：学者要有情怀和良知，中国
现有数千万语言残障人群，包括失语症

患者、阅读障碍患者、自闭症患者等，他
们面临语言能力的提升和康复等问题。
作为语言学家，应该将其纳入到自己科
学研究的范围。

聋人由于听力损伤，在习得口语时
出现困难，许多家庭会希望聋童植入人
工耳蜗，以便可以送入普通学校读书。
这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人工耳蜗
的效果个体差异非常大，很多聋童的口
语康复都是失败的，这方面研究不够。
其实手语可以作为聋人的母语，它是一
种自然语言，也有语音和语义，语音就是
手势，语义是其内容。多练习母语，有助
于他们的脑结构和智力的发展。

聋童早期语言干预究竟应该使用何
种语言，这一问题在聋教育界一直饱受
争议。我建议，在目前还没有科学定论
和完善技术的情况下，持多元开放的态
度，既可以口语优先，包括通过植入人工
耳蜗在普通学校学习，也可以手语优先、
双语优先，在掌握手语的同时学习汉语
甚至英语，这对他们的脑部发育具有重
要意义，对于将来从事各种职业的学习
和生活也大有裨益。

记者：有学生说，您对自己“狠”是出
了名的。您曾为了学术研究，“闭关”研
究了三天三夜。做学术是不是就要对自
己“狠一些”？

杨亦鸣：其实我们经常多日连续作
战攻关，特别是在研究或写作的关键期，

为了不中断思路，避免重新启动耗能，不
止一次两三天基本不吃不睡。不是有意
如此，而是时间在思考和写作中一晃几
个日出日落就过去了。

为什么会这么“狠”？首先，做学问
要有坚定的目标意识。做学问就和打仗
一样，规定什么时间攻占山头，就必须在
规定的时间内拿下。如果失败，带来的
后果可能是全线崩溃。就像打辽沈战役
必须攻下锦州，否则将影响整个战局。

其次，要有牺牲精神。在学术研究
的关键时刻，要有不吃不睡，坚持到底的

“牺牲”精神。我们实验室有一条硬性规
定：要在凌晨一点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
具备继续工作的能力。

此外，做研究一方面需要全力以赴，
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度的放松自己。当面
临一个难以攻克的难关时，可以暂时放
下，做其他事。有时候灵感来自于放松
时的潜意识以及长期研究的大脑印记。
科学研究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同时也要
懂得张弛有度。

记者：您近期主要在从事哪些方面
的研究？

杨亦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
蓬勃兴起，成为科技创新的超级风口。
但目前以算法、大数据、算力为基础的人
工智能的原创工作大多都是国外学者取
得的，我们如何取得自己的变革性、颠覆
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

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我认为，在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人们已经充分认识
到人类智力、意识、思维的重要性，但很
少意识到这些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目
前我们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力图
贯通分子、细胞、神经纤维、脑区系统结
构到行为认知的语言机制解释，为人工
智能理论颠覆性变革做一些基础工作。
我希望中国能领跑下一代人工智能。

记者：您认为，如何乘着“一带一路”
的东风，让中国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
迈进？

杨亦鸣：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作为
中国贡献的智慧和方案，“一带一路”“人
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
更加凸显语言沟通这个最基础工作的重
要性。中国要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
进，语言能力的提升十分关键。国家的
需要，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2017年，江苏师范大学成立语言能
力高等研究院，我们团队历时七个月完
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
册》的编辑出版。该手册共60万字左
右，详细描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
家的语言状况，还介绍了我国对沿线各
国语言的人才培养情况和沿线各国对汉
语人才培养及汉语专业的开设情况，并
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
才培养国家应急体系，开展“一带一路”
语言通等语言服务实用平台建设，为“一
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

记者：您对青年学者治学有何建议？
杨亦鸣：我有三句话送给青年学

者。第一句话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思考，
用大众的语言去表达。用自己的语言去
思考，强调的是原创性，不要人云亦云；
对大众表达的时候，不要自说自话，要用
大众理解的语言去表达，让他们乐于倾
听、理解及接受。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
证自己思维的领先，同时又能得到大众
的认同。

第二句话是，坚持质疑和批判。没有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原创思
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和惯性依赖。
同时，要宽容原创者，要允许他们失败。

第三句话是，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优秀包括谦虚的品质、团队合作精神、忘
我奋斗等等。优秀需要坚持，不能是一次
优秀、两次优秀，而是要永远优秀。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
刊》。

杨亦鸣：借用《礼记·大学》里的一句
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本报记者 杨 丽 实习生 王维琼

杨亦鸣：“一带一路”需要语言服务

与代驾、代扫
墓大相径庭的是，
代吃代喝不是将自
己不方便、无法做
的事情交由他人代
办，而是将吃、喝等
必须“亲力亲为”的
事 情 交 给 他 人 完
成，自己只是“看吃
看喝”而已。如此
玩 法 ，这 是 哪 出 ？
其实，对这样的“另
类 ”，看 看 也 就 是
了，不必当真更不
必“上火”。

“另类代”之所以爆红，与年轻人在互联网空
间的娱乐心态不无关系。很少有人“代吃”真的
是为了知道新品到底是什么味道，而更多的是为
了好玩，图个一乐。与此前曾经流行的“代服务”
相比，“代吃代喝”最突出的特点是更加注重社交
互动过程。可以说，付费买“服务”通过将吃喝这
种自主化的行为变成与他者相联系的一种行为，
实现了愉悦自我、网络社交、戏谑商业等目的。
说白了，它就是网络时代网友表达情绪的一种

“新玩法”，如果当真，你就输了。
从“花钱买教训”到“夸夸群”求夸赞到“代吃

代喝”，层出不穷的“网络服务”成为青年人释放
压力、表达自我的一种新形式。单就近期“代吃
代喝”服务来说，无需做太多深层分析，它的兴起
也并不能表明某种消费新趋势，只不过是网络文
化衍生出的又一款“副产品”，是以付费、互动为
手段，寻求快感的一场狂欢新形式。所以，对待
这些“另类代服务”，无需借助某个标签来批评反
思，也无需夸大其价值和意义。不妨当个网络看
客，以平常心看待之，乐见网友以请人代喝为乐，
不也是一种乐么？

如果当真你就输了

网络时代，无奇不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网络平台推出代

喝奶茶、代吃火锅、代撸猫、代吵架等另类的代服务。这些“另类代服

务”在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同时，也引发很多人的不解：喝饮料也找人

代，这是什么名堂？代喝饮料式服务该怎么看？

“花钱让人替你吃
火锅、喝奶茶”，尽管看
上去有些荒诞，但从网
络互联时代的社交、消
费角度来看，这种现象
的出现，其实又是不足
为奇的。

很显然，“代吃代
喝”等“另类代服务”与
市场上常见的各种真
正 的 代 理 服 务 ，如 代
购、代售、代驾等，完全
是两码事。这些“另类
代服务”可以看作是懒
人经济和闲置经济的
结合。对买方来说，懒
得花时间和精力，但是又想尝鲜，于是花钱买体验；对卖
方来说，在付出时间成本和长胖等风险之后，从而获取
经济利益。只要买卖双方自愿，这种个性化消费模式其
实无可厚非。

互联网时代，“社交消费”新鲜、有趣、互动性强，很
容易吸引年轻人。从“夸夸群”“喷喷群”到“代吃代喝”

“代吵架”，这样的个性化服务层出不穷。商家又借助新
媒体、新平台进行营销传播，进一步扩大新消费模式的
知晓度。但这些“另类代服务”，仍然要看成本、风险和
收益，倘若只是一种消费新现象，没有固定的消费需求，
达不到一定的市场规模，无法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自
然就经不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这让我们想起前几年
风靡南京乃至全国的“土得掉渣”土家烧饼店，还有一些
名人开的“网红餐厅”，刚开业的时候红极一时，遍地开
花，新鲜劲过去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让人产生“眼见他
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感慨。“另类
代”也是如此，一旦消费的新鲜劲过去，消费者从跟风回
归理性，恐怕很快就会为人们所忘记。以此来看，有人
认为这些“另类代服务”预示着某种消费趋势甚至前景
巨大，恐怕是有些夸大了。

让人想起“土得掉渣”
这是一个个性释

放的时代。互联网加
持下，只要你脑洞足够
大，似乎总能找到新的
消费需求，创造新的商
业模式。代喝奶茶、代
玩游戏、代“撸猫”、代
鼓励⋯⋯各种“代服
务”就是这样的产物。
它折射消费的定制化、
多元化，也凸显社会需
求的突破性、可创造
性。但有个问题不得
不予以重视，那就是它
的边界在哪里？

法律法规自然是
另类“代”的首要边界。“代服务”的核心是把自己一部分体
验有偿交于他人来完成，这里面可能有权利的让渡，也可
能有潜在的风险。比如，代吵架服务，恶意辱骂他人，本
身就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
活，还可能构成辱骂罪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类似滴滴
代注册这类的“代服务”，更是游走在法律和秩序的边缘，
以致网购平台不得不启动风险禁发管控。

另类“代”还应有另一层边界，那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代式服务不能挑战社会公序良俗底线。
任何新的消费需求所着眼的都是人性中的某一个面向，“代
服务”所流露出来的有人的懒惰与贪婪，也有人的庸俗与猎
奇。这既可以创造商机，也可能违背社会道德，助长一些扭
曲的价值观，比如“代约会”。创新无止境，但必须以道德规
范为前提，否则只会是哗众取宠、昙花一现。

守好“代”式消费的边界，需要商家的自我约束，遵
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序良俗，莫为求新丢了良心。当
然，相关网络平台也当加强监管，多从安全、健康、道德
等角度考虑，严格监控入驻商家的销售行为，及时禁止
违反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的行业。作为消费者，也应
保持一定警惕，莫因好玩上了当、吃了亏。

莫为“尝鲜”踩了“红线”

代喝饮料式“另类代”，怎么看？

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出品

学者简介

杨亦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我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现为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语言科

学与艺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江苏省

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社科基金评审组成

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

苏省中青年首席科学家，江苏社科名家等。主要

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工程语言

学等，发表论文和著作 200 余篇（部），曾获教育部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奖等。

青和力

所谓“青和力”，通俗地
说，就是指一座城市对年
轻人的吸引力，内容包括
城市鲜活指数、城市文化
指数、个人成长指数和城
市发展指数，其中“城市鲜
活指数”旨在评估一座城
市新生活方式的发展程
度。近日，一家第三方调
查机构发布的《2019 中国
主要城市“青和力”洞察报
告》显示：上海“青和力”全
国第一，南京、苏州分列第
八位和第九位。

新老年群体

指身处61岁至76岁这
一年龄段、有固定收入来
源的群体。他们身体健
康，拥有财富、时间、开放
的心态，在生活上讲求高
品质。随着人口寿命的延
长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新
老年”群体正突破传统认
知，悄然改变着老龄化的
含义。不少商家看到了

“新老年”群体强大的消费
能力，开发出各种为老年
人量身定制的产品。

买短乘长

“买短乘长”是指旅客
购买了短途车票，到站后不
下车而是继续乘坐。五一
假期里，“乘客有票却上不
去车”引起热议，而主要原
因是假日期间众多旅客“买
短乘长”导致列车超载。近
日，一安徽籍男子发朋友圈
炫耀“买短乘长”，被江西九
江铁路警方查获，被行政拘
留10日。

锐 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