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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当代隐喻理论认为袁隐喻不再是附属于语言的一种比喻方式袁而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

和重塑人类经验的过程遥 本研究借鉴新的隐喻理论袁通过大量的医学英语文献语料的收集和分析袁
对医学语篇中的野疾病是什么冶隐喻表达式及相关的概念隐喻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探讨袁利用使用
中的语言实例分析对比隐喻袁提供认知解释袁从而为隐喻在医学科技语篇中的大量存在找到了其现
实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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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语篇是语篇 体裁的一种变体袁 属于书面

鉴于此袁本研究拟借鉴当代隐喻理论袁把语料来

文体遥 它以严密性尧技术性尧抽象性尧客观性和信息

源集中于特定医学英语科技语篇袁通过对国际权威原

高密度性为语体特征袁通过记录客观事实袁揭示人

版教材叶西氏内科学曳渊悦藻糟蚤造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泽 燥枣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冤语

们的认知过程和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遥 传统的隐

料的收集和分析袁对医学语篇中的核心概念隐喻野疾

喻观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格袁 在语言中起修饰

病是什么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探讨袁利用使用中的

作用袁因而认为隐喻不适用于具有精确尧客观等特

语言实例分析隐喻认知框架袁提供认知解释遥

征的科技文体遥 当代隐喻理论一改传统认识袁不再
把隐喻看作附属于语言的一种比喻方式袁 而是把

一尧研究设计

它看作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和重塑人类经验的过

渊一冤研究问题

程遥 由此袁为隐喻在科技语篇中的大量存在找到了

本研究主要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院第一袁医学

其理论根据 咱员暂遥

科技语篇中是否大量存在以疾病为本体意义的隐喻

的中国知网数据库渊悦晕运陨冤袁结果共检索到与隐喻直

隐喻反映出怎样的本体隐喻特点钥 其本体意义和隐

接相关的文献 员圆 源愿员 篇袁这充分表明国内学者已深

喻意义的使用上表现出什么异同钥

本研究 以野隐喻冶为关键 词检 索 员怨愿园耀圆园员员 年

现象钥 是否具有高频性钥 第二袁以疾病为本体意义的

刻认识到了隐喻研究的重要性遥 然而以野科技语篇冶

渊二冤研究语料

为关键词在结果中重新检索袁 仅发现 缘远 篇相关文

本研究主要选择了国际权威原版教材叶西氏内科

献遥细致分析上述文献袁发现早期的科技语篇概念隐
喻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新闻尧经济与贸易尧政治尧法律
等科技语篇袁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称道遥 但总体而
言袁国内以科技语篇为研究语料的隐喻研究并不充

学曳渊悦藻糟蚤造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泽 燥枣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冤中的 猿园 个语篇 咱圆暂 袁
建立了一个医学科学类典型语篇组成的小型语料
库袁字数约为 源源 缘园园 字曰为便于分析袁在题材和篇幅
等方面作了些限定院在题材方面袁选择与疾病主题相

分袁针对某具体科技领域的隐喻研究相对较少袁基于

近的语篇题材袁如解剖尧病理等曰在篇幅上袁每个语篇

语料库的研究更是有待开展遥

限定在 员 园园园 字左右作为研究对象遥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发展基金面上项目 渊圆园员员晕允酝哉员怨园冤袁南京医科大学野十二五冶教育研究课题渊晕再圆圆圆圆园员员园缘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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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研究方法
在语料分析处理阶段袁 隐喻和隐喻表达式

窑猿愿员窑

建立以疾病为本体意义的隐喻及隐喻表达式 渊即样
本隐喻冤遥第二袁利用获得的样本隐喻袁在本研究自建

渊皂藻贼葬责澡燥则蚤糟葬造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冤得到了很好的区分 遥 隐喻

的字数约 源源 缘园园 字的小型语料库再次搜索袁建立总

词尧短语或句子的语言表达式袁也就是跨领域投射的

隐喻频率遥 第三袁针对语料隐喻数据结果袁探讨语言

表层体现渊泽怎则枣葬糟藻 则藻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冤遥 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

学研究意义遥

咱猿暂

是概念系统中跨领域的投射曰隐喻表达式则指一个

体语料隐喻数据曰并进行数据分析袁统计隐喻类型及

式的区别在于概念隐喻总涉及两个领域袁 如源域

二尧结果与讨论

遭葬贼贼造藻袁目的域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而隐喻表达式则不需要曰更为

重要的是袁隐喻是概念层面上的概括渊早藻灶藻则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冤袁
而隐喻表达式则是语言层面上的个别渊蚤灶凿蚤增蚤凿怎葬造冤语

由于本研究旨在考查医学科技语篇大量存在的
以疾病 凿蚤泽藻葬泽藻 为本体意义的隐喻现象袁并分析其隐

喻意义使用特点及频率袁故此我们将分别从上述两个

言表达式遥 例如袁在样本语料院
渊员冤宰澡藻灶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燥则 增蚤则怎泽藻泽 藻灶贼藻则 贼澡藻 遭燥凿赠 蚤灶

维度分析并讨论本研究所获取的具体数据信息遥 通过

葬贼 贼澡藻 泽蚤贼藻 燥枣 造燥糟葬造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袁贼澡藻 灶藻曾贼 造蚤灶藻 燥枣 凿藻枣藻灶泽藻

喻冤进行检索袁总共检索到以疾病 凿蚤泽藻葬泽藻 为本体意义

泽怎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灶怎皂遭藻则泽 贼燥 燥增藻则糟燥皂藻 贼澡藻泽藻 责澡葬早燥糟赠贼蚤糟 糟藻造造泽

对自建医学科技语篇语料库中隐喻表达式 渊样本隐

糟燥灶泽蚤泽贼蚤灶早 燥枣 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泽 凿藻增藻造燥责泽援

的隐喻现象 缘员园 例袁约每 愿苑 字有一隐喻表达遥 例如袁

渊圆冤杂皂葬造造 澡葬则皂枣怎造 泽怎遭泽贼葬灶糟藻泽 贼澡葬贼 皂葬噪藻 贼澡藻蚤则 憎葬赠

蚤灶贼燥 贼澡藻 葬造增藻燥造蚤 葬则藻 凿藻泽贼则燥赠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枣燥则贼澡 造蚤灶藻 燥枣

凿藻枣藻灶泽藻袁贼澡藻 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泽援 栽澡藻泽藻 葬则藻 责葬贼则燥造造蚤灶早 糟藻造造泽
贼澡葬贼

野泽憎葬造造燥憎 怎责冶 枣燥则藻蚤早灶 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燥则 凿藻泽贼则燥赠 贼澡藻皂

憎蚤贼澡 藻灶扎赠皂藻泽援

其 中 袁燥增藻则糟燥皂藻尧凿藻枣藻灶泽藻尧凿藻泽贼则燥赠尧责葬贼则燥造造蚤灶早 等 诸

多词语表达唤起了关于战争的知识袁并且野战争冶和
野疾病冶出现了跨领域对应袁即野凿蚤泽藻葬泽藻 葬泽 遭葬贼贼造藻冶遥 这

在野疾病是战争冶概念隐喻中袁映射图见图 员遥

栽澡藻 遭葬贼贼造藻早则燥怎灶凿
燥则 贼藻则则蚤贼燥则赠
燥则 凿藻枣藻灶泽藻 憎燥则噪泽
栽澡藻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一投射意味着若干亚领域对应袁 如 野贼澡藻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燥则
增蚤则怎泽 葬泽 贼澡藻 蚤灶增葬凿蚤灶早 贼则燥燥责冶尧野贼澡藻 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泽 葬泽 贼澡藻
凿藻枣藻灶凿蚤灶早 泽蚤凿藻冶
遭葬贼贼造藻早则燥怎灶凿冶遥

以 及

野贼澡藻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葬泽 贼澡藻

野造蚤灶藻 燥枣 凿藻枣藻灶泽藻冶意味着在疾病形成

怎灶凿藻则 枣蚤则藻

野凿蚤泽藻葬泽藻 葬泽 遭葬贼贼造藻冶 是 概 念隐 喻 曰 而 这 里 的

枣蚤早澡贼

阅藻枣藻灶凿蚤灶早 泽蚤凿藻院
宰澡蚤贼藻 遭造燥燥凿 糟藻造造泽 燥则 葬灶赠
燥贼澡藻则 葬泽责藻糟贼泽 燥枣 蚤皂皂怎灶藻
泽赠泽贼藻皂
憎葬则则蚤燥则泽 辕 贼则燥燥责泽

源域院战争曰目标域院疾病曰人体为战争发生地要要
要战地曰细菌

等致病原为战争入侵方曰白细胞等免疫细胞为战争防御方遥

图员

过程中袁免疫细胞对入侵细菌病毒采取的抵抗作用袁
所以

陨灶增葬凿蚤灶早 泽蚤凿藻院
月葬糟贼藻则蚤葬袁 增蚤则怎泽袁 燥则 葬灶赠
燥贼澡藻则 责葬贼澡燥早藻灶蚤糟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

野疾病是战争冶概念隐喻中的映射

鉴于隐喻类型袁 我们又对语料中所有隐喻词项

藻灶贼藻则尧燥增藻则糟燥皂藻尧责葬贼则燥造造蚤灶早尧枣燥则藻蚤早灶 等是隐喻的表层体

使用实例渊共 缘员园 例冤所反映的本体隐喻形式进行分

在研究 中采 用 了 杂贼藻藻灶 描 述 的 野演 绎 法 冶 来 辨

的域袁 最终把与疾病为本体意义的隐喻相关的隐喻

现袁而自身并不是隐喻遥

类袁最后总结归纳出 猿 类隐喻形式袁根据其源域及目

认隐喻 咱源暂遥 首先袁选择 猿 个分别以解剖生理尧病理和

表达式分为 苑 种类型袁具体分布见表 员遥

手动 检索 其中以疾病为本体意义的隐喻及隐喻表

处于上义渊泽怎责藻则燥则凿蚤灶葬贼藻冤层次的战争概念隐喻占据

达式渊即样本隐喻冤曰通过此种方法袁对样本语料初步

核 心主导地位渊缘猿豫冤袁它所包括的战 地隐喻尧机器

免疫为主题的典型语篇样本袁 字数大约 缘 员圆圆 字袁

隐喻
战地隐喻
机器隐喻
平衡隐喻
士兵隐喻
战因隐喻
灾难隐喻
过程隐喻

例数渊百分比冤

园远园渊员圆豫冤
园愿猿渊员远豫冤
园员圆渊圆豫冤
园愿源渊员远豫冤
园猿源渊苑豫冤
员园愿渊圆员豫冤
员圆怨渊圆远豫冤

表员

通过对医学语篇小型语料库的分析发现袁 疾病

隐喻的表达类型
源域

遭葬贼贼造藻早则燥怎灶凿 燥则 凿藻枣藻灶泽藻 憎燥则噪泽
枣蚤早澡贼蚤灶早 皂葬糟澡蚤灶藻
遭葬造葬灶糟藻 燥则 藻择怎蚤造蚤遭则蚤怎皂
蚤灶增葬凿蚤灶早 贼则燥燥责泽
凿藻枣藻灶凿蚤灶早 憎葬则则蚤燥则泽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遭葬贼贼造藻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 燥则 泽怎枣枣藻则蚤灶早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葬造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目的域

贼澡藻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贼澡藻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蚤灶早 燥枣 澡怎皂葬灶 遭燥凿赠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燥则 增蚤则怎泽
蚤皂皂怎灶藻 糟藻造造泽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凿蚤泽藻葬泽藻
燥怎贼糟燥皂藻 燥枣 凿蚤泽藻葬泽藻
责则燥糟藻泽泽 燥枣 凿蚤泽藻葬泽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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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尧平衡隐喻尧士兵隐喻和战因隐喻 缘 个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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