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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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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偏见现象是社会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学者均关注的研究热点，但目前大多数研究
都是基于英语的，鲜有对汉语中性别偏见现象，特别是基于形容词的研究ぼぼ而形容
词是衡量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色规约的有力抓手。本文首先利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构
建了一个含有〴〶〶个形容词的数据集，定义性别偏度为特定形容词词义和男性或女性群
体相匹配的程度，并计算了数据集中每个形容词的性别偏度。然后基于いぃぃ语料库，
研究了《人民日报》的形容词性别偏度的历时总体变化，并考察了和姓名搭配的形容
词的历时变化。发现《人民日报》所使用的形容词随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中性化趋
势，但在ぜ文化大革命〢期间呈现非常男性化的特征，和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整体呈
现中性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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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ぇづのつづひ ぢどちび どび ち とはぴ ぴはばどっ どの ぢはぴと びはっどはぬどのでふどびぴどっび ちのつ っはねばふぴちぴどはのちぬ ぬどのでふどびぴどっび〮 えはぷ〭
づぶづひ〬 ねはびぴ はて ぴとづ びぴふつどづび ちひづ ぢちびづつ はの ぅのでぬどびと〬 ちのつ ぴとづひづ ちひづ てづぷ びぴふつどづび はの でづのつづひ
ぢどちび どの ぃとどのづびづ ぬちのでふちでづ〬 づびばづっどちぬぬべ はの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 ぷとどっと どび ち ばはぷづひてふぬ ぴははぬ ぴは ねづちびふひづ
びはっどちぬ っはのぶづのぴどはのび はの ねちぬづ ちのつ てづねちぬづ ひはぬづび〮 ごとどび ちひぴどっぬづ 「ひびぴぬべ ふびづつ ち ぱふづびぴどはののちどひづ ぴは
っはのびぴひふっぴ ち つちぴち びづぴ っはのぴちどのどので 〴〶〶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ちのつ っちぬっふぬちぴづつ ぴとづ でづのつづひづつ びにづぷのづびび
はて づちっと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 えづひづ ぴとづ つづ「のどぴどはの はて ぜぇづのつづひづつ こにづぷのづびび〢 どび ぴとづ ねちぴっとどので つづでひづづ
ぢづぴぷづづの ぴとづ びづねちのぴどっび はて ばちひぴどっふぬちひ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ちのつ ねちぬづび はひ てづねちぬづび〮 ごとづの〬 ぢちびづつ はの
ぴとづ いぃぃ っはひばふび〬 ぴとづ つどちっとひはのどっ っとちのでづ はて ぴとづ でづのつづひづつ びにづぷのづびび はて ぴとづ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どの
ぜぐづはばぬづ〧び いちどぬべ〢 ぷちび びぴふつどづつ〮 ごとづ つどちっとひはのどっ っとちのでづ はて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っはぬぬはっちぴづつ ぷどぴと ぴとづ
のちねづび ぷちび どのぶづびぴどでちぴづつ ちび ぷづぬぬ〮 ぉぴ どび てはふのつ ぴとちぴ ぴとづ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ふびづつ どの ぜぐづはばぬづ〧び いちどぬべ〢
びとはぷ ち ぴひづのつ はて のづふぴひちぬどぺちぴどはの はぶづひ ぴどねづ〮 えはぷづぶづひ〬 つふひどので ぴとづ ぜぃふぬぴふひちぬ げづぶはぬふぴどはの〢〬
どぴ びとはぷび ち ぶづひべ ねちびっふぬどのづ びにづぷのづびび〬 ちのつ ぴとづ ち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っはぬぬはっちぴづつ ぷどぴと ねちぬづ のちねづび
びとはぷ ち ぴひづのつ はて のづふぴひちぬどぺちぴどはの はぶづひ ぴどね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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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正月》有云：ぜ赫赫宗周，褒姒灭之。〢古往今来，女性作为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的
说法从未停歇。人们对女性的正面形容要么是说其外貌美丽漂亮，要么是形容其性格品行端庄
贤淑，无一不透露着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表和内在的规约与束缚。而对女性的负面形容则强调了
女性之ぜ祸〢ぼぼ妖艳魅惑。因此，从形容词中，我们不但可以知道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和属
性，还可以一窥我们所处的社会对人的ぜ定义〢，当然，这种ぜ定义〢是随时间变化的。
在语法上，汉语的形容词与西班牙语、俄语等屈折语不同，并没有阴性、阳性或中性的语
法范畴形式。但在词汇语义上，和所有语言一样，我们赋予了汉语形容词丰富的语义，而形容
词的语义又可以分为概念义和附属义。概念义，指的是形容词一般属性或本质属性在人的意识
上的概括反映；而附属义指的是人们附加在概念义以外的特定感受 〨黄伯荣和廖序东〬 〲〰〱〷〩。
这种特定感受往往偏向一个特定的概念和群体。例如，当我们使用ぜ帅气〢、ぜ阳刚〢、ぜ威武〢等
形容词时，我们总是会觉得这些形容词更偏向于一个男性形象；而当我们使用ぜ贤惠〢、ぜ漂
亮〢、ぜ妩媚〢等形容词时，我们则总会觉得这些形容词在形容一个女性形象。因此，我们定义形
容词的性别偏度（でづのつづひづつ びにづぷのづびび）为特定形容词词义和男性或女性群体相匹配的程度。
形容词的性别偏度是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构建在语言上的内在体现。我们希望形容词的
性别偏度是中立的、无偏的，但是基于千百年来男权社会对语言使用的浸染，我们在语言使用
过程中会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性别偏见（ふのっはのびっどはふび でづのつづひ ぢどち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等算法的出现，计算机往往会放大这种偏见，而造成在下游应用任
务的结果中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 〨こふの づぴ ちぬ〮〬 〲〰〱〹〩。在现有的研究中，特别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性别偏见现象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
英语的，对于汉语中的性别偏见现象，特别是针对形容词的研究更是接近于一片空白。
本文综合了现在的各种资源，并且利用调查问卷，构建了一个含有〴〶〶个形容词及其性别
偏度、情感信息的数据集ぁぇここ0 （ぁつなづっぴどぶづび ぬどびぴ ぷどぴと ぇづのつづひづつ こにづぷのづびび ちのつ こづのぴどねづのぴ），
不仅仅填补了汉语自然语言处理性别偏见研究中数据集资源缺乏的空白，并且可以应用到未来
汉语性别消偏算法的应用中。在构建数据集后，本文利用いぃぃ语料库中的历时《人民日报》
语料，采用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形容词数据集，考察了不同时代的平面媒体中使用的形容词所
反映出的性别偏度，以及和不同性别姓名搭配的形容词的差异。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以下四
个：
（〱）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是怎样的？是否具有差异？具有怎样的差异？
（〲）具有明显男性和女性性别偏度的形容词有哪些？和情感是否有关系？
（〳）平面媒体中所使用的形容词体现出怎样的性别偏度历时变化？这是否和政治事件、社
会经济发展有所联系？
（〴）形容男性姓名和女性姓名的形容词随时间有怎样的性别偏度变化？

相关工作

社会中的性别角色

语言是社会交际的产物，不仅表达和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 〨こちばどひ〬
〱〹〲〹〻 しとはひて ちのつ ぃちひひはぬぬ〬 〱〹〵〶〩。性别角色是社会构建出来的，而语言则是社会的无形触手，
如同女娲造人一般将个体塑造和区分成男性和女性。因此，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才会对男
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有一个潜在的感知与印象。这一点在婚恋交友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利用婚恋交友网站和平台，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我国当今社会对不同性别配偶的要求，从而
反映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形容和约束。在自我形容上，男性多形容自己为真诚幽默，而
女性则多形容自己温柔大方；在对另一半的要求上，女性更看重男性的身高和年龄且对学历没
有过多要求，希望男性可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而男性更看重女性的样貌和身材，希望女性能
照顾家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对女性ぜ贞洁〢的要求在逐渐减少，女性从对男性的经济能
力有所要求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〨金灿灿和邹泓〬 〲〰〰〹〻 靖元〬 〲〰〰〷〻 聂晶和郭明珠〬 〲〰〱〰〻 孟秀文〬
〲〰〰〸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将女性塑造为一个外表相对重要的持家形象，而将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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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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为一个支撑家庭的主人形象，但这种塑造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而变化
的。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塑造不单单体现在婚恋交友上，更是将性别ぜ密码〢嵌入在语言中。
2.2

语言中的性别信息

2.3

形容词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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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层面来看，既有像芬兰语和土耳其语这样在名词和代词上没有性标记的语言，也有
像英语和瑞典语这样大部分名词没有性标记，人称代词是主要表达性的语言，更有像俄语、西
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这样所有名词、形容词都有性标记，而与其搭配的其他词也有与之对应的性
标记的语言 〨きどっとづぬち ちのつ きはのどっち〬 〲〰〱〷〩，虽然语法上的性标记只是语法范畴，不表达性别的
语义，但是计算机很可能学习了这种标记而造成性别偏见 〨ぇはのづの づぴ ちぬ〮〬 〲〰〱〹〩。而在我们不常
察觉的层面，例如数字中，人们更容易将精确的数字与男性联系起来，而将概数和女性联系起
来 〨杨晨和陈增祥〬 〲〰〱〹〩。
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等一系列算法的出现，人们发
现本应毫无偏见的计算机也ぜ习得〢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偏见，特别是性别偏见。而这主要是因
为计算机放大了语言中暗藏的性别信息。正如上文提到的，像意大利语这样名词和形容词有性
标记的语言，会使计算机训练出的词向量含有性别信息，从而造成结果中含有性别偏见 〨ぇはのづの
づぴ ちぬ〮〬 〲〰〱〹〩。而对于英语这样性标记不发达的语言，在职业词等词汇的词向量中也发现存在
着性别偏见 〨ごちの ちのつ ぃづぬどび〬 〲〰〱〹〻 あはぬふにぢちびど づぴ ちぬ〮〬 〲〰〱〶〩，且词向量中的性别偏见是很难消除
的 〨ぇはのづの ちのつ ぇはぬつぢづひで〬 〲〰〱〹〩，词向量也可以反映社会中性别刻板印象的历时变化 〨ぇちひで づぴ
ちぬ〮〬 〲〰〱〸〻 しづぶづひび〬 〲〰〱〹〩。在关系抽取中，不同的关系抽取出的人物性别不同，如与结婚有关的
关系抽取出的女性更多 〨ぇちふぴ づぴ ちぬ〮〬 〲〰〲〰〩。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原始语料中的性别偏见。
例如，在政治语料库中女性总是与儿童共现 〨かちひどねふぬぬちと〬 〲〰〲〰〩，维基百科中女性的人物传记
多与婚姻和家庭事务有关 〨ぇひちづぬぬび〭ぇちひひどつは づぴ ちぬ〮〬 〲〰〱〵〻 しちでのづひ づぴ ちぬ〮〬 〲〰〱〵〩。而在视觉领域，
不同性别用户发布的图片内容不同 〨ぁぬぶちひづぺ〭ぃちひねはのち づぴ ちぬ〮〬 〲〰〱〸〩，导致视觉语义标注中也存
在性别偏见，如在厨房中的人物总是被识别为女性 〨ずとちは づぴ ちぬ〮〬 〲〰〱〷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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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聚焦到形容词与性别的关系上，我们会发现形容词是衡量社会对男性和女性
角色规约的一个有力抓手。在国外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不同的手段对形容不同性别人群的
形容词进行了刻画，如在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中，分别对与男孩（ぢはべ）和与女孩（でどひぬ）搭配
的形容词从社交、外貌和品行等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〨刘旭阳〬 〲〰〱〷〻 あちにづひ〬 〲〰〱〰〩，而形容男性
和女性的形容词与文体也有很大关联 〨うちびぴ づぴ ちぬ〮〬 〲〰〱〶〩，美剧中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使用的
形容词存在差异 〨张进〬 〲〰〱〰〩，印度宝莱坞电影中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刻画也存在性别差
异 〨きちつちちの づぴ ちぬ〮〬 〲〰〱〸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重大事件的影响，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形容词形
容男性和女性 〨ぇちひで づぴ ちぬ〮〬 〲〰〱〸〩。
汉语中考察形容词与性别关系的研究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包括对教科书中不同性别人物
刻画的形容词的定量分析 〨陈莉娜〬 〲〰〰〵〩〬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形容词的差异 〨王悦
和齐畅〬 〲〰〱〱〩。此外，还包括：利用心理学词表建立中国人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 〨崔红和王
登峰〬 〲〰〰〵〩；通过语料库统计与实验设计的方法，考察汉语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形容词习得过程
中性别知识的习得及发展过程 〨付超〬 〲〰〱〸〩。由此可见，对中文形容词的性别研究缺少一个全
面且深入的刻画。

3
3.1

数 据 集 AGSS
数据集构建

为了尽可能全面的刻画汉语中形容词的性别的情况，我们首先选取了《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 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 〲〰〰〵〩释义中含有ぜ形容人〢的形容
词，共计〱〰〰个。然后又选取了《常用形容词分类词典（第三版）》 〨傅玉芳〬 〲〰〱〰〩中ぜ性格品
行〢、ぜ智慧才能〢、ぜ心情感觉〢、ぜ目光神情〢、ぜ言行举止〢、ぜ行为态度〢、ぜ容貌体态〢、ぜ名声
荣誉〢、ぜ感情友谊〢、ぜ为人处事〢、ぜ健康人生〢、ぜ处境遭遇〢、ぜ贫富俭奢〢、ぜ劳动技艺〢、ぜ声
响音调〢、ぜ正常普通〢这〱〶个部分共〲〰〴〵个形容词。综合这两个词表合并取交集，共得到形容
词〱〹〸〶个。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形容词是否能形容人，我们邀请了〶位语言学专业的标注人员，
分别对这些形容词进行标注，保留了〶位标注者均认为的可以形容人（强调人的固有属性而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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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的形容词，共计〵〵〶个。最后与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 〨陈建美〬 〲〰〰〸〩中的形容词
取交集，共得到〴〶〶个可以形容人的，且含有情感信息的形容词。
为了得到不同人群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我们使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使用ぜ问卷星〢发
放了〱〱〳份网络调查问卷，同时发放了〲份纸质版问卷，共发放了〱〱〵份调查问卷。所有的受调
查者都是自愿参与问卷的填写，并且都可以获得〱〰元人民币的酬劳。调查问卷为五级的李克特
量表，要求被调查者对〴〶〶个形容词（如ぜ伟大〢、ぜ倔强〢、ぜ狡猾〢、ぜ善良〢）进行评分，〱分为
该形容词几乎只形容女性，〲分为该形容词形容女性的稍多，〳分为该形容词形容男性和女性
的程度一样，〴分为该形容词形容男性的稍多，〵分为该形容词几乎只形容男性。同时统计了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和年龄。在调查问卷中同时设计了两道测试选
择题，用以排除被调查者不能认真填写调查问卷的情况，同时排除了作答时间在〶〰〰秒以下的
调查问卷，共得到有效的调查问卷共计〱〰〸份，有效率为〹〳〮〹〱〥。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的人口
学信息见うどでふひづ 〱，其中男性〴〸人，女性〶〰人；〲〰岁以下〱〵人，〲〱〭〳〰岁〴〱人，〳〱〭〴〰岁〹人，〴〱〭
〵〰岁〱〴人，〵〱〭〶〰岁〲〴人，〶〱岁以上〵人。〱〰〸份有效调查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〹〴〹，属于高
信度的调查问卷。整体的平均值为〳〮〱〱，标准差为〰〮〸〷，说明所选形容词在人们整体认知中稍稍
偏向男性。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带有性别偏度的形容词词表数据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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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どでふひづ 〱〺 有效调查问卷的人口学信息
数据集分析

分别计算出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〳〰岁以下群体和〳〰岁以上群体（以〳〰岁为界是因为人数
较为接近）对每个形容词的评分均值，作为该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该值为一个〱至〵区间
的数值，〳为该群体对该形容词的性别偏度为中性，越接近〱说明该群体认为该形容词越偏向女
性，越接近〵说明该群体认为该形容词越偏向男性。然后对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〳〰岁以下群体
和〳〰岁以上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分别进行独立样本ぴ检验，用以刻画不同群体的差异，从而回
答研究问题（〱）。

假定等方差
不假定等方差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う
显著性
〴〮〲〳〶
〰〮〰〴〲

ぴ
〱〮〱〲〲
〱〮〰〷〶

平均值等同性ぴ 检验
自由度 こどで〮（双尾） 平均值差值
〱〰〶
〰〮〲〶〴
〰〮〰〲〷〳〵
〷〸〮〹〴〵
〰〮〲〸〵
〰〮〰〲〷〳〵

ごちぢぬづ 〱〺 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独立样本ぴ检验
男性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为〳〮〱〲，标准差为〰〮〸〷；女性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为〳〮〱〱，标
准差为〰〮〸〷。如ごちぢぬづ 〱所示，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对所选择的〴〶〶个形容词的性别偏度没有统计
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〳〰岁以下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为〳〮〰〸，标准差为〰〮〷〹；〳〰岁以上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
为〳〮〱〴，标准差为〰〮〹〴。如ごちぢぬづ 〲所示，〳〰岁以下群体和〳〰岁以上群体对所选择的〴〶〶个形容词
的性别偏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即〳〰岁以上群体比〳〰岁以下群体认为这些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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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等方差
不假定等方差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う
显著性
〴〮〰〱〷
〰〮〰〴〸

ぴ
〭〲〮〳〶〳
〭〲〮〳〳〶

平均值等同性ぴ 检验
自由度 こどで〮（双尾） 平均值差值
〱〰〶
〰〮〰〲〰
〭〰〮〰〵〶〱〶
〹〲〮〱〷〷
〰〮〰〲〲
〭〰〮〰〵〶〱〶

ごちぢぬづ 〲〺 〳〰岁以下群体和〳〰岁以上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独立样本ぴ检验
偏向男性的程度更深。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年龄与时代是影响人们认知形容词性别偏度的一个重
要因素。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年轻一代人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更加趋向于中性化。
3.3

情感分析

ぴ
〭〲〮〳〶〰
〭〲〮〵〸〰

平均值等同性ぴ 检验
自由度 こどで〮（双尾） 平均值差值
〳〹〹
〰〮〰〱〹
〭〰〮〱〵〱〷〸〱〲
〳〹〸〮〹〷〸
〰〮〰〱〰
〭〰〮〱〵〱〷〸〱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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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等方差
不假定等方差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う
显著性
〱〲〮〷〸〰
〰〮〰〰〰

20

之后，我们计算了调查问卷每个形容词的评分均值，作为该形容词的性别偏度ぇこ，并和大
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体库中相同的形容词的情感极性、情感强度等值进行对比分析，用以回
答研究问题（〲）。
在情感极性方面，〴〶〶个形容词中有〶〲个中性词，性别偏度为〳〮〰〱，标准差为〰〮〴〲；有〲〴〴个
褒义词，性别偏度为〳〮〰〷，标准差为〰〮〷〲；有〱〵〷个贬义词，性别偏度为〳〮〲〲，标准差为〰〮〴〶；
有〳个兼有褒贬义词，性别偏度为〳〮〱〶，标准差为〰〮〷〰。为进一步研究形容词的情感极性和性别
偏度之间的关系，对褒义词和贬义词的性别偏度进行了独立样本ぴ检验，如ごちぢぬづ 〳所示。

ごちぢぬづ 〳〺 褒义和贬义形容词的性别偏度独立样本ぴ检验

情感极性
中性
褒义

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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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ちぢぬづ 〳表明褒义形容词和贬义形容词的性别偏度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贬义形
容词侧重于形容男性的程度更深，且大众对其认知较为一致；而褒义形容词侧重于形容男性的
程度较浅，更侧重于形容中性或女性，且大众对其认知的差异较大。这体现了语言的ぜ社会伪装
性〢，即虽然我们可能会将女性姓名和消极词汇，男性姓名和积极词汇产生内隐联想（どねばぬどっどぴ
ちびびはっどちぴどはの），并通过词向量进行测试得到了确认 〨ぃちぬどびにちの づぴ ちぬ〮〬 〲〰〱〷〩，但是在正式场合语
言总是倾向于对相对弱势的群体，体现在形容词上，则为近年来，女性总是被形容为ぜ美好
的〢 〨あちにづひ〬 〲〰〱〰〩。下面再具体来看一下形容男性和形容女性的典型褒义、贬义和中性的形容
词都有哪些。
女性（ぇこ小于〲）
羞羞答答，羞答答，柔弱
娇媚，妩媚，柔媚，贤
淑，俏丽，水灵灵，娴
静，贤惠，丰腴，娇羞，
温婉，美丽，妖娆，丰
满，端庄，苗条，漂亮，
心灵手巧，颖慧，清纯，
文静，乖巧，坚贞，灵巧

泼辣，纤弱，娇贵，骄矜

男性（ぇこ大于〴）
高大
憨厚，刚毅，斯文，
健旺，肥壮，儒雅，
清俊，强健，威风，文
质彬彬，勇猛，神勇，
健壮，英武，帅气，
健硕，刚健，精壮，
威武，壮实，魁伟，
勇武，英俊，雄健，壮
硕，魁梧
窝囊，老谋深算，荒
淫，凶暴，下流，流
气，猥琐

中立（ぇこ等于〳）
懒洋洋，心急
友善，开朗，谨慎，虚
心，无私，认真

糊涂

ごちぢぬづ 〴〺 典型的形容男性、女性和中性的不同情感极性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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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ごちぢぬづ 〴可以看出典型形容女性的褒义词大多强调女性的外貌和神态，对女性内在精神品
质的形容则集中在表现女性的贤良淑德，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认可和规范；而典型形容男性的褒
义词则强调男性身体的强壮；典型形容男性和女性的贬义词则强调其性格特征上的缺失。在英
语中，积极的形容词总是用来形容女性的身体而非男性的身体 〨えはべぬづ づぴ ちぬ〮〬 〲〰〱〹〩。人们普遍
对于女性的外表更加关注，更加在乎女性给人们带来的审美上的愉悦，说明女性这一形象是被
物质化的，人们对女性的评价也多为褒义，充满了对女性的欣赏与喜爱 〨刘旭阳〬 〲〰〱〷〩。这些
现象无不表明了女性角色长期是被社会约束的，女性总是被期待成为一个美好的形象，拥有良
好的品行，而对男性则没有如此的社会期许 〨こふぺちののづ〬 〲〰〱〴〩。

ぇこ

情感强度

ぇこ
〱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〴〶〶
〮〱〲〳〪〪
〮〰〰〸
〴〶〶

情感强度
〮〱〲〳〪〪
〮〰〰〸
〴〶〶
〱
〴〶〶

〪〪〮 在〰〮〰〱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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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ちぢぬづ 〵〺 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和情感强度的相关性

语料库分析

4

20

最后我们对每一个形容词的性别偏度和其情感强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如ごちぢぬづ 〵。结果
显示皮尔逊相关系数为〰〮〱〲〳，ば值小于〰〮〰〱，表明形容词的性别偏度和情感强度呈显著的正相
关。这就表明：倾向于形容男性的形容词，其表达的情感也就相对强烈；而倾向于形容女性的
形容词，其表达的情感也就相对柔缓。这同样符合我们对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认知：男性
似乎总与强烈的力量挂钩，而女性则给我们一种柔和中庸的情绪。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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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全部来源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中心1 研制开发
的いぃぃ动态流通语料库，为了较为全面的刻画形容词性别偏度的历时变化，我们选取了〱〹〴〶年
至〲〰〱〸年全部的《人民日报》语料。然后，利用ばべぴとはの的などづぢち包对文本进行分词、词性标注等
预处理。在这里，为了提高对文本中姓名识别的准确率，我们将一个含有〷〶〷〸〴〵个姓名的词
表2 加入分词程序的自定义词典中。
形容词性别偏度与政治经济

在得到了〴〶〶个形容词的性别偏度ぇこ后，我们统计了这些形容词在分词并进行词性标注后
的历时《人民日报》语料中的词频。排除了词频总数为〰的形容词，最终剩余〲〵〶个形容词。
然后分别计算每一年《人民日报》语料的总体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づのつづひづつ こにづぷのづびび はて ぅちっと
すづちひ，ぇこぅす），计算公式见公式〨〱〩。
GSEY 〽

256
X

GS ∗

i=1

Ni
N

〨〱〩

其中，ぎ为该年《人民日报》语料中〲〵〶个形容词的总词频，ぎi 为第ど个形容词在该年《人
民日报》语料的总词频。得到的每年的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ぅす也为一个〱至〵之间的数。若该年
的总体性别偏度ぇこぅす接近于〳，则该年《人民日报》使用语言中的形容词偏向中性；若该年的
总体性别偏度ぇこぅす接近于〵，则该年《人民日报》使用语言中的形容词偏向男性；若该年的
总体性别偏度ぇこぅす接近于〱，则该年《人民日报》使用语言中的形容词偏向女性。根据〱〹〴〶年
至〲〰〱〸年每年《人民日报》的总体性别偏度ぇこぅす，我们绘制出一条反映《人民日报》所使用
形容词性别偏度变化的折线うどでふひづ 〲。对这条折线和数据加以分析，回答了研究问题（〳）。
1
2

http://cnlr.blcu.edu.cn
https://github.com/wainshine/Chinese-Names-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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ぇこぅす
〱
〶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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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〱〴
〶〵
〭〮〳〱〳〪
〮〰〱〱
〶〵
〭〮〲〷〰〪
〮〰〲〹
〶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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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ぇいぐ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皮尔逊相关性
こどで〮〨双尾〩
个案数

人均ぇいぐ增速

ぇいぐ总量
〭〮〳〰〴〪
〮〰〱〴
〶〵
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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ぇこぅす

20

うどでふひづ 〲〺 《人民日报》总体性别偏度ぇこぅす历时变化

〶〵
〱〮〰〰〰〪〪
〮〰〰〰
〶〵
〮〰〹〳
〮〴〶〰
〶〵

人均ぇいぐ
〭〮〳〱〳〪
〮〰〱〱
〶〵
〱〮〰〰〰〪〪
〮〰〰〰
〶〵
〱
〶〵
〮〰〹〸
〮〴〳〷
〶〵

人均ぇいぐ增速
〭〮〲〷〰〪
〮〰〲〹
〶〵
〮〰〹〳
〮〴〶〰
〶〵
〮〰〹〸
〮〴〳〷
〶〵
〱
〶〵

〪〮 在〰〮〰〵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在〰〮〰〱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ごちぢぬづ 〶〺 每年《人民日报》总体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ぅす）和每年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性
うどでふひづ 〲显示《人民日报》所使用的形容词整体上呈现偏向性别中性化的趋势，但其中没
有任何一年的值等于或小于〳，说明其使用的形容词还是偏向男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折线
中，自〱〹〶〳年开始，至〱〹〷〹年止，出现了一个波动的峰值，这反映了政治活动对语言性别偏度
的影响。〱〹〶〶年至〱〹〷〶年为ぜ文化大革命〢时期，从ぜ文革〢前期开始，《人民日报》就成为了ぜ文
革〢的对外宣传窗口，一直受ぜ文革〢高层人员的控制，因此折线在〱〹〶〳年至〱〹〶〹年达到了第一
个峰值，说明这一时期的语言偏向男性风格的意味十分浓重，例如，ぜ伟大〢这一偏向男性的形
容词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词频的顶峰。但在〱〹〷〲年，周恩来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争
取新的胜利》以及《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一系列批评ぜ左倾〢的文
章，《人民日报》开始出现了ぜ反文革〢的声音，因此在〱〹〷〲至〱〹〷〴年折线到了一个ぜ鞍部〢，这
一时期的语言偏向男性的程度有所缓和，ぜ伟大〢等偏向男性的形容词词频大幅度下降，而偏向
女性的ぜ亲切〢、ぜ友好〢等形容词的词频则有所上升。然而〱〹〷〶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
《人民日报》再次被ぜ文革〢分子掌控，尤其在ぜ天安门事件〢中起到了极其不好的影响，〱〹〷〷年
《人民日报》仍有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强调ぜ两个凡是〢方针，因此这两年折线又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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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小高峰，显示语言又重新返回了偏向男性程度较重的风格，ぜ伟大〢等偏向男性的形容词
词频也重回高峰，但没有达到之前的峰值。〱〹〷〸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ぜ文化大革
命〢时期基本结束，折线也有所回落，趋于平缓，显示男性化的语言风格有所减弱，同时也开始
出现ぜ贤惠〢、ぜ娇媚〢等一系列极偏向女性的形容词。
通过重大政治事件和折线的关系，我们认为激进的政治主义可能会导致使用带有较为强
烈的男性性别偏向的语言用法倾向。学者通过研究政治语言中的隐喻，发现激进政客所使用
的语言中的隐喻具有男性风格 〨かちぴとぬづづの〬 〲〰〰〹〩。而与战争有关的政治活动也被视为是ぜ纯粹
的〢男性主义活动 〨しどぬびはの〬 〱〹〹〲〩。ぜ文化大革命〢期间语言使用的一个显性特征就是军事词语
（如ぜ胜利〢、ぜ斗争〢、ぜ敌人〢）的大量使用，而粗野词（如ぜ砸个稀巴烂〢、ぜ去死〢）和政治词
语（如ぜ批斗〢、ぜ红色〢）的使用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也达到了顶峰；此外，ぜ批斗〢、ぜ文
革体〢等语言风格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〨刁晏斌〬 〲〰〰〶〻 周有光〬 〱〹〹〵〻 郑也夫〬 〱〹〹〳〻 邱明波〬
〲〰〰〸〩。总体来看，这些语言特征都与ぜ文化大革命〢时期的暴力和激进崇拜有关 〨李逊和裴宜理〬
〱〹〹〳〩，而男性主义往往也是和力量有关的。
语言中的性别偏度除了与政治活动有关外，还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 过うちっづぢははに测 量 的 性 别 差 异 衡 量 指 标 和 该 国 的 经 济 水 平 、 教 育 、 健 康 等 指 数 呈 现 相 关
性 〨ぇちひっどち づぴ ちぬ〮〬 〲〰〱〸〩。因此我们分析了〱〹〵〳年至〲〰〱〷年的《人民日报》的总体形容词性别偏
度ぇこぅす和国家统计局3 发布的〱〹〵〳年至〲〰〱〷年的我国ぇいぐ总量、人均ぇいぐ和人均ぇいぐ增速的
相关性，如ごちぢぬづ 〶。结果发现每年的总体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ぅす和ぇいぐ总量（皮尔逊相关系数
为〭〰〮〳〰〴，ば值为〰〮〰〱〴）、人均ぇいぐ（皮尔逊相关系数为〭〰〮〳〱〳，ば值为〰〮〰〱〱）和人均ぇいぐ增速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〲〷〰，ば值为〰〮〰〲〹）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如果使用的形容词越偏向于中
性或者女性，那么该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这意味着性别越平等时期的经济发展较好。
形容词性别偏度与姓名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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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利用ばべぴとはの程序抽取了ぜ形容词数据集中的形容词〫（的）〫姓名〢这样的搭配
组。计算机自动抽取后，经由人工判断每一个搭配中的姓名在原始语料中出现时是否是人名，
保留为人名的搭配，并在原始语料中判断该姓名是男性姓名还是女性姓名，进行标注。将最后
的搭配进行一系列计算分析，用以回答研究问题（〴）。
为了观察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搭配组和与女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搭配组的丰富程度，
我们分别计算了两者的型例比（ごべばづ〭ごはにづの げちぴどは，ごごげ），计算公式见〨〲〩，其中ごべばづ为搭
配的型符数，ごはにづの为搭配的例符数。为了消除例符数规模的影响，我们随机抽选出与女性姓
名搭配组例符数量相等的男性姓名搭配组，并进行计算。经计算得，女性姓名搭配组的型例比
为〰〮〹〸，而男性姓名搭配组的型例比为〰〮〷〵，说明形容女性的形容词较形容男性姓名的形容词更
加丰富。我们又绘制了不同性别姓名搭配组的词云图（均在形容词后加入ぜ的〢以便于理解），
如うどでふひづ 〳所示。
TTR 〽

T ype
T oken

うどでふひづ 〳〺 男性姓名搭配组（左）与女性姓名搭配组（右）词云图
3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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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只计算了每年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づのつづひづつ こにづぷのづびび っはぬぬはっちぴ〭
どので ぷどぴと きちぬづび〧 ぎちねづび，ぇこきぎ），计算公式见〨〳〩。
GSM N 〽

n
X

GS ∗

j=1

N Nj
NN

〨〳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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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该年与男性姓名的搭配组共有の组，ぎぎ为该年的搭配组中男性姓名的总数，ぎぎj 为
该年第な个搭配组形容词的总词频。得到的每年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ぇこきぎ也为一
个〱至〵之间的数。若该年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接近于〳，则该年形容男性的形容词
接近中性；若该年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接近于〵，则该年形容男性的形容词接近男
性；若该年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接近于〱，则该年形容男性的形容词接近女性。

うどでふひづ 〴〺 与男性姓名搭配的形容词性别偏度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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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どでふひづ 〴反映了与男性姓名搭配，形容男性姓名的形容词的性别偏度的历时变化趋势，我
们可以看出整体上形容男性姓名的形容词从过去具有典型男性偏向的形容词到现在偏向中性甚
至女性的形容词。这表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形象的认知也有所转
变，男性不一定要符合传统的ぜ阳刚〢、ぜ威武〢的特征，也可以ぜ温柔〢与ぜ可爱〢。
排名
〱
〲
〳
〴
〵
〶
〷

形容男性姓名的形容词
伟大
狡猾
憨厚
聪明
杰出
倔强
顽强

形容女性姓名的形容词
倔强
善良
不幸
顽强
柔弱
漂亮
乐观

ごちぢぬづ 〷〺 形容男性姓名和女性姓名的高频形容词ごくぐ〷
ごちぢぬづ 〷列出了形容男性姓名和形容女性姓名最多的〷个形容词，也可以看出这些形容词都
是侧重于形容人的性格特征，但对于女性来说，还包括了其外貌特征。うどでふひづ 〵则反映了形容
男性姓名和女性姓名最多的形容词ぜ伟大〢和ぜ倔强〢的词频历时变化。这可以体现出社会从关
注ぜ伟大〢的男性到关注平凡普通的男性个体，并且越来越关注女性独立的个性。うどでふひづ 〶则表
明了过去平面媒体对人物的形容比较集中，主要为了体现伟人的引领作用，是一种集体主义精
神的展现，如ぜ伟大的毛泽东〢，ぜ伟大的马克思〢；而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则关注到了每一
个个体，且对不同个体的形容也体现了差异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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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どでふひづ 〵〺 男性姓名前搭配ぜ伟大〢（左）和女性姓名前搭配ぜ倔强〢（右）的词频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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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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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どでふひづ 〶〺 搭配组数标准差的历时变化

本文利用调查问卷和语料库的方法全面考察了汉语中形容词性别偏度的历时变化。本文的
主要贡献有：构建了一个包含性别偏度的形容词数据集ぁぇここ，可服务于未来的自然语言处理
性别偏见消除任务；考察了不同群体的形容词性别偏度的差异并将形容词的性别偏度和其情感
极性、情感强度联系起来；利用历时《人民日报》语料研究了不同时期的形容词性别偏度的差
异，并和政治事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相联系，得出结论：ぜ文革〢期间呈现极偏向男性的语言风
格，使用性别更平衡的形容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和不同性别的姓名搭配的形容词
的历时变化，可以反映出我国的媒体从关注具有引领作用的伟人〨〢伟大〢〩到关注社会中的平凡
却又独特的个体（ぜ倔强〢）的转变。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阿金》中曾写道：ぜ我一向不相信昭君
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
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
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〨鲁迅〬
〱〹〷〳〩。〢或许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了以一个人本身的特点而对其进行评价，而非利用群体的特
性对其进行概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走入了性别平等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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