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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厉害了x”作为一种流行构式 ，满足了语言交际的需要。“X”一般为 NP和句子；“厉害”变 

异为：述补结构、动词、名词和主谓结构。“厉害”的语义泛化表现为主体范围和语义色彩的扩大；信息焦点 

在“厉害”，主要用于网络口语和网络书面语的语境中；该构式是为了更高程度地表现说话人对对方称赞的 

情感，使表达更为简洁、省力 ，满足生动表达的需要。传播渠道多元化、网民的从众心理促使“厉害了 X”构 

式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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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18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7)》，“厉害了 ，我 的 

哥!”人选 2016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流行语“厉 

害了，我的哥!”不仅风靡网络，同时也频繁地出 

现在广告宣传、商品推广、娱乐节目，甚至是新闻 

标题中。如今，“厉害了，我的哥!”及其相关构式 

在网络语言生活中使用极为普遍。 

“厉害了，我的哥!”构式最初源于一名中学 

生在军训时玩游戏被教官没收了手机，教官在继 

续帮他玩游戏时表现得非常厉害。陈述对象主 

体将其编码为“厉害了，我的哥!”，赞赏中不乏调 

侃与诙谐。该构式在网络语言生活中越来越活 

跃，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向志敏[1]88、张静[2]6卜娟、 

王东营[3]1 _1拍、文婕[4]1 _1 分别从结构的变体、 

句法结构、语义特征、流行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本文以“厉害了 X”构式及其结构变体为研究 

对象，运用构式理论，主要从“X”的类型、“厉害” 

的语义指向、变异及语义泛化、语用功能、修辞效 

应等维度重新审视“厉害了 X”构式的特点，并分 

析该构式迅速传播的动因。为了便于讨论，我们 

将“厉害了，我的哥!”及其衍生形式记作“厉害 

了 X”。 

一

、“厉害了 ’的构式判定及“x，，的类型 

(一)“厉 害了 X”的构式判定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 

换句话说，构式本身具有独立的整体意义，其整 

体意义不等于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像“承让了 

我的弟 ‘萌翻了我的妹’’“本事了我的儿”等形 

式，它们的意义显然不是组成成分义的简单相 

加。前者“承让了我的弟”可以概括为“V 了我的 

N”，“V”和“我的 N”构成动作与受事关系，但 

“我”和“N”并不具有真正的领属关系。之所以这 

样表达，是为了拉近与陈述对象的距离。后两者 

“萌翻了我的妹 ”和“本 事 了我 的儿”可 以概括 为 

“A了我的 N”“N了我的 N”形式。“萌翻”用作使 

动，即“使我的妹萌翻了”；而“本事”则是名词用 

作动词，“我”和“儿”具有实际意义上的领属关 

系。从语用信息的传递来看，三者都表达了对陈 

述对象的一种赞美 与赞叹。 

我们知道，任何语言形式只要它的形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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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或功能的某些方 面是不可预测的，就可称之为 

构式。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厉害了 x”所表达的 

赞美语用信息 ，仅从“厉害 了 X”表达式 自身组成 

成分是无法推知的，用常规 的语法规则更是无从 

解释 。这充分体现 了该 表达式在语义和语用上 

的不可预测性 。据此 ，我们将“厉害 了 X”表达式 

称为“构式”。 

(二 )“X”的类 型 

构式语法认为 ，构式整体与构成要素之 间存 

在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构式的整体意义会整 

合进入该构式构成要素的意义和功能，同时构成 

要素的性质及变化也会影响构式整体意义 的形 

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厉害 了 X”构式的构成 

要素进行分析。 

在“厉害 了 X”构式 中，“X”的结构类 型有 两 

种 ：一是名词性词组 ，二是句子 。 

1．X为 NP 

①厉 害了晋江企业 !(《福建 日报 》 

2016年 11月 9日) 

②厉 害了我 的国足。(南方 网新 闻 

2017年 3月 23日) 

当“X”为名词性成分时 ，与“厉害了”构成 了 

主谓关系 。因语 用需 要，“厉 害 了”临 时易位 至 

“X”前 ，形成倒装句 。强调 X“能力突出，表现优 

秀”。例①表达了对晋江企业发展的赞美和感 

叹；例②则表达了对国足精彩表现的赞美。 

不过，有时人们为了诙谐幽默 ，追求新 奇，也 

会常常把“我的”换成“word”。如 ： 

③ 厉 害 了 word哥 !(搜 狐 财 经 

2017年 1O月 31日) 

运用了谐音替代的方法，用“word”替换“我 

的”，增添了交流方式的时尚趣味性 。 

2．X为句子 

然而，多数情况 X为句子 ，与“厉害了”不构 

成直接的句法关系。 

④厉害了，这个新区比雄安更值得深 

圳人关注!(搜孤财经 2017年 4月6日) 

⑤厉害 了!大学生徒步跑 7O公里 

回家原因竟是晕车!(网易新闻2017年 

10月 2日) 

⑥厉 害 了!你 想 了解“最”全茶饮 

干货都在这 里!(搜狐 美食 2017年 12 

月 3日) 

以上我们不能通过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推 

导出构式义，而构式整体表达了惊叹和赞美，包 

含了对 X的主观评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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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厉害了 X”构式的语义特点 

(一)从主观性视 角分析“厉 害 了 X”构式 

认知语 言学认 为 ，“句法格式是 对经验 的编 

码 ，是储存在长期记忆 中的特定构式。构式被认 

为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构式本身可以传达某种 

要表达 的概念内容，并根据它们的语 义和句法结 

构 以及语用适用性得 以具体化 。,~E5328据 此，我们 

来考察流行构式“厉害了 X”，发现构式不仅是形 

义结合体，更是特定功能的匹配体 。“厉害 了 X” 

构式 已经成 为表达 赞美语用功 能的一种 编码形 

式，构式本身具有格式的语义功能，表达了说话 

者的主观态度，传递的是一种对表达主体的高度 

评价。如“厉害了我的‘双 ll’’“‘美 死了我的姐” 

“厉害了我的瑜伽”等，满足了不 同语境下主观评 

价性语义功能的需求。 

关于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 ，沈家煊曾提 

出“语言不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式思想，还要表达言 

语主体即说话人的观点、感性和态度”[6]2鹋 。沈 

先生认为，在人们 日常交际的“话语中多多少少总 

是含有说话人 ‘自我 ’的表现成分 。”而本 文所讨 

论的“厉害了 X”构式 ，正是利用特殊 的建构机制 

彰显 了语 言表达 的“主 观性”和 “主观 化”特征 。 

“厉害了”的倒装和“我的 N”的非领属关系 ，彰显 

了表达者的立场、态度和情感。总而言之，“厉害 

了 X”构式已经成为传递表达者情感态度的积极 

评价性建构，构式的整体也 由此成 为表达 主观评 

价义的范式。 

(二)“厉 害”的语 义指 向 

1．“厉害”直接指向“X”，如 ： 

⑦厉害了我的呼伦贝尔。 

例⑦ 中，语义直接指 向“我的呼伦贝尔”，表 

达的是对呼伦贝尔上榜中国氧吧城市的赞美。 

2．“厉害”指 向构式后的句子 ，如 ： 

⑧ 厉 害 了我 的哥 ，西红 柿 还 能 这 

样 吃 ? 

⑨厉 害 了我 的哥 !点 下 鼠标 就 能 

注册公 司 ! 

例⑧“厉害”指向“西红柿还能这样吃”这件 

事，表达西红柿还有新的吃法这件事令人惊讶； 

例⑨“厉害”指向“点下鼠标就能注册公司”这件 

事 ，表达注册新公司的过程变得省时省力这件事 

令人赞赏。上述构式中，与其说“厉害”指向构式 

后的句子，不如说是“厉害了我的哥”整个构式语 

义指向后面 的句子 。“我 的哥”由特 指变成非特 

指，意义虚化了，泛指任何人和事，和“厉害了”语 

块意义融合在一起，整个构式已经具有熟语化倾 



向，表达性状程度量超过了主观认定 的有限范 

围。“厉害了我的哥”整个构 式表达一 种强烈感 

叹语气 。 

3．“厉害”同时指 向“X”和构式后的句子 ，如： 

⑩厉 害了我的妹 ，慈溪女 孩徐 红摘 

得 两枚 亚锦 赛金牌!(新浪博客) 

例⑩“厉害”同时指向“我的妹”和“慈溪女孩 

徐红摘得两枚亚锦赛金牌”这一事件，“我的妹” 

和“慈溪女孩”同指 ，“厉 害了我 的妹”构式 表达 了 

对慈溪女孩徐红夺得两枚金牌的称赞。 

(三)“厉 害”的变异 

除了“厉害”，还有一些谓词性短语和名词也 

可以进入构式，代替“厉害”。主要表现为以下 4 

种情形： 

1．述补结构+了+X。这类述补结构是 由性 

质形容词充任的述语 、补语 为程度补语 的述补结 

构。形容词和补语一般都为单音节词，且述语不 

带“得”。如“萌坏 美死”“棒呆”等。 

⑩萌坏了我的妹 。 

⑩美死 了我的姐 。 

2．动词+了+X。能够进入该格式的动词是 

个较为封闭的类，常见动词主要 为“承让”“言 

重”等。 

⑩ 承让 了我的弟。(《近报))2016年 

12月 14日) 

⑩言重了我的儿。(微博) 

3．名词 +了+X。能进入该格式的名词也是 

一 个封闭的类，常见名词为“本事”“出息”。 

⑩本事了我的儿。 

⑩ 出息了我的弟。 

此格式其实可以看作是“述宾结构+了+X” 

的省略形式，即其完整形式应为“长本事了我的 

儿”“长／有出息了我的弟”，构式省略了“长／有”。 

也可以看作是名词动用。 

4．主谓结构+了+X。能进入该格式的常见 

主谓结构为“翅膀硬了”。 

⑩翅膀硬 了我的儿。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厉害了 X”构式的高 

频使用，使得个别动词、名词和主谓结构在特定 

语境下临时获得了类似“厉害”的功能，这是构式 

压制词汇的结果。但该构式能够选择的动词、名 

词、主谓结构的用例极少 ，泛化现象并不典型。 

(四)“厉 害”的语义泛化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厉 

害”为形容词，有三个义项：①难以对付或忍受； 

剧烈；凶猛。②严厉，也作利害。③ 了不起。可 

以看出，“厉害”通常用来评价有生主体行为的结 

果，是含有褒贬等评价色彩的词语。 

然而，在“厉害了 X”构式 中，“厉害”的语义发 

生 了泛化。“语义泛化”是指 词语在保 持越来越 

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 

方式，将越来越多 的对 象纳人 自己的指谓 范 

围[7 。“厉害”随着流行扩散发生的语义泛化，主 

要体现在主体范围和语义色彩方面。 

1．主体范围扩大 

表现为行 为对 象的主体 不再局 限于有生物 

体，还可扩大到无生命的事物或事件。如： 

⑩厉 害了我的娃。 

⑩厉害了我的神舟十一号。 

④ 厉 害 了，苏 州 GDP 江 苏 第 一! 

(《今 日苏州》微信公众 号 ，2017年 7月 

28 日) 

以上“厉害”的行 为对象 主体 由最初 的有生 

物体(如例⑩)，扩大到了无生命的事物及事件 

(如例⑩、④)，突破了原有主体使用范围的限制。 

2．语义色彩扩大 

“厉害了X”构式的语义色彩通常情况下为褒 

义 ，但也有表示讽刺的贬义色彩。 

③厉害 了我 的故 宫!(《中 国文化 

报 ))2017年 2月 24日) 

@厉 害了我的哥 ，手刹也不放就这 

样 开车上路 了。 

例⑨中“厉害了我的故宫!”是一篇文章的标 

题，表达的是因故宫加强文物保护，优化游客服 

务 ，赢得 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例@表达的是 

对不放手刹就开车行为的讽刺 ，带有讽刺 的贬义 

色彩 。 

三、“厉害了 X”构式的语用功能 

(一)“厉 害了 X”的构式义及其构成成分 

“厉害了 X”构式的语义为：主体性+已然性 

+程度高。其中表达的主体是指 X，已然性是指 

构式所表述的事件已经完成，程度高是指整个构 

式表达了很高程度 的称赞、惊叹等心理感受。该 

构式所表达的心理感受是主观的，源于说话人自 

身感受。心理感受的程度量值是高量，即说话人 

对主体 X某方面性状做出高量值的评价。综上， 

我们把“厉害了 X”的构式义提炼为：主观评述性 

的高程度量。 

1．主体的语义成分 

(1)主体部分是人物，如： 

④厉 害了我的娃。 

(2)主体部分是事物，如： 

@厉害了我的神舟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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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体部分是 国家或地 区，如： 

⑤厉害了我的中国。 

(4)主体部分是事件，如： 

④厉 害 了，苏州 GDP江苏第一! 

(《今 日苏州》微信 公众 号，2017年 7月 

28 日) 

可见 ，构式允许 的主体成 分主要包括 人物 、 

事物、国家或地区、事件等 ，这也构成 了构式 在表 

达对象上的范围限制 。 

2．事件的已然性 

构式表达的都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事件，如： 

◎厉 害 了!这 家创 业公 司让智 能 

家居“生 态梦”梦 想照进现 实!(《中 国 

知识 产权报》，2017年 8月 2日) 

3．表达高程度量 

“厉害了X”构式突显的是主观程度量，蕴涵 

高程度量的语义信息。 

⑦厉 害 了我 的大 飞机 !英文主 流 

媒体集体点赞 C919首飞! 

(二)从 信 息结构视 角分析“厉 害了 X”构式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传递信息。信息是一个已 

知的或可预测的与新的或不可预测的成分之间相 

互作用的过程，句子的信息是一个由两种单位构成 

的结构，即“新信息和已知信息”[8]。聃。已知信息是 

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已经知道的信息，新信息是说话 

者认为听话者不知道的信息 ]2曲。语言信息结构 

就是指“用语言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信息结构”[g 。 

“以什么为话题”“以什么为语言信息焦点”是信息 

结构的重要内容。“话题”就是谈论的对象，就是 

“已知信息”；“信息焦点”是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 

“新信息”。一般说来，根据尾重原则，“在句子信息 

结构中，未知信息单元一般位于已知信息单元之后 

成为信息结构的常规焦点，如果位于已知信息单元 

之前，必须有标记。”L9]5 

我们以下面三个例句为例 ，从信息结构视角 

分析“厉害了 X”构式 。 

③厉害了，我的哥 ! 

⑦厉害了，我的国!可燃冰采集技术 

世界第一，还有 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国利器! 

(茂名传媒论坛，2017年 5月 19日) 

⑨ 中国军工专家一 句话令美军打寒 

颤，神秘利器崛地而起!厉害了我的大中 

国!(《全球军事栏》，Z017年 6月3日) 

例◎原形为“我的哥厉害 了!”“我的哥”是话 

题，是已知信息；“厉害了”是要传递的信息，是未 

知信息 ，是信息焦点。“厉 害了，我的哥 !”通过倒 

装将信息 焦点 提前 ，已知信 息单元 “我 的哥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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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突出强调“厉害了”，易位就是标记。 

例⑦和例⑨是“厉害了X”构式作为语块出现 

在语段中，根据构式的位置可以判断信息焦点。例 

④“厉害了X”构式在前，“可燃冰采集技术世界第 

一

，还有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国利器!”后置，说明“我 

的国为什么厉害”是信息焦点；例⑨“厉害了 X”构 

式在后，“中国军工专家一句话令美军打寒颤，神秘 

利器崛地而起!”在前，说明“我的大中国很厉害”是 

说话人想传递的重要信息，是信息焦点。 

(三)从语 用环境分析“厉 害 了 X”构式 

语用学主要研究制约语言使用的各种条件， 

而语境正是制约语言使用的一个主要条件[10]。铀。 

“厉害了X”构式的使用语境主要有两种： 

1．用在网络口语交际语境中 

“厉害了 X”构式 因其具有“赞赏中饱含调侃 

诙谐 ‘诙谐中又透着亲切和温暖”[11] 的特点，在 

微信、微博等交际平台中为广大网民所喜爱，热 

度有增无减。如“乒乓球还能这么玩?厉害了我 

的哥 !”“厉害了我 的姐，新 医学姐手绘 医学笔记 

登上微博头条”“厉害了我的爷 ，90岁了还能唱小 

曲!”等等。“我的哥”“我的姐 ”“我的爷”等 亲属 

称谓并不是说话人真正的亲属，但在网络语言中 

使用拉近了和受众的心理距离，亲密性增强。 

2．用在网络书面语中 

第一，在文学语体中。网络小说是网络文学 

的主要形式 ，与一般 的小说 比起 来 ，网络小说 的 

语法更接近 口语并充斥着网络流行语 。“厉害 了 

我的哥”就是 目前 网络文学的热频词 。2017年 S 

月22日，在《起点中文网》键入“厉害了我的⋯⋯” 

关键词 ，可以得到 338部相关作品 ，其 中有多部是 

以“厉害了 X”构式作为小说题 目，如： 

⑦《厉害了我 的皇贵妃 》 

⑦《良师益夫：厉 害了，我的师父》 

在《百田网》键人“厉害了我的⋯⋯”关键词， 

可以得到36部相关作品，其中也有多部是以“厉 

害了 X”构式作为小说题 目，如 ： 

@《厉害了我的 系统》 

⑦《厉 害了我的三十六计》 

如今 ，越来 越 多 的 网络小 说 内容 中 出现 了 

“厉害了 X”构式，在互联网时代 ，网民对语言的选 

择和使用是对现实生活诉求 的反 映，“厉害 了 X” 

构式发展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已经在文学语体 

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在政论语体中。“厉害了X”网络流行 

语如今已频繁出现在政论语体中。2017年 5月 

22日，在人民网键人“厉 害了我的⋯⋯”关键词 ， 

可以得到 11项搜索结果。其 中 ，《人民 日报》有 6 



期使用 了“厉害了 X”构式，如： 

@厉 害 了我 的 国!(《文风 改进 永 

远在路上》2O17年 2月18日第 6版) 

⑦厉 害 了我 的两会 (《两会 融报 道 

满目新装备》2017年 3月 15日第 14 

版 )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有 5期使用了“厉害 

了 X”构式 ，如 ： 

@厉 害 了我 的 大广 州!(《花城 发 

出过年 “创意邀请 函”》2O17年 1月 11 

日第 11版 ) 

@厉害 了我 的京 津冀 !(《网友 热 

议“厉害 了，我 的京津冀”》2017年 2月 

24日第 5版 ) 

在《光 明 网数 字 报 》中键 人 “厉 害 了 我 的 

⋯ ⋯ ”关键词，可以得到 252项搜索结果。如： 

⑩厉 害了，我 的 中国文化 !(《光 明 

融媒体：“十八般 武 艺”亮相 两会 》2017 

年 3月 15日第 8版) 

⑩厉 害了，我 的通信我 的兵 !(《厉 

害了，我的通信我的兵!}2017年 5月 18 

日第 1版 ) 

除此之外，在其他报纸、官网、官微上还有很 

多使用“厉害了X”构式的情况，如：在央视网键入 

“厉害了我的⋯⋯”关键词可以得到 4O项搜索结 

果；在《中国日报》中文网可以得到68项搜索结果 

等等。 

由此可见，“厉害了 X”构式在文学语体和政 

论语体中已应用得越来越广泛。文学语体中使 

用“厉害了 X”构式，可以增加文学作品的亲切感 

与时尚感。在政论语体中使用网络流行语的现 

象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表明政府正在 积极转变与 

民众的沟通方式，说明政论语体向着更加生动、 

有趣、亲民的方向发展。在大众印象 中，新闻报 

道大都以严肃正式、枯燥乏味的方式向民众传递 

着政策和信息。这种与民众的沟通方式难免会 

给人一种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受。如 

果在新闻报道以及官方微信、微博上，以更加轻 

松愉快的沟通方式与民众进行交流，政府工作会 

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政论语 

体中使用网络流行语“厉害了 X”构式，非但不会 

影响新闻报道的严肃性和正统性，反而更加拉近 

了民众与政府的距离，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亲切 

与活泼，有利于政府工作的推进和实施。 

四、“厉害了 X”构式的修辞效应 

如前所述，“厉害了X”构式源于一个故事，随 

后在 网络得到快速传播 ，其 出现具有一定 的临时 

性，这种偶发的、目前还没有稳定存在的语言现 

象正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厉害了x”其实正是 
一 个修辞构式，人们在特定的网络语言环境中使 

用它，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 
一 种结构发展成为修辞构式是为了实现某 

种特定的修辞动因。“厉害了X”修辞构式主要为 

了实现三种修辞动因：一是更高程度地表现说话 

人对对方称赞的情感。“厉害了”前置，是为了突 

出说话人所要传递的赞叹的心理感受。如，“厉 

害了 ，我们的中国队!”是为了强调对 中国队优异 

表现的赞美之 情。二是 源于对 现实生活变化 生 

动表达的需要。个人生活、社会发展变化 日新月 

异，语言生活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构式来表达这种 

变化。三是表达简洁、省力。“厉害了 X”是倒装 

结构，若还原为主谓结构，应为“X非常厉害!／X 

真是太厉害了!”修辞构式省略了副词，采用倒装 

结构体现了表达的经济性原则。 

修辞构式的命运大多是“在广泛运用的基础 

上逐渐 固化演 变为新 的语 法 构式~o[1214。也 就是 

说，修辞构式一旦在修辞动因的强烈诱发下大范 

围、持久地泛化直至固化下来，那么，修辞构式也 

就演化成为新的语法构式。但是根据 目前掌握 

的“厉害了X”构式的语料，该构式的语法化可能 

性不是很大 ，原 因在于 ：能够 替换“厉害”的语法 

单位还是一个封闭的类，仅见“承让、言重”等动 

词，“萌坏、美死、棒呆”等述补结构，“本事”活用 

为动词的名词等，还难以满足网民日益膨胀的表 

达欲望。 

五、总结与思考 

以上从句法、语义、语用和修辞维度对“厉害 

了 X”构式进行了深入剖析 ，归纳总结该构式在不 

同维度上的特点。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厉害了 X” 

构式的快速传播?我们认为： 

一 是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助推“厉害了X”构式 

迅速传播。其一，大众报刊引领“厉害了 X”构式 

新时尚。如《光明 日报》《中国文化报》《科学导 

报》《工人日报》等大众报刊选择“厉害了 X”构式 

作为新闻报道标题，新颖时尚的标题尤其吸引读 

者阅读，引领大众模仿使用。其二，互联网为“厉 

害了 X”提供了广阔的传播舞台。如今，“厉害了 

X”构式已成为各大网站、各类论坛、各种 APP等 

互联网媒体的热词。而且，该构式的一些例子已 

被做成表情包在网络广为流行，如“厉害了我的 

哥 承让了我的弟 萌坏了我的妹”等。表达方 

式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广大网民喜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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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视媒体对“厉害了 X”的青睐推动构式持续 

传播。如 201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推出系列特别报道《厉害了我的国》，以第一人 

称的口吻和普通人的视角，讲述身边变化，抒发家 

国情怀，见证民生，反映国治[1。lJ1。电视新闻报道以 

“厉害了我的国”为标题，更具亲和力、更接地气，拉 

近了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达到了宣传效果。 

二是网民的从众心理促使“厉害了X”构式广 

为流行。从众是“主体因客体的影响而产生的与 

客体一致的行为或态度，在模糊情景和他人确定 

行为的刺激下 ，个体经过一系列的感知和心理过 

程”Ll ]1 而导致的反应。“厉害了我的哥”在网络 

上流行开来后，网民在表达赞赏义时就会采取和大 

多数人一致的行为，选择使用“厉害了X”的构式表 

达。我们不妨也将其解释为“语言趋同”的表现， 

“语言趋同反映的是赞同或讨好交谈对方的心 

理 ，在两人 之 间建立 亲和 和共 聚的关 系”Ds]n 。 

网络交谈中，人们为了建立一个表达的“聚合场” 

而采用群体热衷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表达“赞 

赏义”的语言趋同现象。 

综上，构式“厉害了 X”，从“X”的类型上看， 

“X”一般为 NP和句子 ；从“厉害”的语 义指向看 ， 

“厉害”分别指向“X”、指向构式后的句子、同时指 

向“X”和构式后的句子；“厉害”还可变异为：述补 

结构、动词、名词和主谓结构；“厉害”的语义泛化表 

现为主体范围和语义色彩的扩大。从“厉害了 X” 

构式的语用功能看，已经成为传递表达者情感态度 

的积极评价性建构 ，构式的整体也由此成为表达主 

观评价义的范式。信息焦点在“厉害了”，主要用于 

网络口语和网络书面语的语境中；从“厉害了 X”构 

式的修辞效应看，该构式是为了更高程度地表现说 

话人对对方称赞的情感 ，使表达更为简洁、省力，满 

足生动表达的需要。传播渠道多元化、网民的从众 

心理促使“厉害了X”构式广为流行，其广泛传播给 

人们的交流方式和语言文化活动带来了诸多积极 

变化。我们应该合理、科学规划网络语言，构建和 

谐、健康的网络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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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 Analysis of“Lihaile(厉 害了)X”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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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As a popular structure，“Lihaile(厉 害 了) X”meets the need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al theory，the paper holds that：“X”is generally NP and sentences；Lihai(厉害 )is transformed to complement 

structure，verbs，nouns and subject predicate structure；its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 scope and the semantic color；its information focuses on“Lihaile(厉 害了)”，which is mainly u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In order to show the speaker’s praise to the other person in a higher 

degree，the structure is made more concise，labor-saving and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vivid expression．The d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 conformity mentalist of Internet users have promoted the popularity of“Lihaile(厉害了) 

X”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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