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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料库语言学是借助大规模语料库对语言现象进行发现、挖掘的研究学科，目前已经存在很多在线语料库辅助
语言学家的研究。该文提供了一个按时间分片进行管理的语料库，并基于它提出了一个由社区维护的在线词典编纂系统，
该系统将语料库查询结果动态结合在了被编辑的词条中。该文还介绍了一个多义词词义发现和层次化聚类算法，用以自动
生成一个默认的词条框架。该文将概述词典编纂系统的总体情况，重点介绍了系统的设计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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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n Online Lexicographic System Based on Diachronic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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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rpus linguistics is a research discipline that discovers linguistic phenomena by means of large -scale corpu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online corpora-assisted linguists. This paper provided a corpus managed by time slice, and based on it,
proposed a community-maintained online lexicography system that dynamically combines corpus query results into edited
terms.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a polysemous word meaning discovery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lgorith m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default term frame.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overall lexicographic system and highlight the
design and us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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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的规模、应用技术、覆盖面和获取方式得到

0

引言

[1]

迅速发展 。
现当代的语言学研究者们利用计算机辅助工

语料库是针对特定领域文本，对其进行科学取
样和规范化加工后得到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在近
半个世纪，随着计算机存储容量、计算能力的发展，

具对词语进行了词义的分析，借助语料库中的大量
真实例句，对词所处的句子类型、上下文搭配（词
性搭配、具体词语搭配，包括前搭配和后搭配的分
情况讨论等）、担当的句子成分进行分析，进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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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其表达功能、使用习惯等更感性的结论

[2][3]

。

在教学方面，语料库语言以其优于教科书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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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API 调用的方式为其他研究和应用工作提
[1]

以语言能力为基础、语料高真实性、高覆盖面的特

供便利 。
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收录了来自各种来源的

性，也承担着提供真实语言素材、为教材编纂提供

书面和口头语言样本，旨在代表 20 世纪后期英国

支持、补充教科书的任务 。在词典编纂任务上，

英语的广泛的横截面。最新版本是 2007 年发布的

语料库也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一般会要求语料库提

BNC XML 版本。BNC 的书面部分占 90%，包括地区

[4]

供词频统计、索引生成、语法分析、语体分析、搭
[5]

配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功能 。
历时语料库是在普通的语料库的基础上，加入
时间轴，在时间维度上对语料进行划分并分析的语
料库。借助历时语料库，语言学家们可以快速沿着
一个时间段的切面，从真实的语料出发观察语言现
象并加以横向对比，从而挖掘出词语语义、语言风

和国家报纸，覆盖全年龄和兴趣的专业期刊，学术
书籍和流行小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信件和备忘录，
学校和大学散文摘录等等。口语部分（10％）由非
正式交谈（由不同年龄，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志愿者
以人口均衡的方式记录）和不同背景下收集的口语
进行转写，题材从正式的商业或政府会议到广播节
目和电话通话均有覆盖。
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本身并没有提供检索和

格、词语用法甚至语法等随时间的变化并举出例证。
在传统的词典编纂任务中，语言学家需要从大

查看功能，但是有大量基于此语料库的检索引擎，

量的真实语料中发现、挖掘语言现象；然后从中统

例如 BYU-BNC、BNCWeb 和 IntelliText。这些检索

计、挑选出支持这一发现的数据和例子。为了优化

引擎提供了面向普通需求的简单检索语法，例如通

这个工作流，我们设计了一个交互式语料库查询机
制，通过简单的命令从语料库中直接获取数据和智

配符、不完全的正则、词性限制、词语前缀、词序
列、句型检索等；也有实现数据库相关的复杂检索

能应用的计算结果。融合这个机制，我们实现了一

语法，例如 BNCWeb 采用的 CWB corpus 数据模型，

个基于历时语料库的在线词典编纂系统。我们创造

采用的检索语言是 CQP 语言 。

[6]

现有系统在语料库系统设计方面树立了良好

性地允许词条作者将查询语句嵌入到词条中，并将
查询结果动态实时显示在词条页面，进行简单的筛

的标杆。但是在使用方面，现有的语料库系统从发

选和样式修改即可直接展示给使用者。

起查询到得到查询结果，完成了一次独立的工作流；
与词典编纂的工作流存在较大的独立性。在了解了

1

相关工作

词典编纂的基本研究方法后，我们将一些统计指标
融入在自己设计的简化编程语言中，并加入了一些
基于基本统计指标的进一步分析结论，以简化和辅

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颇为成熟的语料库和

助语言学家的工作。

基于它们的检索系统。我们在构建历时语料库时比

同时，我们的语料库系统设计中保留了对基本

较了相关的技术实现，在设计检索系统时也参考了

检索式的支持，以满足基本用户需求；在应用接口

其基本功能设计。

层面，我们在系统中留有提供计算服务的模块，可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是以汉语为

以随时接入新的算法应用。

主、兼有其他语种的语言大数据的在线检索系统
和语言应用基础平台。其语料库总字数约 150 亿
字，包括：报刊（20 亿）、文学（30 亿）、微博

2

历时语料库的构建实践

（30 亿）、科技（30 亿）、综合（10 亿）和古
汉语（20 亿）等多领域语料，是可以全面反映当
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BCC 可以通过云

2.1 语料加工
我们使用了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提供的
1986-1995 十年的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作为原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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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数据源。这是基于严格验收过的 1998 年人民
表 3 XXXInvertedIndex 表结构

日报的词语切分和词性标注结果，以相似的处理流
字段名

[7]

程在更大规模生语料上自动标注的结果 。
词性标注采用了《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

含义

id

自增主键

token

词项

start_offset

位于句子中的起始偏移

end_offset

位于句子中的结束偏移

i、习用语 l、简称 j、前接成分 h、后接成分 k、

pos

位于句子中的位置

语素 g、非语素字 x、标点符号 w。除此之外，还

fk_sentence_id

所在句子的 id 外键

规定的 26 个词类代码：名词 n、时间词 t、处所词
s、方位词 f、数词 m、量词 q、区别词 b、代词 r、

**

动词 v、形容词 a、状态词 z、副词 d、介词 p、连
词 c、助词 u、语气词 y、叹词 e、拟声词 o、成语

有名词 n 的扩展类型：专有名词的分类标记 ,即人

*：XXX 表示不同类型的倒排索引。为了支持不同类型的标

名 nr，地名 ns，团体机关单位名称 nt 和其他专有

记进行混合检索，我们建立了平行的倒排索引表以支持不

[8]

名词 nz 。

同类型的标记，目前支持的标记类型有词语、词性和词义。

2.2 存储方式

**：偏移是以字为单位的，位置是以词为单位的。

针对语料库系统的“修改少、查询多、大多数
查询可控”的特点，我们采用了 MyISAM 引擎的关

在进行检索时，按需将不同类型的

系型数据库对原始语料以文档、句子和词为单位进

XXXInvertedIndex 表按照 offset 或 pos 字段的顺

行存储。其中文档为存储语料来源、日期等元信息

序进行连接，即可实现诸如“d+开展+运动_s1”
（其

的基本单位；句子保存了语料的完整内容和词性标

中“_s1”表示前缀词语的第一个词义）的混合检

注结果；词是用于倒排索引的单位，保存了其位于

索式。

句子中的位置和偏移量。数据库表的定义如表 1、

2.3 多义词标签提取

表 2、表 3：

我们采用了一个基于非参数 skip gram 模型
[10]

(NP-MSSG)的多义嵌入算法
表 1 Document 表结构
字段名

含义

id

自增主键

date

文档的日期

source

来源

从原始语料中无监督

地提取多义词的词义嵌入。这为我们建立词义倒排
索引表和在词典编纂系统中自动产生词义提供了
基础。
NP-MSSG 模型是在基础的 skip gram 模型的基
础上，将一个词语原本各有一个的上下文向量
(global vector)和词向量(sense vector)拆分成

表 2 Sentence 表结构
字段名

含义

了 1 个全局向量（用于构成上下文向量）、k 个上
下文聚类中心（对应上下文向量）和 k 个词义向量
（对应 k 个词义）。训练过程如算法 1 描述。

id

自增主键

content

内容

算法 1 训练 NP-MSSG 模型

part_of_speech

分词与词性标注

1:

输入：𝑤1 , 𝑤2 , … , 𝑤𝑇 , 𝑑, 𝜆, 𝑁, 𝑡ℎ𝑟𝑒𝑠ℎ。

2:
pos

位于文档中的位置

随机初始化𝑣𝑠 (𝑤, 0)和𝑣𝑔 (𝑤)，零初始化𝜇(𝑤, 0)。

3:

for 𝑡 = 1, 2, … , 𝑇 do

所在文档的 id 外键

4:
5:

fk_document_id

*

*：所有 fk 开头的字段代表外键的语义，需要与真实对象
的 id 对应，并按需添加索引。

R t ～{1, … , 𝑁}
𝑐𝑡 = {𝑤𝑡−𝑅𝑡 , … , 𝑤𝑡−1 , 𝑤𝑡+1 , … , 𝑤𝑡+𝑅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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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𝑣𝑐𝑜𝑛𝑡𝑒𝑥𝑡 (𝑐𝑡 ) =

1
2∗𝑅𝑡

第 2*卷

∑𝑐∈𝑐𝑡 𝑣𝑔 (𝑐)

7:
𝑠𝑡 =
{

𝜇(𝑤𝑡 , 𝑘),
)} < 𝜆
𝑣𝑐𝑜𝑛𝑡𝑒𝑥𝑡 (𝑐𝑡 )
otherwise or 𝑘 == 𝑡ℎ𝑟𝑒𝑠ℎ

𝑘(𝑤𝑡 ) + 1, if 𝑚𝑎𝑥𝑘=1,…,𝑘(𝑤𝑡) {𝑠𝑖𝑚 (
𝑘max ,

8:

上下文向量𝑐𝑡 被加入词语𝑤𝑡 的第𝑠𝑡 个聚类中心，更
新聚类中心𝜇(𝑤𝑡 , 𝑠𝑡 )

9:

𝑐𝑡′ = 𝑁𝑜𝑖𝑠𝑦𝑆𝑎𝑚𝑝𝑙𝑒𝑠(𝑐𝑡)

10: 梯度下降更新𝑣𝑠 (𝑤𝑡 , 𝑠𝑡 )，以及𝑐𝑡 和𝑐𝑡′ 中词语的全局

1

1

2

1

漏洞、弊病、疑点
、破绽、微词
诟病、蛛丝马迹、隐忧
、争议、顾虑

在“十分”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同样作为描述
程度的两个副词词义在经过合并后成为了一个。而
在“水分”的例子中，其作为“物体内所含的水”
的含义和“比喻不实的成分”的含义的区别被保留
了下来。
2.4 数据统计

向量。

10 年的人民日报总共出现词语 124168407

11: end for

个·次，其中出现频率大于 20 的词语有 75212 个。

12: 输出：𝑣𝑠 (𝑤, 𝑠), 𝑣𝑔 (𝑤)和聚类中心𝜇(𝑤, 𝑘)。

这 75212 个词语总计包含词义 155471 个，平均每
在获得词义向量和聚类中心的同时，我们也得
到了每个词在语料中每次出现时被赋予的词义 id。
但是根据 H Shi 等人的讨论，这种方式提取出
的多义词词义会出现伪多义的情况

[11]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个词含有 2.067 个词义；其中，有 45102 个词语含
有 3 个或 3 个以上词义，2429 个词语含有 5 个或 5
个以上词义。拥有最多词义的词为“把”、“用”
和“还”，达到了算法设置的 K 的最大阈值 10。

即存在本应是同一个词义，但是在训练时聚类中心
和词义中心都分裂成多个的现象。在工程上，我们

3

历时语料库检索功能

采用后处理的方式减少这一现象出现的频率。
我们利用标注好词义的语料作为输入数据（北
京/ns  北京_s0/ns），计算所有词语（词义）
的 PMI 向量，向量长度为词义词典大小。在这个
PMI 向量后拼接了一个词性模板向量。词性模板是
一个词性三元组，定义为“前一个词词性-中心词
词性-后一个词词性”。其指示向量为词性模板向
量，反映了其用法特征。利用这个向量计算每两个
[12]

词义间的余弦相似度，并进行层次化聚类

。以同

一个词的两个词义的树上距离作为词义合并的度
量，小于一定阈值则视为同一个词义，将其合并。
表 4 列举了一些通过层次化聚类树上距离发
现的伪歧义现象。
表 4 伪歧义现象举例
词语

词义 id
合并前

合并后

0

0

1

0

0

0

十分

水分

近义词
比较、相当、 较为、非
常、很、更、可谓
更为、极为、颇为、最为、

3.1 检索系统体系结构
我们的系统包含四个模块，如图 1 所示。
各模块的定义和职责如下：


协调模块，用于协调各模块的运作。同时

也提供预处理功能，支持通过脚本，从本地导入满
足数据规范的数据，在存储引擎中建立持久存储与
索引，完成其他计算模块所要求的预处理（比如句
子向量），输出数据的存储位置和操作日志。


前端交互模块，通过 web 服务，为普通用

户提供数据库的全功能、友好的检索接口/页面。
输入为检索要求，输出为检索的结果、数据统计及
相关图表和下载链接。


存储和检索模块，为预处理和前端提供存

储和检索支持，并加入基本的数据统计功能。输入
为前端定义的检索要求，输出为具体存储引擎支持
的指令和对响应结果的后处理。


计算模块，用于进行计算密集型任务的处

尤为、格外、煞是

理，比如同义句检索。输入和输出与各模块具体功

水蒸气、废气、碳酸气

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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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再去通过存储模块得到句子详情。这是本系
统的典型执行过程和数据流。
3.3 PMI 检索与展示方案
历时语料库的一大特点为可以根据语料库上
词语的某个统计量的历时变化反映该词语在词义、
词语运用、感情色彩等方面随时间的变化。我们接
下来以词语的常用搭配为例，展示本系统的历时查
询功能。
点互信息（PMI）是一个可以反映词语和词语
[14]

之间是否存在共现倾向的指标 。PMI 的计算式为
𝑝(𝑤1 , 𝑤2 )
𝑝𝑚𝑖(𝑤1 , 𝑤2 ) = log
#(1)
𝑝(𝑤1 ) ∗ 𝑝(𝑤2)
图 1 检索系统体系结构

我们按年份计算出给定词语的前 k 个 pmi 最高

扁圆代表操作人群，圆角矩形代表软件模块，箭头代表请

的词，可以得到这个词语在每个年份中的惯用搭配，

求或数据流向，数字代表一次完整请求的请求/数据流。

进而发现它在用法与词义上的变化。

3.2 基本检索功能

展示方面，我们给出了词云和力学布局两种可

语料库实现的检索功能有：单检索、共现检索、
PMI 变迁检索和词性 PMI 变迁检索。

视化方案。在词云方案中，文字的大小表示 pmi 的
绝对大小，颜色深度表示当年与前一年 pmi 的差异。

以单检索为例，用户输入检索词并点击搜索按

也就是说，文字颜色越深，越是表示这个词在这一

钮后，系统将会按年份返回词频的柱状图；通过点

年突然出现的搭配，以引起用户注意，如图 3。

击柱状图，用户可以查看该年份包含该词语的例句

力学布局是将统计量转化为物理参数后计算

（如图 2）。在例句详情中，用户可以查看句子内

出的稳定的力学布局。在这个力学布局中，我们引

容、词性标注结果和近义句等相关信息。

入了环状力、斥力、碰撞力和引力。环状力用来模
拟共现词与中心词的 pmi 大小（其引力点位于物体
-圆心连线与指定半径圆环的交点处）；斥力和碰
撞力用于使浮动的词语尽可能相互分开且不出现
重叠；引力用来刻画共现词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整
个力学系统在加入阻尼后将会收敛在一个稳定的
状态，我们将最终的稳定结果展示给用户。相似度
较高的词语之间将会以半透明的实线连接，以表示
词语的聚类关系，如图 4。

图 2 单检索示例

近义句是由构成该句子全部词语的词义向量
计算平均值得到句子向量，然后利用 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s 算法实现快速计算的

[13]

。这部

分运算由本系统的计算模块负责执行，计算模块已
拥有预计算的局部敏感哈希模型，载入模型并运算
得到近义句 id 后通过 thrift 协议将结果返还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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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语料库设计

4.1 概念
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常见的研究方法，是通过
构造各种查询语句，得到研究对象词语的用例，总
结归纳得出结论，并且可以以例句加以佐证。这种
查询模式在现有的语料库中也有做到，比如 BNCWeb
的查询语法，是通过类似通配符和大括号匹配的方
式进行复杂查询的（比如{eat} ++* up，表示 up
在 eat 后 3~4 个词位）；IntelliText 则是提供了
一个表单来辅助构建这个复杂的字符。而且一次会
图 3 词云效果展示

话只能处理一种查询，想要对结果进行比较或是并
排查看，是需要自己做额外的工作的。
我们的目的是为语言研究者提供好的工具平
台，从语言学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优化词典编纂的
工作流，以词条为核心，尽量多地展示其信息，以
及方便地扩展出更多查询。
为此，我们提出了交互式语料库的概念，用户
可以在一个类似于笔记本的环境中（后面会以“笔
记本”来代指一个完整的会话），同时完成思路的
记录、内容的撰写、数据的查询和查询结果的嵌入。
4.2 体系结构
笔记本式的交互系统参照 Jupyter 项目（一
个将编程从基于命令行的交互扩展至网络应用的
项目，其应用可以捕捉整个计算流程：开发、文本
工作、执行代码、分享结果）的体系，保留了其简
化结构：
Web 应用程序、笔记本文件和运行核心

图 4 力学布局展示

[15]

如图 6。

在切换年份选择器后，柱状图和上述两个可视
化结果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用户可以任意选择年

后端服务器

份，以通过动画效果直观地看到词语统计量的变化，
用户

如图 5。

Web 应用程序

运行内核

笔记本文件

笔记本管理

图 6 交互式语料库体系结构

图 5 年份选择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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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的管理位于服务器上，为每一个用户开

新维护、数据查询与导入，我们把这个环境称为“词

辟了一个存储区，支持笔记本的添加、删除、获取、

条”。

修改、复制、重命名、保存记录点等操作。

5.2 词条整体操作定义

笔记本中命令的执行是依赖于内核进行的。内

7

5.2.1 创建词条

核位于服务器上，与笔记本本身的内容相互独立，

目前一个词条包含标题、词条词语、内容

但是又通过“连接”的概念，将前端看到的一个笔

（cells）、公开标记位和创建时间、修改时间；

记本与一个内核关联起来，用于保存变量等工作区

5.2.2 浏览词条

内的信息，以及执行从前端发送过来的命令。
最后是 Web 应用程序（也就是前端页面）。笔
记本是只负责保存用于显示的内容的文件，在 Web

对于属于自己的词条和公开标记位设置为
True 的词条，可以点开后进行编辑；
对于不属于自己的词条，修改后无法进行保存，

应用程序负责渲染与展示；同时，Web 应用程序可

需要另存为/复制成自己的词条副本；

以将一个笔记本与一个内核连接起来，使命令具有

5.2.3 编辑词条

可以执行的环境。当前端发送了命令至内核，并获

对于属于自己的词条，可以进行编辑，具体操

取了内核的输出结果后，由前端负责修改笔记本中

作在下一节定义；

相应的单元格内容，并负责向笔记本的管理端发起

5.2.4 共享/公开词条

保存请求。在服务器后端，笔记本与内核是不会通

将公开标记位设置成 True/False，以设置词

信的。

条的可视范围，公开的词条可以视为发布给社区和

4.3 命令语法

全部游客；

Kernel 所支持的语法是基于函数的简化语言。
如帮助中所说，即使是变量赋值和回显等语法，在
Kernel 中也是基于函数执行的。
目前支持的命令有词频统计、词义频统计、近
义词、多义词近义词义、词语例句、词义例句等。
用户在输入命令并执行后，前端将会根据执行结果
的类型渲染出合适的效果，如图 7。

5.2.5 继承/复制词条
从其他作者的词条中拷贝出一个副本，将其所
有者变成自己，并进行更改，这个继承/复制操作
会被系统记录，用于原作者追踪自己的后续分支；
5.2.6 反继承/合并词条
原作者将自己的词条与他人后续的修改版本
进行合并。
5.3 词条编辑操作定义
5.3.1 内容编辑
可以编辑词条中的标题内容、文字性内容和查

图 7 交互式语料库命令示例

询语句。查询语句是基于交互式语料库技术实现的
特殊的单元格，查询类型的单元格将会根据输入指

5

在线词典编纂系统构建

令的返回值类型调整其展示方式和不同的样式修
改选项，例如对于图表类返回值，用户可以继续修
改图标的颜色、类型、图例等显示风格方面的信息，

5.1 概念
为了实现优化的词典编纂工作流，在交互式语
料库之上，我们构建了一个在线词典编纂系统。语
言学家可以借助这个系统，快速搭建属于自己的词
条，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中完成词条内容的撰写、更

如图 8。单元格之间可以重新调整顺序、插入和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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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单元格的比较，我们采用了复杂度为
[16]

O(n + m)的 QGRAM 算法

，其值计算方式为，给定

n，分别为两个字符串计算 n-gram 频率作为特征向
量，两个向量的L1范数为在给定n下的两字符串
QGRAM 值。
于是，我们设置的代价函数为
distance
cost = FACTOR ∗
#(2)
len(s1) + len(s2) − 4
其中 distance 为 n=3 时的 qgram 距离，FACTOR
取 3，分母是为了把 distance 归一化到 0-1 之间
图 8 查询语句单元格

5.3.2 词条初始化

（需要减 4 是因为 n=3 时，3-gram 的数量是字符
数量-4）。
在这个算法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由 match,

刚创建的词条需要初始化后才能进行编辑。
初始化可以选择生成一个默认的词条框架，我

add, delete 和 substitute 构成的操作序列，使

们的系统将会为这个词条自动填入各级标题、读音，

当前词条转化成被比较词条。冲突的单元格用不同

并按照利用多义词嵌入模型挖掘出的词义，自动产

颜色的底纹表示其操作：add 为蓝色、delete 为红

生 k 个子标题，并在其后列出相应的词义频、近义

色、substitute 为绿色（其中原始版本为蓝色，

词和词义例句。

修改版本为黄色），如图 9。用户在合并模式的词

5.3.3 快速更新查询结果

条下需要手动解决全部合并冲突以重新进入正常

我们的查询类型单元格可以支持从后端服务器
取得任意类型的数据，这个数据也很可能是由后端

模式继续进行词条编辑。用户可以选择为连续的相
同冲突采取同种操作。

服务器即时演算产生的。因此，我们的词条也支持
检查查询类型单元格的结果是否是最新版本的功
能，当词条收到了后端服务器的更新通知，将会提
醒用户并询问是否重新执行相关查询。这一操作只
会影响数据内容，而不会影响已修改的样式数据与
其他单元格内容。
5.4 词条继承与合并
用户每次复制/另存为词条都会为原词条产生
一条衍生记录，原作者可以根据这个记录追踪自己
词条的后续发展，也可以选择合并后续修改的版本。
图 9 合并模式展示

词条的合并算法是以单元格为单位，为两个词
条进行最小编辑距离的计算，并记录下编辑操作。
其中，增加单元格的代价为 1，删除单元格的代价

6

结语

为 1，替换单元格的代价是一个代价函数，使差异
比较大的两个单元格的替换代价大于 2，以使算法

我们利用可获取到的带有时间标记的大规模语

可以得到增加+删除的结果；但同时这个函数的最

料构建了一个历时语料库，为之开发了一个简单的

小值是 0，以保证在发生单元格的完全匹配时，可

能够体现语料库历时特征带来的收益的检索系统，

以直接通过这个函数得到 0 代价。

并保持了后续接入更多应用与算法的能力。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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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了交互式语料库的概念，并基于它开发了一
个在线词典编纂系统，希望为广大的语言学研究者
提供更高效、统一的工作平台。
这项工作的后续研究将会着眼于更智能的默认
词条框架的生成，使多义词的词义提取更精确，以
及捕捉到更多语言现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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