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武侠与仙侠网络小说文体、词汇及主题对比分析
张三乐
刘鹏远∗
张虎
北京语言大学 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100083
sanle0409@163.com liupengyuan@pku.edu.cn 1170226830@qq.com

摘要

20

网络文学在我国发展迅猛，其数量和影响力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目前尚无公开的
较大规模网络文学作品语料库，鲜见基于语料库对网络文学具体类别作品的定量研
究。本文初步建立了一个网络文学语料库，其中包括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使用文本
计量、词频统计以及主题挖掘的方法对两类小说的文体风格、具体词汇使用和小说主
题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类小说的文体风格大致相同，它们在词汇的
使用和主题上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内容，将定量统计和定
性分析相结合，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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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俗文学发展至今，武侠小说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类别。金庸、古龙、梁羽生等老一
辈的武侠大家所创作的作品曾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武侠小说阅读热潮，然而在这些武侠大家退隐
之后，武侠作品的创作就陷入低潮期丨张珍珍丬 串丰丱丷丩。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在此背景
下逐步发展起来，至今已有串丰余年，其内容和影响力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网络的普及以及数
字阅读平台的构建给网络小说提供了创作依托，大批网络写手利用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
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追捧，涌现出大批网络原创小说。新时代网络作者接过金庸、古龙的接
力棒，将武侠作品融入新时代元素，使其再度成为一大热潮，同时，由于义乐改编影视剧的影
响，仙侠小说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不仅在国内有一大批读者，在国外也很受欢迎。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仙侠小说直接脱胎于武侠小说，是在武侠小说的在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型小说类型，在各大网络文学网站上的点击阅读量居高不下。虽然仙侠小说在网络
小说中数量庞大，广受读者欢迎，但是关于它的研究仍处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与它的
发展不匹配丨段晓云丬 串丰丱丸丩。时至今日，网络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成就，涌现出一批代表
性学者，如黄鸣奋、欧阳友权等，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丬国内对于网络
文学的研究一般以西方的理论研究为基本背景，研究着眼点放在网络文学的个别文本丨崔宰溶丬
串丰丱丱丩，且研究角度集中在文艺批评、文学特色和文化产业等方面，从定性的角度研究网络文学
的特点，多把网络文学当做整体进行研究探讨，尚无公开的较大规模的网络文学作品语料库，
鲜见学者基于大规模语料对网络文学具体类别的作品进行定量方面研究。
本文初步建立了一个网络文学语料库，语料来源于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网
站乼乼乼起点中文网0 。该语料库目前包含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每种语料大小各丱丰丰乍
乢乹乴乥，分别约串丳丸丰万和串临临丰万词次。基于这个语料库，本文对两类小说文本进行文本计量、词
频统计分析以及主题挖掘，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丱）在宏观上，网络武侠与网络仙侠两类小说在文体风格上是否相同？为什么？
串）在微观上，两类小说在具体词汇的使用上有哪些异同？各有何种特色？
丳）在内容上，两类小说在小说主题上有哪些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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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风格学产生于丱丸丵丱年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乁乵乧乵乳乴乵乳 乄乥 乍乯乲乧乡乮的猜想，他认为不同
作家的作品风格可以通过隐形的数据特征进行辨别丨么乥乲乤乡乮丬 丱丹丶临丩。近年来，计量风格学更广泛
的应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在国外，乃乨乡乳乫乩 丨串丰丰丱丩从句法、标点符号、句子复杂度、文本易读性等方面对四位同龄女
作者的部分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乁乲乧乡乭乯乮 乡乮乤 乌乥乶乩乴乡乮 丨串丰丰丵丩等人认为功能词最容易反映
作者的语言风格，并提出了丶丷丵个能够反映作者风格的功能词；乇乲乩乥乶乥 丨串丰丰丷丩则以词首、词尾中
字母的频率和包含各个字母的单词频率作为特征对作品进行分析等。在国内，刘颖乡乮乤 肖天久
丨串丰丱临丩运用文本聚类和乎元文法对词长分布、词类等语言特征进行考察，发现《红楼梦》前八十
回和后四十回存在较大差异，得出其非一人所作的结论；金迪 丨串丰丱丸丩采用数理统计学中定量分
析的手段和方法，以计量风格学的视角，从频率统计和假设检验两大角度探究余华和格非小说
在词汇和句子层面上的差异，从而分析二者的语言风格。
众多计量风格学的研究是在语料库的基础上对所选择的语言特征项进行分析，语料库在研
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串丰世纪丸丰年代开始，将语料库运用到文学作品中的研究逐渐升温，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这一具有鲜明实证研究特征的文学研
究领域应运而生丨胡开宝乡乮乤 杨枫丬 串丰丱丹丩。
在国外，乓乴乵乢乢乳 丨串丰丰丵丩以康德拉小说《黑暗之心》为语料库进行研究，发现其主题词为不
确定的实词、虚词、以及抽象名词和带有否定前缀形容词的名词词组；乍乡乨乬乢乥乲乧 丨串丰丰丷丩以狄更
斯的串丳部作品为语料库，分析其中的高频词簇，发现和身体部位相关的词簇常常可以推动故事
情节发展。在国内，刘宇凡乥乴 乡乬丮 丨串丰丱丱丩等人将唐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按不同时期分类建立语料库
并对其进行字频分析，发现唐代以来人们使用汉字的习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时期越相近，汉
字的使用习惯越一致主 陈建生乡乮乤 王岩 丨串丰丱丶丩将厄普代克所著乜兔子系列丢小说语料库与厄普代
c 2020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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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其他类型小说语料库中的关键词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第三人称代词高频出现，且多与心理动
词搭配。涂梦纯乡乮乤 刘颖 丨串丰丱丹丩以余华和莫言的各丵部小说为语料库，对二者的用词特征进行详
尽的分析，讨论了量词、拟声词等词，发现了莫言用词丰富、情感充沛以及文言化、乡土化的
特征，而余华与之相比白话、冷静、讽刺的风格。
由上可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计量风格学和语料库语言学越来越多的应用于
文学作品研究领域，为文学作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但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经典的文学
作品，对新兴的网络文学领域却极少涉及。
在网络文学研究方面，欧美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他们的网络文学研究趋势
集中在文学实验的理论性研究。乂乯乬乴乥乲 丨丱丹丹丱丩创造性的用解构主义理论观照乜超文本丢得叙事特
点，指出超链接使乜超文本丢具有多重阅读路径，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线性阅读的叙事模式，从而
体现了解构主义取消中心、无限变更的开放活动的观念；乁乡乲乳乥乴乨 丨丱丹丹丷丩提出乜制动文本理论丢，
为广大网络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掀起了网络文学研究的热潮；近年来，德、美合作出
版了网络文学研究系列论文集，至今已出版四集，从不同的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全面的探讨，
代表着当今西方网络文学研究的前沿丨王艳丬 串丰丱丶丩，如乂乥乹乯乮乤 乴乨乥 乓乣乲乥乥乮。在国内，网络文学
研究也在迅速发展。黄鸣奋 丨串丰丰串丩阐释了网络文学贵在鲜活、追求互动的网络根本特质；欧阳
友权 丨串丰丰临丩在哲学意义上探讨网络文学，以乜本体论丢和乜现象学丢讨论网络文学的终极意义。后
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新颖的观点和角度对网络文学进行研究，如王黎 丨串丰丱丰丩从女性主义的角
度去分析网络文学；张珍珍 丨串丰丱丷丩描述了网络武侠小说兴起的文化背景，讨论了网络武侠小说
和传统武侠小说的内在关联，分析了网络武侠小说在类型创造、传播方式上的转变；段晓云
丨串丰丱丸丩从文学空间切入，探讨网络仙侠小说中文学空间的描写。
综上所述，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广泛的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吸引了众多学
者的目光。目前，网络文学定性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不小的成就，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文艺批评、
文学特色和文化产业、基础学理研究等方面。然而，很少有学者从计量、统计等定量的角度对
网络文学作品的特点进行探究，也尚无公开的较大规模的网络文学语料库。本文初步建立了一
个网络文学语料库，包括网络原创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使用计量、词频统计和主题挖掘的方
法，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这两类网络文学文本的特点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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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网络文学语料库，语料库构建步骤大致如下：
• 数据获取。编写爬虫软件，随机抓取了起点中文网中上架于串丰丱丵年至串丰丱丷年、作品分类
为乜武侠丢和乜仙侠丢的两类小说。
• 数据清洗。对每一类别抽取了丱丰丰乍字节的文本，对其中存在的网站标语、乱码等进行处
理，对语料进行整理，去掉其中的重复行，将标点符号由半角转为全角。
• 分词和词性标注。整理完语料之后，采用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乪乩乥乢乡1 对文本进行分词和词性
标注。由于网络小说中的词汇和句法较为随意，会有一些未登陆词，在后续实验中不予考
虑。
最终，本文的研究数据基于上述语料，共约丷丰丰丰万字，语料库数据基本情况如表丱所示。

文本类别
武侠小说
仙侠小说

乔乡乢乬乥 丱为 网络文学语料库数据分布
总字数
总词数
标点数
句子数
丳丵丸串丵丸丱丶 串临临丰丵串丷丹 丳丰丰临丱丱丹临 丱丰临丳丷丳丹
丳丵丰丳临丷丰串 串丳丸临丵临临丸 串丹丵丱丱丷丶丸 丱丰串丷丷丵丶

段落数
丳丶丹丹丸丹
丳丶临丵串丶

文本风格比较

4

本文从四种最常见的计量指标以及词类的分布对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进行了风格计
量，并使用统计检验的方法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比较二者的文体风格。
1

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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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计量指标比较

本文从词汇丰富度、文本可读性、句子离散度、句子破碎度和词类分布这些角度进行计量
比较：
• 词汇丰富度
词汇丰富度是指作者在文本中使用词汇的丰富程度。本文选择词频广度和型例比作为考察
词汇丰富度的参数特征。词频广度即计算高频词之外的词语的比例，本文设定高频词为覆
盖率丹丰严的词语。型例比，是指文本中不同的词语在所有词语中所占的比例，公式如下：
T T R 丽 T ypes/T okens
• 文本可读性
文本可读性最初由教育学家乄乡乬乥提出。文本可读性高可理解为文本简单，文本复杂度低。
文本可读性可以从平均词长、平均句长来初步考察。平均词长是所用词汇的平均字数，平
均句长是所用句子包含的平均字数。
• 句子离散度

r

D丽

20

句子离散度即文本中句子的句长偏离平均句长的长度，可以提现出文本节奏，计算公式如
下：
丱
丆 丨Li − L0 丩2
n

• 句子破碎度

20

公式中乄表示句子离散度丬Li 表示每句句长，L0 表示平均句长，乮表示句子的总数。
破碎度即在句子中停顿的次数，可以侧面体现文本的语体色彩。计算公式为：句子破碎
度丽句子停顿次数2 丯句子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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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对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进行基本计量之后，将两类小说各平均分成十份小语
料，每份约丱丰乍，使用乳买乳乳软件对每一类计量指标结果进行独立样本乔检验，两类语料计量和统
计检验结果见表串。
乔乡乢乬乥 串为 网络文学文本计量数据及统计检验结果
武侠小说 仙侠小说 乐值
词汇丰富度
型例比
丰丮丱丵丱
丰丮丱丸丶
丰丮丵临丱
词频广度
丰丮丸丷丵
丰丮丹丶串
丰丮串丵丹
文本可读性 平均词长
丱丮临丶丸
丱丮临丶丹
丰丮丰丷丶
平均句长
丳临丮丳串临
丳临丮丰丸丹
丰丮丸丳丱
句子离散度
丳丷丮丵丰丰
串临丮丹丰丹
丰丮丰临串
句子破碎度
串丮临串临
串丮丳串丸
丰丮串串丵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的型例比、词频广度、平均词长、平均句长
和句子破碎度的乐值都大于丰丮丰丵，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两类小说的词汇丰富度、文本可读性、
句子破碎度没有显著差异。
在此之外，两类小说句子离散度的乐值为丰丮丰临串，说明两类小说的句子离散度存在显著差
异。通过比较，发现武侠小说的句子离散度比仙侠小说更高，说明武侠小说中句子长短不一，
跳跃性大，使文本富于节奏变化，使读者阅读起来长短不一、错落有致，有着抑扬顿挫、跌宕
起伏的感受，阅读体验感强；而仙侠小说的句子离散度较低，说明其文章节奏较为缓和，读者
阅读时有较为严肃、平缓的体验感。
黄柏荣and 廖序东 (2002)在《现代汉语》中指出，“点号主要用来表示句子中的各种停顿”，并将点号分为句中
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以及句末点号（句号、感叹号、问号）。本文在计算句子破碎度中采用了这一标
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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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分布比较

4.2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是词在语法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不同的词在文本中起着不同
的作用，在文本风格分析中词类的使用频率是构成文本风格的重要特征之一3 。我们使用编程
对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的部分词类进行统计，然后同样将两类小说各平均分成十份，使
用乳买乳乳软件对其进行独立样本乔检验，从而比较两类小说的异同。

实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

乔乡乢乬乥
武侠小说
丰丮丱串丵丵
丰丮丱丱丸丸
丰丮丰丱丷丶
丰丮丰串临丰

丳为 网络文学文本的词汇分布和统计检验结果
仙侠小说 乐值
虚词
武侠小说 仙侠小说
丰丮丱串临串
丰丮丱丶丵 拟声词 丰丮丰丰丰丵
丰丮丰丰丰丷
丰丮丱丱丹丳
丰丮临丶临 连词
丰丮丰丱丷丰
丰丮丰丱丷丱
丰丮丰丱丸丹
丰丮丰临丶 介词
丰丮丰丱丶丷
丰丮丰丱丷丰
丰丮丰串丵丳
丰丮丰丱丱 助词
丰丮丰临丶丰
丰丮丰丵丱丰

乐值
丰丮丰丶丸
丰丮丰丶临
丰丮丷丷丱
丰丮丱丷丵

20

20

由上可知，经过统计检验，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的名词、动词、拟声词、连词、介词
和助词的乐值都大于丰丮丰丵，说明两类小说在这些词类的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形容词和数词
的乐值小于丰丮丰丵，说明两类小说在形容词和数词的使用频率上差异较为显著。
形容词在汉语中充当修饰成分，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物的刻画、对环境的渲染以及
对场景的描写。数词使用时常常与量词搭配作定语，也起到修饰的作用，在小说本文中使用数
词，说明其更加注重细节描写，给人以真实感。由表可知，仙侠小说的形容词和数词使用频率
较高，如：
例：一缕琴声随风传来，缓如溪水流泉，脆如珠落玉盘，叮叮咚咚空灵有质。随着琴声渐
清，一丝歌声却是悱恻辗转，酥人心扉丮 丮 丮 丮 丮 丮 （选自仙侠小说）
说明仙侠小说中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更加丰富、细致，使文章内容生动形象，提高了读者
的阅读体验，更能吸引读者眼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仙侠小说越来越受读者喜爱的原因。
总之，通过对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进行计量和统计检验，发现除了句子离散度、形容
词和数词使用频率有差异之外，其他指标都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两类小说的文体风格基本相
同。这可能是由于仙侠小说是在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二者都属于网络文学文本，
其用词、用句、行文结构等都大致相似，因而文体风格上没有显著差异。

具体词汇使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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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词频统计的角度考察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的词汇使用情况，探究两类小说的用
词风格。由于实词在文本中主要承担表达意义的作用，有具体的词汇意义，所以我们选择使用
频率较高且有丰富词义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对比分析。根据语料库的词性标注结果，我
们通过编程抽取了两类小说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去除停用词、人名、地名以及乜说、有丢之
类的常用词，统计两类小说按照频率排序的共用词和独用词的使用情况。
5.1
下：

不同词类下的共用词
按照频率列出前丵丰丰个高频词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共用词，各取前串丰词。统计结果如

通过对不同词类的共用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在具体词汇使
用上的共性。我们将这些高频的共用名词、动词按照语义进行粗略分类，名词可以分为武功武
器词、身体部件词、人物关系词以及其他，动词可以分类为使令动词、动作动词以及心理动
词。另外，按照郭伊迪 丨串丰丱串丩中的分类将统计出的共用形容词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度量形容
词、情绪形容词和色彩形容词。
在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的共用名词中，人物关系词占比最高，符合小说注重刻画
人物关系的特点。在人物关系词中，如乜弟子、师父、大哥丢等，发现描写对象多为男性，而
且关系多为师徒、父子、师兄弟关系。这说明男性往往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且对师徒、父
子和兄弟情义描写较多，突出了两类小说中侠肝义胆的人物情感和侠义色彩。在武功武器词
中，乜剑丢的使用频率最高，其他词也多与乜剑丢相关，如乜剑法、剑气、长剑丢，另外还有乜刀、气
3
道格拉斯·比伯、苏珊·康拉德、兰迪·瑞潘 (2012)《语料库语言学》，刘颖、胡海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2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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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乔乡乢乬乥 临为 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按照频率排序的共用词
武功武器词 剑、刀、剑法、长剑、剑气、气息
身体部件词 手、眼睛、脸、
人物关系词 弟子、师父、大哥、前辈、父亲、师弟、长老、掌门
其他
风、山、门派
使令动词
派、令
动作动词
死、杀、跑、出手、救、抓住、拉、打、修炼、盯、追、愣、跳、躲
心理动词
怕、担心、放心、喜欢
度量形容词 深、快、大
好、平静、激动、紧张、难、简单、轻松、诡异、干净、
情绪形容词
厉害、尴尬、逍遥、犹豫、强大
色彩形容词 白色、红色、黑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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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丢，说明两类小说中最常使用的武器是乜剑丢，乜刀丢次之，而且都注重内功。在身体部件词中，
如乜手、眼睛、脸丢，说明其细节描写丰富。在其他词中，乜门派丢一词符合两类小说的特点，有
共同信仰和武功继承的人同处于一个派系，门派和门派之间形成敌友关系，构成小说的故事网
络。另外，其他词中还包括乜风、山丢这样的自然风景词，表明小说环境烘托较为丰富，提高了
作品的阅读性。
在两类小说的共用动词中，动作动词占比最高，符合小说注重动作刻画的特点。两类小说
使用了大量相同的动作动词，说明二者在动作情节的描写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乜死、杀、
出手、救丢，说明二者都有着极为丰富的打斗、征战、死伤的情节；又如乜打、跑、抓住、拉、
追丢等，用不同的动词细致的表示不同的动作形态，丰富了小说内容；对人物表情也有一定描
写，如乜盯、愣丢；值得注意的是乜修炼丢一词，一般在文中搭配乜武功、法力丢，体现出二者对武
功描写着墨较多。在心理动词中，如乜怕、担心、放心丢等，说明其注重心理描写，有着较为丰
富的情绪表达。另外还有一些使令动词，从中可以看出乜派遣丢、乜命令丢的行为较多，如乜派、
令丢，也表明这两类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地位等级关系。
在两类小说的共用形容词中，情绪形容词的占比最高，其中有一些对人物情绪的刻画，
如乜平静、激动、紧张丢等，还有一些对事物的主观判断，如乜好、简单、难丢等。度量形容词的
高频使用说明小说中有一些对事物性质的叙述，如乜深、快、大丢等。另外，两类小说中的还有
一些色彩描写，乜如白色、黑色、红色丢，丰富了小说色彩，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形象性。
总之，通过比较发现，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都注重人物刻画和动作描写。两类
小说的男性角色较为突出，普遍存在着地位等级关系；在动作描写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常
用乜剑丢作为武器，有着丰富的武打情节，注重细节刻画和环境烘托。
不同词类下的独用词

按照频率列出前丵丰丰个高频词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独用词，各取前串丰词。统计结果如
下：
通过对不同词类的独用词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在具体词汇使
用上各具特色。同样，我们将这些高频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独用词按照语义进行粗略分
类，名词可以分为武功武器词、门派派系词、人物动物词以及其他，动词全部划分为动作动
词，形容词划分为颜色形容词和情绪形容词。
在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各自的独用名词中，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武侠小说中多使用
冷兵器和内功，例如乜刀法、枪、内力、轻功丢等；而网络仙侠小说则多使用法力、法术，如乜灵
力、法术、法力丢等，体现出武侠小说传统、写实和仙侠小说创新、虚幻的特点。由上共用词可
知乜门派丢一词的在两类小说中得到高频使用，在独用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两类小说在门派派系
词在具体使用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武侠小说中的门派多使用乜盟、教丢构词，如乜教主、红衣教、
金兰盟丢等，而仙侠小说则多使用乜宗、族丢，如乜宗门、人族、魔族丢，具有神化色彩，另外，武
侠小说的门派词使用要多于仙侠小说，说明武侠小说中的派系较多。在人物动物词中，武侠小
说中使用了乜公主、陛下、夫人丢等词，体现出其真实性和历史性；而仙侠小说中人造、虚构的
人物较多，例如乜仙人、凡人、女娲丢等，除了人物词，仙侠小说中的动物词使用要多与武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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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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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

乔乡乢乬乥 丵为 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按照频率排序的独用词
武侠小说
仙侠小说
暗器、刀法、穴道、枪、兵刃、
武功武器词
灵力、法术、法力、炼气、法器
内力、修为、轻功
教主、红衣教、丐帮、盟主、
门派派系词
宗门、人族、魔族
金兰盟
公主、女儿、老头、夫人、陛下、 仙人、凡人、女娲、妖兽、鹤、
人物动物词
猴
妖怪、僵尸、野兽、
其他
镖局
灵魂、宝物、血影、血光
争宠、娶、围攻、切磋、厮杀、
修行、飞行、叫魂、飞升、尸变、
打擂、拔剑、逃走、下马、联姻、 提升、炼丹、炼制、吸收、吞噬、
动作动词
拿下、联手、扫视、飞扬、失踪、 穿越、渡劫、传送、喷出、斩杀、
打探、追赶、出鞘、刺杀、埋伏
砸断、燃烧、弥漫、毁灭、下狱
金色、紫色、蔚蓝、血色、丹色、
色彩形容词 深红、暗橙
青色
慈悲、仗义、娇羞、柔情、冷峻、
混沌、硕大、古朴、清凉、浓郁、
胆怯、敏捷、刚猛、焦躁、羞涩、
浩瀚、清冷、稚嫩、强横、充沛、
情绪形容词
精明、妩媚、孤傲、肃然、稀奇、
炽热、轻易、坚挺、猖狂
雄厚、精壮、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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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乜妖兽、鹤、野兽丢等，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体现出其创造性和奇幻、志怪色彩，
提高了小说的趣味性。在其他词中，武侠小说中有乜镖局丢一词，同样体现其写实的特点；仙侠
小说中有乜灵魂、宝物、血影、血光丢，这些字眼更具有暗黑色彩，营造出恐怖神秘的场景。
在两类小说各自的独用动词中，可以发现，武侠小说更加注重对打斗方式的描写，如乜围
攻、刺杀、拔剑、追赶丢等，更关注传统武打和江湖世界；在武侠小说中构造的故事更加贴近
生活，如乜争宠、娶、打擂、联姻丢，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特色，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具有社
会性和真实性，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产生亲切感。仙侠小说则不同，仙侠小说中使用
了一些动能较高的动词，如乜斩杀、砸断、吞噬丢，给人以冲击感；在武功方面突破传统武功技
法，如乜叫魂、飞行、飞升丢，还使用了如乜尸变、穿越、渡劫丢等词，突破现实世界，具有虚构
色彩，给人以新奇之感。
在两类小说各自的独用形容词中，我们可以发现，武侠小说中的情绪形容词中多是对人物
情感、性格的描写，如乜慈悲、仗义、娇羞丢等，而仙侠小说则多为对事物的主观判断，如乜混
沌、硕大、古朴丢。另外，两类小说含有一些色彩形容词，如武侠小说中有乜深红、暗橙丢，仙侠
小说中则更加丰富，如乜金色、紫色、蔚蓝丢等颜色词，颜色词层次更加丰富，种类较多，为读
者构建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形象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总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类小说在具体使用词汇上的不同。网络武侠小说更加关注传
统武打和现实世界，多使用冷兵器和内功，门派多为乜盟、教丢，且派系相对较多，具有真实
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还将笔墨更多的用于人物刻画，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体会人物情绪；网络
仙侠小说则突破传统武功技法和现实世界，多使用法力、法术，门派多为乜宗、族丢，具有创造
性、虚构性和灵异、志怪、暗黑色彩，常给小说营造出恐怖神秘的场景，注重人对事物的描写
和对周边世界的评价，还使用了较为丰富的色彩形容词，更具趣味性。

6

主题比较

乌乄乁丨乬乡乴乥乮乴 乤乩乲乩乣乨乬乥乴 乡乬乬乯乣乡乴乩乯乮丬隐狄利克雷分配丩，是一种采用词袋模型的文档主题生成模
型，能够把文本中的主题自动汇集。它的基本思想是假设所有的文档存在之个隐藏主题，一篇
文档的每个词都是以一定概率选择了某个主题，并从这个主题中以一定概率选择了某个词语，
不断的抽取隐含主题及其特征词，直到遍历完文档中的全部单词。
本文使用乌乄乁模型对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两类文档集合进行主题建模，挖掘文本隐含
的主题信息，对两类小说的主题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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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语料预处理

在原有语料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基础上，我们去除了语料中的停用字，过滤了标点符号以及
无意义的词，如数词、量词、虚词等等，以避免对模型最终结果的影响，降低噪音。然后，根
据小说文本的特点，把小说按照不同的章节分隔开来，作为独立的文档。
6.2

主题比较分析

20

我们使用乌乄乁模型对两类小说进行主题建模，指定主题数为丱丵丰个，设置每个主题打印出
最能描述该主题的前串丰个词。由于篇幅限制，将其中部分主题进行总结并制成词云进行比较，
图丱是武侠小说的两类主题，图串是仙侠小说的两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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乆乩乧乵乲乥 丱为 乜受害丢和乜敛财丢主题

乆乩乧乵乲乥 串为 乜修炼丢和乜降妖丢主题

根据主题聚类的结果，我们将武侠小说中的主题总结为：受害、敛财、出征、联姻、门派
等，将仙侠小说中的主题总结为：修炼、降妖、打斗、魔界、天界等（见附录）。
可以发现，网络武侠小说和仙侠小说在主题上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两类小说中都出现
了有关乜武打丢的主题，如乜受害丢和乜打斗丢主题。在这类主题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细节描写的主题
词，如乜转身、胸骨、瞳孔、脚尖丢以及乜眼珠、汗毛、双手丢等等，说明两类小说在描写打斗场
面时会细化到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变化；又比如两类小说中都出现了有关乜派别丢的主题，网
络武侠小说中有乜门派丢主题，而仙侠小说中则有乜魔界丢和乜魔界丢主题，也体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和对应性。
同时，两类小说的主题也有不同。网络仙侠小说中的主题多与乜仙、魔丢相关，主题词中也
多以乜仙、魔丢构词，如乜成仙、魔头、魔神丢等等，说明仙侠小说多以神、人、魔三界为背景讲
述故事，着重乜修仙练功丢和乜降妖伏魔丢等情节，更加新颖、新奇，具有神化色彩；而网络武侠
小说的主题涉及范围较广，除了武功、打斗之外，还涉及到钱财、婚姻、君臣等社会的各个
方面，说明武侠小说多以人民生活为背景讲述故事，各个场景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如乜敛
财丢主题，其中有乜打耳光、上交、商人丢等主题词，更加传统、熟悉，具有现实色彩。
总之，通过对两类小说的主题进行挖掘，我们发现两类小说在主题既有一定的对应性，也
有一些不同之处，从二者的主题词中也可看出两类小说的异同。两类小说都出现了一些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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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但是网络武侠小说的主题涉及范围更广，而网络仙侠小说的主题则更加集中。另外，两
类小说都注重细节描写，但是网络武侠小说的主题词更加传统、熟悉，具有现实色彩，而仙侠
小说的主题词更加新颖、新奇，具有神化色彩。

7

结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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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发展至今已有串丰余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数字阅读平台的构建，网络文学以
其方便、经济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其内容和影响力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本文建立了一个网络文学语料库，包括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通过对两类小说文本进行计
量、词频统计以及主题挖掘，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了武侠和仙侠网络小说的
异同，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
从宏观上，我们对网络武侠小说和网络仙侠小说进行计量风格分析，发现两类小说的文体
风格基本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仙侠小说是在武侠小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用词、用句、
行文结构都大致相似，因而文体风格没有显著差异。
从微观上，我们对两类小说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两类小说在具体词
汇使用上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从两类小说使用的词汇上可以看出，两类小说都注重人物刻画
和动作描写，小说中男性角色较为突出，且普遍存在地位等级关系；有丰富的武打情节，在动
作描写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常用乜剑丢作为武器，注重细节刻画和环境烘托，具有集体性、等级
性和侠义色彩。网络武侠小说更加写实、传统，具有真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还将笔墨更多
的用于人物刻画，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体会人物情绪；网络仙侠小说则突破传统武功技法和现实
世界，关注异世界，多使用法力、法术，具有创造性、虚构性和灵异、志怪、暗黑色彩，常给
小说营造出恐怖神秘的场景，注重人对事物的描写和对周边世界的评价，还使用了较为丰富的
色彩形容词，更具趣味性。
从内容上，我们使用乌乄乁主题模型对两类小说进行主题挖掘，发现两类小说主题的异同。
两类小说的主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两类小说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主题，然
而武侠小说的主题更加广泛，主题词更加传统、写实，具有现实色彩；而仙侠小说的主题则更
加集中，主题词更加新颖、新奇，具有神化色彩。同时，也表明乌乄乁模型可以应用于大规模小
说语料的主题挖掘。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充网络文学语料库，多角度、多层次，使用多种方法对各
类网络文学进行研究。

感谢各位匿名评审老师和论文辅导老师的帮助。本论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资助项目（丱丸乙乊乁丷临丰丰丳丰）和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串丰乙乃乘丱丵丳）资助。

参考文献

久乳买乥乮 乊 乁乡乲乳乥乴乨丮 丱丹丹丷丮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丮 乊么乕 乐乲乥乳乳丮
乓乨乬乯乭乯 乁乲乧乡乭乯乮 乡乮乤 乓乨乬乯乭乯 乌乥乶乩乴乡乮丮 串丰丰丵丮 乍乥乡乳乵乲乩乮乧 乴乨乥 乵乳乥书乵乬乮乥乳乳 乯书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 乷乯乲乤乳 书乯乲 乡乵乴乨乯乲乳乨乩买
乡乴乴乲乩乢乵乴乩乯乮丮 义乮 Proceedings of the 2005 ACH/ALLC Conference丬 买乡乧乥乳 临乻丷丮
乊乡乹 乄 乂乯乬乴乥乲丮 丱丹丹丱丮 Writing space丮 久乲乬乢乡乵乭丮
乃乡乲乯乬乥 久 乃乨乡乳乫乩丮 串丰丰丱丮 久乭买乩乲乩乣乡乬 乥乶乡乬乵乡乴乩乯乮乳 乯书 乬乡乮乧乵乡乧乥中乢乡乳乥乤 乡乵乴乨乯乲 乩乤乥乮乴乩丌乣乡乴乩乯乮 乴乥乣乨乮乩乱乵乥乳丮 Forensic Linguistics丬 丸为丱乻丶丵丮
乊乡乣乫 乇乲乩乥乶乥丮 串丰丰丷丮 乑乵乡乮乴乩乴乡乴乩乶乥 乡乵乴乨乯乲乳乨乩买 乡乴乴乲乩乢乵乴乩乯乮为 乁乮 乥乶乡乬乵乡乴乩乯乮 乯书 乴乥乣乨乮乩乱乵乥乳丮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丬 串串丨丳丩为串丵丱乻串丷丰丮
乇乵乳乴乡乶 么乥乲乤乡乮丮 丱丹丶临丮 乑乵乡乮乴乩乴乡乴乩乶乥 乬乩乮乧乵乩乳乴乩乣乳丮
乍乩乣乨乡乥乬乡 乍乡乨乬乢乥乲乧丮 串丰丰丷丮 乃乬乵乳乴乥乲乳丬 乫乥乹 乣乬乵乳乴乥乲乳 乡乮乤 乬乯乣乡乬 乴乥乸乴乵乡乬 书乵乮乣乴乩乯乮乳 乩乮 乤乩乣乫乥乮乳丮 Corpora丬 串丨丱丩为丱乻
丳丱丮
乍乩乣乨乡乥乬 乓乴乵乢乢乳丮 串丰丰丵丮 乃乯乮乲乡乤 乩乮 乴乨乥 乣乯乭买乵乴乥乲为 乥乸乡乭买乬乥乳 乯书 乱乵乡乮乴乩乴乡乴乩乶乥 乳乴乹乬乩乳乴乩乣 乭乥乴乨乯乤乳丮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丬 丱临丨丱丩为丵乻串临丮

第十九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10页-第19页，海南，中国，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c) 2020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刘宇凡丬 郭金忠丬 乡乮乤 陈清华丮 串丰丱丱丮 唐代以来汉语文学作品中的字频演变丮 中文信息学报丬 串丵丨丳丩为丹丳乻丹丸丮
刘颖乡乮乤 肖天久丮 串丰丱临丮 《红楼梦》计量风格学研究丮 红楼梦学刊丬 丨临丩为串丵丮
崔宰溶丮 串丰丱丱丮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丮 乐乨丮乄丮 乴乨乥乳乩乳丬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丮
张珍珍丮 串丰丱丷丮 网络武侠小说的发展及其特色丮 乍乡乳乴乥乲丧乳 乴乨乥乳乩乳丬 青海师范大学丮
欧阳友权丮 串丰丰临丮 网络文学本体论纲丮 文学评论丬 丶为丶丹乻丷临丮
段晓云丮 串丰丱丸丮 网络仙侠小说文学空间研究丮 乍乡乳乴乥乲丧乳 乴乨乥乳乩乳丬 兰州大学丮
涂梦纯乡乮乤 刘颖丮 串丰丱丹丮 余华与莫言长篇小说的计量统计和分析丮 中文信息学报丬 丳丳丨串丩为丱丳丱乻丱临串丮
王艳丮 串丰丱丶丮 西方网络文学研究综述丮 创新与探索: 外语教学科研文集丮
王黎丮 串丰丱丰丮 女性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倾向丮 乍乡乳乴乥乲丧乳 乴乨乥乳乩乳丬 山东大学丮
胡开宝乡乮乤 杨枫丮 串丰丱丹丮 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为 内涵与意义丮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丬 丵丨丵丩为丱丳丰丮
道格拉斯·比伯、苏珊·康拉德、兰迪·瑞潘丮 串丰丱串丮 语料库语言学丮 清华大学出版社丮
郭伊迪丮 串丰丱串丮 基于语义角度的形容词分类研究丮 乍乡乳乴乥乲丧乳 乴乨乥乳乩乳丬 黑龙江大学丮

20

金迪丮 串丰丱丸丮 基于语料库的格非丬 余华小说计量风格学研究丮 乍乡乳乴乥乲丧乳 乴乨乥乳乩乳丬 南京师范大学丮
陈建生乡乮乤 王岩丮 串丰丱丶丮 厄普代克乜兔子系列丢 小说特点的语料库文体学研究丮 牡丹江大学学报丬 串丵丨丹丩为串串乻
串临丮

20

黄柏荣乡乮乤 廖序东丮 串丰丰串丮 现代汉语丮

黄鸣奋丮 串丰丰串丮 网络文学之我见丮 社会科学战线丬 临为丱丵乻丱丶丮

附录：武侠和仙侠小说的部分主题
主题

丱

受害

串

敛财

丳

出征

临

联姻

丵

门派

武侠小说
禀报、太子、刺杀、拦截、转身、
陷阱、杀害、山贼、喷出、弥漫、
瞳孔、纷飞、胸骨、脚尖、主持、
凄厉、血水、功力、威胁、披风
防守、来路、打耳光、资金、抢夺、
惯例、集散、上交、商人、主动权、
缓和、余味、交给、鬼迷心窍、金子、
引流、交入、小贩、呛着、紧跟
说道、安排、来到、皇上、格格、
车马、师父、姑娘、战场、皇帝、
回来、宝刀、说完、看着、离开、
父亲、义军、吩咐、将军、总舵主
兵马、身份、去路、迎战、退身、
女人、摆手、使臣、解除婚约、公主、
嫁入、男人、马车、收买、帮忙、
皇上、征讨、将领、边境、协议
方志、师父、弟子、想到、不知、
全真教、见到、功夫、不由、修习、
神功、掌门、少林、想着、实在、
丐帮、担心、徒弟、教主、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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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修炼

降妖

打斗

魔界

天界

仙侠小说
师父、修炼、法宝、成仙、道友、
真人、大师、教主、禅师、飞剑、
光明、只能、施法、化作、祭炼、
身体、飞升、化成、斗法、仙剑
犹如、人族、抓住、危险、屋顶、
金牌、村民、目光、击中、铃声、
城墙、天师、妖兽、脸颊、飞刀、
瞳孔、肩膀、菩萨、刀鞘、收服
鲜血、眼珠、带头、弟弟、苍穹、
汗毛、丧命、阻拦、直扑、双手、
刺杀、飞剑、了结、流血、大片、
穿过、带队、指使、飞掠、嚎叫
弟子、光明、魔头、法力、神魔、
炼成、放出、魔法、魔教、出手、
佛光、灰尘、魔神、敌人、宝物、
石像、神光、正宗、血影、尊者
祖师、修行、猴子、不由、佛祖、
真人、修为、不知、看着、天地、
人类、老道、古灵精怪、菩萨、天庭、
微笑、混沌、师父、点头、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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