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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语承载思想，为推动话语资源的科学组织，促进话语的传播、宣传、研究和阐释，文章对话语元数据
开展研究，梳理了话语资源现状，确立话语元数据设计的核心性、扩展性、抽象性和丰富性原则，并基
于这些原则建立了一套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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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ourse contains thoughts to facilitate the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resources,
promote the spread, propaganda,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the article metadata
research, summarize the discourse resources present situation, establish discourse metadata design core, extensibility, the principle of abstraction and richness, and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to
establish a set of discourse metadata standard based on time-space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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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站、APP 等数字信息资源已成为人们主要的知识
来源渠道。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领域，数字资源的科学建设和高效利用关乎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文简称“习近平思想”)是全党全国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指南。当前，研究“习近平思想”是解读我国当前各类政策、顶层设
计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承载“习近平思想”的话语是这项研究的原始对象和起点。
本文通过建立“习近平思想”话语元数据(以下简称“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为构建思想理论领域
话语知识库，整合和开发利用话语资源，突破当下以全文本为主的数据库资源模式奠定基础，并助力于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2. 话语元数据的概念和功能
“话语”是对象在各类正式、非正式场合，以官方、半官方的渠道，产生的承载思想的书面或口语
化的文献记录。元数据是描述信息或数据资源自身属性和特征的数据，在信息资源组织和管理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1]。话语元数据是一套通用的，独立于平台的，建立在目录学理论基础上，能够描述话语文
本数据属性的模型。建立话语元数据旨在识别话语资源并追踪话语资源在时空场景语境下的发展和变化，
从而支撑话语研究、解读和宣传。
话语元数据是通过独立于平台、规范统一的方式对话语文本数据的模式予以描述，通过一套资源模
型结构来表达话语的通用信息[2] [3]。话语元数据的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元数据独立于当下各类“习近平思想”资源数据库平台工具，提供的是一套基于时空场
景的话语数据库模型基础建构方案，可以通过编码将话语元数据转换成话语数据库；
第二，话语元数据为现有系统提供对照参考模型，可为现有“习近平思想”宣传数据库系统提供对
照和完善参考。话语元数据并不包含数据库或平台特性，提供一种针对“习近平思想”话语资源的通用
的元数据描述，助力于该领域资源的科学组织和合理利用。
第三，话语元数据将话语产生的时间、空间和场景抽象为元数据模型，用于还原在线话语产生和发
展的时空场景，为开展“习近平思想”话语研究提供拓展空间。

3. 话语资源构成现状
围绕“习近平思想”话语原文，衍生出如图 1 所示六大类不同类型的文献，这些文献按照用途被整
合在不同的资源平台上。以宣传平台为例，目前收录“习近平思想”文献的权威数据库有三个。分别是
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建设的“学习路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大型
网络数据库”(2014 年建成) [4]；由人民出版社开发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2010 年
建成)；以及由中宣部(2018 年建成)推出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5]。除这三家外，还有大量的类似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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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话语数据库工具或网页，广泛存在于各类党建数字资源中。这些资源的创建为学习和研究习近平话
语带来了便利。

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resources and the status quo
图 1. 话语资源构成与组织现状

但是，从为数众多的分散的数据库中筛选查询自己需要的资源，并获取到具体时空场景下的话语文
本，却并不容易。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数据库，在功能上缺乏基本的文本统计、计量、分析手段；在内容
上以衍生文献为主，多为新闻通稿而非话语原文；从信息的组织形式上看仅仅完成了各类文件的分类、
归纳和保存，粗粒度数据无法支持话语文本研究，如基于时空场景的词频分析、文本挖掘等场景的需要。
因此，只有通过建立时空场景话语元数据，将来自不同平台的话语资源充分整合，才能够建立起“习近
平思想”话语的全面图景。

4. 话语元数据设计遵循的原则
为更好的适应“习近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现实需要，确保话语元数据的科学性和通用型，在话语
元数据设计过程中应遵循四项原则：
(一) 核心性原则
话语元数据的设计应充分遵循核心性原则。话语元数据应作为思想理论宣传资源的核心元数据，应
独立于具体系统的设计，以保证元数据的独立性。同时，应能够以话语元数据为核心，在其基础上向不
同类型的话语资源扩展差异化的元素或元素子集。
(二) 扩展性原则
话语元数据的设计应充分遵循扩展性原则。话语元数据设计应具备前瞻性，为将来话语资源的丰富
和发展预留空间，元数据应具备向后兼容能力。对于难以获取的字段，在设计过程中可适当留白(暂不取
值)，以便留待将来使用。
(三) 抽象性原则
话语元数据的设计应充分遵循抽象性原则。抽象性体现在包括需求分析、研究设计和模型建立等，
话语元数据设计的各个环节。在需求分析阶段必须对话语资源使用场景充分抽象，才能兼顾话语资源当
下的组织利用和未来的深度挖掘；在研究设计阶段应充分调研现有话语资源平台的数据模型，充分抽象
使话语元数据充分适应现有各类系统；在模型建立阶段应对话语资源发展趋势充分抽象，使话语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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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能够适应未来系统建设和资源利用。
(四) 丰富性原则
话语元数据的设计应充分遵循丰富性原则。话语载体的形式随时代发展而日趋多样[6]。话语研究的
场景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愈发复杂和深入。这些客观现实都不断为话语资源的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只有
遵循丰富性原则，使话语元数据尽可能多的囊括资源的描述维度，才能延续话语元数据的生命周期。

5. 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设计
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是这项研究的最终落脚点。通过对话语元数据的需求开展分析，
结合前期数据库研究基础，开展话语元数据标准设计。
(一) 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需求分析
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需求分析，从话语资源的保存视角和利用视角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1. 推进话语资源的妥善保存
为了科学的组织话语资源，呈现话语产生和发展的真实状态，需要对话语资源自身属性信息和时空
场景等各种相关信息妥善保存，以保证话语及其时空场景要素的完备。因此，话语资源的元数据应既包
括话语本身的描述，也包括话语产生时空场景主题的描述。
2. 推进话语资源的高效利用
对话语进行描述、分类、保存和管理的最终目标在于利用话语资源开展研究和宣传工作。就话语研
究而言，用户的检索维度千差万别，为提高检索效率，要求元数据能够从不同检索维度进行资源描述。
就话语宣传而言，为更好的阐释话语，需要重构话语产生和主题演化的时空场景，这就需要元数据能够
描述资源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变化。
(二) 自底向上的元数据设计思路
基于前期构建的“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文本数据库”，将已经收集到的话语资源及其时空场景数据，
再次提取，并优化元数据和原模型，提炼出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
(三) 基于时空场景的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
基于前述话语资源现状的梳理，本文遵循前述话语元数据设计原则，立足于话语元数据的现实需求，
建立了话语资源元数据核心标准，如图 2 所示。在该核心标准中，元数据既包含话语文本的描述类数据，
也包含话语产生的时空场景描述类数据。
其中话语文本描述类数据包括语言、主题分类、摘要、来源、责任者、题名、类型等七类元素；时
空场景描述类数据包括时间、地点、受众、场景等四类元素。这 11 类元素共同描述话语文本的核心属性、
话语产生和演化的时间、空间和场景等属性。
再将 11 类元素分成若干子集，以场景元素为例。话语的表述方式与场景密切相关，可将场景元素的
子集做进一步扩充，包括出访、会见、致函、致电、考察、活动、会议、讲话等。其中，致函、致电为
书面语形式，出访、会见多为外事场景，考察和会议类场景的话语常常以新闻通稿为主要来源，活动和
讲话场景的话语则以活动讲话全文为主。
在核心性方面，话语元数据标准可以嵌入到现有三大权威话语资源数据库字段中，以最小公约数的
方式为话语资源平台对接提供数据接口。以场景为例，核心元数据标准包括图 2 所示八大类字段。以此
为基础，在资源组织过程中，可将对场景的描述做进一步扩充。
在扩展性方面，话语元数据在都柏林核心基础上可以较好的与其它元数据标准耦合扩展，这一点在
数据库整合工作中尤为重要，可从数据库结构建模层面减少系统整合的工作量和风险，也为后续与其它
资源和前期研究基础相融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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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re standard of discourse resource metadata
图 2. 话语资源元数据核心标准

在抽象性方面，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沿用的都柏林标准的设计思想，将抽象性置于标准的核心地位，
为更好的与现有系统和其它数据库资源对接，立足于当下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现状，同时面向此类
资源未来的发展趋势，话语资源元数据核心标准将数据抽象为 11 个大类和若干个可扩展的元素集合。
在丰富性方面，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囊括了当下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话语研究的各类场景中的不同
维度和类型。面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元数据可以充分满足该领域资源的组织和
管理要求。

6. 结语
话语元数据核心标准既符合都柏林元数据标准的实用性和简单性，也满足了以“习近平思想”话语
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资源科学组织的现实需求，融入了时空场景的维度，为后续针对话
语资源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和媒体融合发展，基于话语元数据建立的数据库
平台将有力地推动话语的传播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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