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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想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词义的分

析和描写历来被认为是语言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虽然如此，

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语言学研究中，在词典编纂工作中，在语文

教学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国

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语义学著作在国内得到流传和介绍，也开阔

为了总结和探索词义分析、描写的理论了我们的眼界。 和方法，我

从１９８１年起在北京大学汉语专业开设“ 词义分析”课，１９８６年应

邀在北京语言学院语文系讲课，１９８７年应邀赴新疆大学讲课，也

讲授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本书就是在历次讲课所用讲

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写成的。

１９世纪西欧语言语义学获得独立地位以后，一直以词义为其

研究对象，到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语义学著作谈的主要也

是词义。以后语义学扩展到研究句义、话语义，同语法研究紧密结

合，但词义研究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词

汇语义（学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方面的论著。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以古代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以解读古籍

为主要目的。传统训诂学对意义的研究，重点放在字义和字音、字

形的关系，以及字义本身的发展上。传统训诂学包含着丰富的语

义学内容，但传统训诂学未提出和探讨诸如词义的本质、词义多方

面的信息内容、词义的描写、词汇系统、词义系统、词义和词的结合

能力的关系等问题。也不应该对传统训诂学提出这些要求，因为



这些是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前人工作的

基础上去开拓、建立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

在同听课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得

到启发，受到教益，讲课的内容因而不断得到充实。我对他们深表

感谢。

由于语文出版社领导、编辑的大力支持，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学识所限，疏漏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符淮青

１９９１年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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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义的意义

１、对词义认识的发展

词义的意义，即词义是什么的问题，被认为是哲学和语言学最

困难的问题之一。从古以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各种观点

。有人认为，新的观点只学说 能增加新的含胡和混乱 。更有人

。但主张放弃意义这个范畴 多数学者愿意使用意义这个概念，

给这个概念加上各种说明和限制。

词义问题比各种指号的意义问题范围要小。我们想在语言学

的范围内扼要地介绍和讨论历史上学者们对词义这种现象认识的

发展。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词（ 名）和物是直接联系的。他们只是争

论名、物的联系是由物的本性决定（的 天生的，或按性质的），还是

由习惯决定（的 规定的，或确定的）。柏拉图在他的《 对话集》《 克拉

底洛》（Ｋｒａｔｙｌｏｓ）这一篇中，借克拉底洛这个人之口论证了名称是

由物的性质决定的这一观点。他们的根据是 ：第一，语言中有拟

声词，不同程度上近似它所指示的声音，取声命名词则表示发出这

种声音的事物，它们是由所指示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拟声词是

词汇的核心部分。第二，语言中有一部分词的声音模仿或夸张地

表示事物的性质，这叫声音的象征作用。《 克拉底洛》篇中以希腊

第一章 义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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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为他 ：说 这个音表示运动（ 因为舌头在发这个音时要特别运

动 （　流动）），在 （ 河流）这些词中就有这个音。第三，其他

的词是从上面这些词派生的。派生的方法很多，可以通过比喻，可

以通过名称中各语音成分的增加、失落、转换而产生别的词。莱昂

斯评论说：只有根据这种自由的、无控制的原则，才能维持词（ 名

称）是 。由物的本性决定的观点

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论证了名称是由“ 确

定”而产生的观点“。首先，由于同名性：彼此不同的物体用一个名

称称呼，可见名称不是天生的。其次，由于多名性：如果彼此不同

的名称适合于同一物体，那么它们就应该很相近，但这是不可能的

事情。第三，由于名称的更改：如果名称是天生的，我们根据什么

理由把亚里斯多德改为柏拉图，而把吉尔塔姆改为提奥弗拉斯塔

呢？再次，由于同类构成的不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从ｐｈｒóｎｅｓｉｓ

（ 理性）构成ｐｈｒóｎ （ｎｅ正义）就不能构ｅí（ｎ有理性的），而从ｄｉｃａｉｏｓü

成这样的派生词呢？可见，名称是偶然的，而不是天生的。”

我国古代学者关于词义的有代表性的论断有：《 墨子·墨经》：

“ 以名举实”《。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物没有不是指

的）“，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假使天下没有物，谁还来说什么

指？《） 荀子·正名》“：制名以指实“”，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

谓之宜”。墨子指出名的作用就是指称物，公孙龙子肯定指称和物

是密切结合的，荀子精辟地指出名实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

从上面的说明来看，希腊和我国古代学者都是把词义的构成

要素分为两部分，一为（名 或词），一为（物 或实）。分歧只在于名、

物的关系是由物本性决定的，还是由习惯决定的。德谟克里特和

荀子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卓越见解。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已认识到“ 词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示物

“ 唯理的”。 语法学者发现，词作为一个指号，一方面同人的意识

联系，另一方面同它所指示的物联系“”，词不直接表示物，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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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特定的方式 这就是或模（式 实体、行为、性质等）表示物”。

说，当时的学者已把词义构成的要素分解为三个部分：词、概（念 或

意识，或模式）和物。三者的关系是词通过概（念 意识、模式）指示

物。

Ｉ　．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完整美国学者奥格登（ Ｃ．　Ｋ．　Ｏｇｄｅｎ）和瑞恰（慈

而深入地阐明了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他们在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意

义的意义》（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这本专著中提出了说明这三

个要素关系 ：的语义三角图

思想或指示活动

Ｔｈūｇｈｔ　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恰当正确的＊表示 的＊涉及

（ 因果关系ａｃａｕｓ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 其他的因果关系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指号 被指示的东西

ｓ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ｍｂｏｌ
代表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 一种外加的关系ａｎ　ｉｍｐｕ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真实的＊ｔｒｕｅ＊

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作者的说明 ：扼要介绍如下

“ 指号”和“ 思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人们说话时，人

们应用的指（号 按，这里指言辞）部分地决定于完成的思想，部分

定地决 于社会的和心理 我们完成某个思的因 想的目的、素——

我们的言辞对他人的作用，还有，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听到什么

的时候，言辞会使我们采取某种行为和某种态度⋯⋯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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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和 指示的东西”之间也存在一种关系。或者是不同

程度的直接联系，如当我们想或注意我们看到的有颜色事物的

表面时是这样；或者是不同程度的间接联系，如当我们考虑到或

提到‘拿破仑’时，“在 思想”“和 被指示的东西”之间横着很长的

中间环节：词——历史学家——同时代人 目击者的记录——

拿破仑。

“ 指号”和“ 被指示的东西”之间仅是间接联系（。在脚注中

明）有例外，当所用的指号或多或少地同被指示的对象直接类说

似的时候，如拟声词、图象、手势、绘画等。⋯⋯

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他们提

出－的语义三角图是说明词义问题的权威见解。今天看来，他们对

构成语义三角图各个要素关系的说明是不够科学、不够确切的。

“ 指号”“和 思想”之间不能说是存在因果关系。讨论这一点时

要区别不同的问题：一个“是 指号”和“ 指号”所表示的“ 思想”之间

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人们说话时使用的言辞（ 也是指号）同说话者

的思想、目的、态度的关系的问题。奥格登和瑞恰慈在说明“ 指号”

和“ 思想”的关系时显然是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就构成词义要素的

“ 指号”和“ 思想”的关系来说，不能“说 书ｓｈū”这个指号是它表示

的“ 思想“”装订成册的著作”的原因，反过来也不能说。指号同其

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指号理论学者作了解释。美国学

者皮 Ｐｅｉｒｃｅ，１８３９－１９１４）认为“：一个事物、一个事物的一尔（斯 Ｃ．

个性质，或一个事件，只有在被解释的情形下，就是说，在交际过程

中有人充当那些被用作指号的某个事物、事件等等的解释者的情

例如况下，才起指号作用。” 生火就会冒烟，人们说“ 烟”意味着

的“ 火“”烟”是“ 火” 指号。但只有当人去解释“ 烟”意味着“ 火”时，

“ 烟”才是“ 火”的指号“，火”是“ 烟”的指示对象。没有人的解释，

“ 烟”是一种自然现象“，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所谓“ 指号”和

“ 指示对象”的关系。烟和火之间作为自然现象有因果关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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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解释的“ 指号”和“ 指示对象”之间无因果关系。这就指出了，

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联系，在人类社会中，是在交际过程中由解释

者所加上的关系。美国学者莫理斯（ Ｃ．Ｍｏｒｒｉｓ）说：“ 没有一个事物

本身就是一个指号，但是，当它使得某个事物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

到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成为 “ 烟”一个指号或指号媒介物。”

本身不是一个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 火”的时候它才

是一个指号，ｓｈ（ū 书）这个音节本身不是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

而考虑到“ 装订成册的著作”这个概念，或考虑到实际存在的书写

人的种种认识成果的人工制品时，它才成为指号。这就指出了指

号和它的代表对象之间是一种起媒介作用的代表、表示、指示的关

系，而不是其（他 如因果）关系。指号理论学者正确指出了，在人类

社会中“，指号”和“ 指号代表对象”是在人的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现

象“，指号”“和 指号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人赋予的，其间是一种媒介

的关系。

“ 思想”“和 被指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说明

也是不确切的、含胡的。他们把这二者的关系说成是“ 涉及（”或联

系）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想到或注意到而我们的感官同时又直

接感受到的东西时“，思想”“和 被指示的东西”是直接的涉及，想到

古人古物，想到不在跟前的人、事物都是间接的涉及。唯物论的认

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想到的是今人还是古人，

想到的是在眼前的事物还是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想的总是客观事

物的反映。当代许多语言学家应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词义。苏联语

言学家斯密尔尼茨（基 ）说“：词． ． 义是事物、现象

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定的反映（ 或在性质上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

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它作为词的内在方面进入词

的结构之中，对这个内在方面说来，语音则是物质外壳，它不仅是

表达意义，将它转达到别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词义产

生、形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没有物质的语音外壳（ 它只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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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场合下才用它的反映——语音形象——来代替），现实对意识的
，作用就不会产生我们所知道的词义这种结果。” 这段话的前一半

说明了词义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其所说的“ 或在性质上

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是指像

“ 神仙“”鬼“”怪兽”这类词的词义，它们是幻想的产物，是现实中的

人、动物等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产生的“ 心理产物”。它们是对

现实事物的曲折、歪曲的反映。唯物论的认识论引导语言学者正

确认识到了语义三角图“中 思想”“和 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应该是

反映和被反映者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后一半是说明词的物质的

语音外壳的性质作用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 指号”和“ 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认为一般

是间接的，但拟声词等则是直接的。我们认为各种语言表示同一

声音的拟声词并不一样，如汉语形容狗叫的拟声词“是 汪汪”，英语

是 。再如，相当于汉语拟声词“ 轰轰”ｂｏｗ　－　ｂｏｗ，俄语是 －г

的英语是ｂａｎｇ，俄语是 。拟声词作为语言中的词，虽然不表示

思想、概念，但也应该表示某种意识内（容 如某种类型的表象、印象

等）。因此，我们认为，正像具有某种概念内容的词其“ 指号（”词的

声音形式）是通过“ 思想（”概念内容）“同 被指示的东西”间接联系

一样，拟声词的语音形式也是通过某种意识内容而同所拟的声音

联系的。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学者引用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语义三

角图来说明词义，往往只利用这个图的框架，而加入自己的理解。

　 　． ）用这例如苏联语言学家阿尔诺里德（ ． 个语义三角

：图，以英语词Ｃ（ａｔ猫）为例，这样来说明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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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把这个语义三角图同奥格登、瑞恰慈提出的相比较，虽然构成语义

的三个要素基本一样，但其间的关系，全是现代的见解了。

苏联当代一些语言学家对词义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细

致。 ．　．　可以举戈罗（文 ）的说明为例。他用下图来解释

：词义

意义：家养动物，有柔毛，作为宠物饲养

或用以捕鼠

代表 反映

名称 所指对象：Ｃａｔ猫

他解释说：词的物理的物质的外壳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中（ 按：指上

图中的“ 词的音响形象”），现实中的（物 现象）的物理的、物质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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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也反映在这（里 按：指上图中的“ 客观对象的反映”）。在词的物

质外壳的反映和物的反映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以致于两种反

映形成了完全的统一。每当我们意识中有物的作用，就产生对它

的反映，而伴随着物的反映，就出现相应的词。反之，每当我们听

到或读到词的时候，在意识中就产生对它的反映（ 按：指产生词的

音响形象），而同时出现相应的物的反映。这种联系，这种词的物

质外壳和相应的物的反映的统一，我们叫做词义。

他还认为：意（义 借助于意义，使词）对物的关系通常称作指示

），在这当中，意义反映物，关（系 而词的物

质方面是物的指号。意义（ 借助于意义，使词）对概念的关系通常

称作表明关（系 ），在这里，以意义为基础形

成了概念，而词的物质方面就表示和标明它。

他同斯密尔尼茨基一样，区分了词的物质外壳和词的物质外

壳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音响形象）。在这一点上，同索绪尔是一

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语言符号

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 ，不过从他们的

说明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词的音响形象和物在意识中的反

映（ 概念是反映的一种形态）是第二位的，词的语音外壳和物本身

由此可以看是第一位的。 到他们并不接受语言符号仅仅是一种心

理实体的观点。关于词的物质外壳和音响形象的地位和作用的比

较，上面引述的斯密尔尼茨基说明词义的话中说得更清楚：（ 词的

语音的）物质外壳，不仅是表达意义，将它转达到别人的时候不可

缺少的，而且也是词义产生、形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只是在一

定场合，才用语音形象来代替它。

我们认为这些分析是有根据的，但有两点需辨明。

第一，物在意识中的反映有两种情况，一是反映物象，一是反

映物的一般本质的特点。戈罗文“说 现实中的（物 现象）的物理的、

物质的外壳也反映在这（里 按：指意识中）”，有把“ 反映”仅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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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行为、性状的形貌的反映的可能。其说明是含胡的。我们

认为词的音响形象所联系的物的形象反映，只是一般理解的形象

义，非词义的核心部分，音响形象所联系的概念内容（ 对物的一般、

本质特点的反映），才是它的核心。

第二，戈罗文把音响形象同客观事物在意识中的反映之间的

联系，看作词义。同把词义看作是“ 事物现象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

定的反映（”斯密尔尼茨基语，见上）的见解相对立。这是词义问题

上的两种观点。两种观点都各有支持者，我国多数学者持后一种

观点。属于前一观点的语言学者还可以举出英国的乌尔曼（ 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他把词义定义为“ 词（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是语（音 ｓｏｕｎｄ）和观念

（ｓｅｎｓｅ）之间的相互的可逆的联系。” 一提起某一音（组 名称），就

能想起相应的观念，想起某一观念，就能说出相应的音组，所以叫

做相互的可逆的联系。我们认为，意义是一种指号现象，指号同其

代表对象发生联系，其所代表的对象就是该指号的意义。词的语

音形式同其代表对象发生联系，其所代表的对象就是词的语音形

（式 一般就叫做词）的意义。由此可见，意义的构成是有条件的，指

号同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是意义构成的条件。把词义看作是词的语

音形式同观（念 或概 词念，或物在意识中的反映）的联系，是强调了

义构成的条件。也可以说是从词义构成条件上说明词义。但我们

要看到，词的语音形式所联系的观念、概念、意识内容等是对客观

事物的反映。词义的这种性质，更是它的主要方面。词的不同意

义是由于观念、概念、意识内容等对现实千差万别的反映产生的。

只从词义构成上给词下定义，无法解释词义的差别。但是，对于词

义这种指号现象，也应该说清它的构成条件。因此我们说，“ 词义

（ 狭义用法，指概念义）从构成上说，是词的语音形（式 必要时可区

分“为 词的物质外壳”“和 词的音响形象”）所联系的概念内容，从概

念内容的本性上讲，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人们对词义认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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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第一，对词义构成的要素，分析越来越细，从二分（ 名、

物）、三（分 词、概念、物）到四（分 词的物质外壳、词的音响形象、对

物的反映、客观事物）；第二，对构成词义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说

明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确切。但人们对词义的认识显然没有终结，

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人们还会提出更恰当的、更令人满意的说

明和分析。

２、布龙菲尔德的意义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Ｌ．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在《 语言论》（１９３３）

中提出他对意义问题的观点，他的理论对美国和欧洲的语言学者

有相当大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给语言形式的意义下的定义是：“ 说话人发出语言

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 他又所起的反应。”

说：“ 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应是相互紧密地配合的⋯⋯在下

面的因果序列中：

说 听话人的反应话人的处境→言语→

作为最先提出命题的说话人的处境，通常比听话人的反应呈现的

情况要单纯一些，所以我们一般都根据说话人的刺激来讨论和确

定意义。”布龙菲尔德用一“套 刺激”“和 反应”的理论来说明言语行

为和言语的意义，并用琪儿饿了，叫杰克摘苹果给她吃的例子来说

明他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解释他的意思：（ 见下页）

按照布龙菲尔德对意义的说明，言语Ｂ的意义是Ａ说话人的处境

和Ｃ听话人的反应，但主要根据Ａ来讨论和确定Ｂ意义。也就

是根据“ 琪儿饿了。她看到树上有个苹果”的处境，来确定琪儿说

的话的意义。布龙菲尔德未写出琪儿说的话的内容，据情理，可以

设想为“ 我饿了。请摘那个苹果给我”之类的语词。乌尔曼正确地

指出，这里讲的是确定语词的意义，而不是确定单个词的意义。确

定单个词的意义，布龙菲尔德认为情况也一样。他曾设想别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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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跳过琪 琪儿的话对杰克儿饿了 篱笆
上树摘苹果给琪儿她看到树上 起作用

有苹果 琪儿吃了

实际反应

的球 人来到地球上，必定注意到人类讲的话同一定情境的联系，在

词的反复出现中了解“到 关“”门“”苹果”这些词的意义 。

布龙菲尔德为什么提出这种根据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

应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的理论呢？因为他不愿同他认为是含胡

的、难以理解的思想、意识、概念等打交道；他认为这些思想意识现

象不能进行科学分析，只能求助于不可靠的“ 内省”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因此，他宁愿消除语义三角图中的顶尖部分，让

。名称（ｎａｍｅ）和（物 ｔｈｉｎｇ）直接联系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布龙菲尔德提出了如何给语言形式下

定义的观点。他说：“ 引起人们说话的情境包括人类世界中的每一

琪儿说话

实际刺激　　　　言语行为反应　　　　言语替代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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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客观事物和发生的情况。为了给每个语言形式下一个科学的准

确的定义，我们对于说话人的世界里每一件事物都必须有科学的

⋯⋯比方，我们可以根据化学和矿物学来给精确知识。 矿物的名

称下定义，正如我们说‘盐，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是‘氯化钠

（ＮａＣｌ）　 ＇，我们也可以用植物学或者动物学的术语来给植物或者

动物的名称下定义，可是我们没有一种准确的方法来给像‘爱’或

者‘恨’这样一些词下定义，这样一些词涉及到好些还没有准确地

而这些难以确定意义的词在词汇里加以分类的环境—— 占了绝大

多数。⋯⋯所以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

布龙菲尔德的这个观点对美国语言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

都主张语言脱离意义进行研究。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 Ｂ．

）说，美国语言学“家 对语 。近年情义具有民族的反感”

况有所改变，对语义学已有较多探索。

对布龙菲尔德的语义理论现代欧美语言学家有不少评论，下

面扼要介绍乌尔曼的评论 。乌尔曼指出，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根

据情景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只能用于少量的词，抽象词语无法

据此确定意义，表情感状态的词也无法由此确定意义，谈论不出现

在眼前的事物，所用语词意义如何确定也未讲明白。由于布龙菲

尔德认为意义是非语言世界的特征或事体，把意义排除在语言学

之外，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只能在别的科学范围中去确定词的

意义，例如他认为英语普通应用的词ｓａｌ（ｔ盐）是ＮａＣ（ｌ氯化钠），但

用这个词的人可能对它的化学成分毫无所知，人们会怀疑这是这

个词日常应用的意义。布龙菲尔德认“为 爱”“和 恨”这样的词只能

等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达到完善的程度时才能说明，这

简直“是 普罗克拉斯提斯式（”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ａｎ）的无理强求了。还有，

根据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不同语言中的语词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

客观事物的现象无法解释。乌尔曼在《 语义学》（１９６２）第九“章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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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的结构”中说明了不同语言词汇系统的区别。如表颜色的词，每

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体系。立陶宛语无表示一般“ 灰”的词，俄语把

“ 蓝”分为“ 深蓝”和“ 天蓝”，美洲印第安部落纳瓦霍（Ｎａｖａｈｏ）语有

相当于欧洲语言白、红、黄的颜色词，但无表黑、灰、褐、蓝、绿的颜

色词；它用两个名词表示黑，一表暗黑，一表煤黑。乌尔曼认为，语

言不仅记录外部世界，而且用不同的方式分析世界，把它加以分

类。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乌尔曼认为布龙菲尔

德在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有一定理由，但２０年后再来看就不能成立

了。

我们认为，布龙菲尔德的错误在于，不承认词义是一种同词的

语音形式联系的思想意识形态。客观事物、客观事件本身并不是

词义。词的日常意义和术语义是不同的。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

词义系统是不同的。他 不认识语言对词义的表述的性质和作也

用。因此，面对复杂的意义现象，他就只好表示束手无策了。

３、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Ｌ．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是英国的哲学家，他在《 哲学研

究》（１９５３）一书中说“：就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语词的大多数情况

——显然不是所有的情况——而言，‘意义’这个语词可以这样来

加以定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应用。”他还说“：在

语词中，除了使用语词的方式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叫做意义的东

西”。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语言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乌尔曼认为 ，维特根斯坦代表了意义理论“中 操作论”的观

点和方（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而“同 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 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相对立。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是传统的，奥格登

和瑞恰慈即其代表。分析论者把意义分解为它的构成要素去研究

意义，操作论者在应用中研究意义，他们对研究意义如何起作用的

兴趣高于探求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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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论源于物理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布列德格曼（ Ｐ．Ｗ．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在《 当代物理逻辑》（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９２７）

中就说过：概念并不指示什么，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的操作。概念同

一系列的操作是同义词语。这种思潮也扩展到词的科学概念里

来。这可用切斯（ Ｓ．Ｃｈａｓｅ）的一段有名的话来概括：一个词的真正

意义在于观察人们用它时做什么，不在于运用它时说什么。维特

根斯坦则再向前跨了一步，他不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词的用法来

确定它的意义，而说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见解同当代语言理论有密切关系。例如他

把词的不同功能比作工具箱中钳子、锤子、锯子等的不同作用。他

同索绪尔一样，把语言比作棋戏，认为一个棋子的意义是它在棋弈

中应用的规则。他甚至使用“ 替换试验”来说明词的不同意义。例

如他比较Ｔｈｅ　ｒｏｓｅ　ｉｓ　ｒｅ（ｄ这玫瑰是红的）和Ｔｗｉｃｅ　ｔｗｏ　ｉｓ　ｆｏ（ｕｒ二

乘二等于四）中ｉｓ的不同。他说，不同在于第二句中的“ ｉｓ”可替换

为等号，而第一句中的ｉｓ则不能。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加强了在他之前使用同他类似的方法确定

词义的语言学家的影响。他 们是以弗（斯 Ｊ．　 Ｒ．　 Ｆｉｒｔｈ和哈斯

（Ｈａｓｓ）为代表的功能论学者。弗斯曾说：“ 我提议把意义或功能分

析为一系列功能作用，某种功能作用可以联系在某些上下文中的

某些语言形式或单位的用法来确定。（”《 语义学的方法》）哈斯说：

“ 一部分语词的意义是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它在一定语境

中出现的特点（。”《 第七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录》）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避开了含胡的、难

以捉摸的主观思想情况和过程，而从以经验为根据的一定的语境

中去确定意义。乌尔曼从两方面来评论它的作用。

第一，从具体词语的研究中，从词典编纂中看操作论观点和方

法的作用。如果操作论仅仅是让人们收集和分析某个词出现的语

境，则这种工作是徒劳的、无效的。按照这种理论，某个词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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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出现的语境和某种分布的频率是它的意义，则这种语境是可

以不断增加的。而一些最常见的语 （”我见到境，如“ Ｉｓａｗａ

ｉｓ　ｈｕｎｇｒ“） Ｔｈｅ一只 （ｙ”这只 饿了“）Ｏｕｒ

是黑的）等等是ｉｓ　ｂｌａｃ（ｋ”我们的 最缺少信息的。这种方法

的最终价值何在呢？但如果收集一定的典型用法的例句，从有代

表性的用例中引出共同的特征，则就意味着退回到分析论的观点

和方法了。因为这时就要进行“ 二分”（ 按：指分出词义的构成要

素，乌尔曼称之为名称〔 ｎａｍｅ〕和观念〔 ｓｅｎｓｅ〕　）。尽管这时所用术

语不一样，例如“用 用法”来代“替 意义”。

第二，任何关于意义的理论只可看作 一是 种供工作用的假设。

它的价值在于它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大多数语义理论的论著是

建立在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的，操作论在这方面还未证

明它的价值。而从严格意义的操作论出发，概念词典、语义场、专

名学的研究等在其中是没有位置的。接受操作论意味着排除这些

有活力的论题，准备这样做的语义学家可能不多。

乌尔曼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操作论的观点和方法，可以把

它作为分析论观点和方法的补充。他认为可以在研究具体词义时

把两种方法当作两个步骤，从操作论的方法开始，先收集恰当的例

句，然后进入分析论的方法，概括和确定词的意义。操作论的方法

对付言语的意义，分析论的方法对付语言的意义。二者并不绝对

对立，二者缺一都不完整。

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企图“用 用法”来代“替 意义”，正如莱昂

斯所说的“，用法”的含义同样是含胡的 。从汉语的含义来看，用

法和意义的界限是清楚的。词的意义指词所反映的有关事物的一

般的或本质的特点，词的用法指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能同哪些

词搭配，能出现在哪些语境中。用法也可称之为功能、分布。若说

词指示某种事物现象是它的用法，则这种用法是属于词的意义的

范围中的，但不能用这种解释来模胡词义和词的用法的界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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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集聚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想用词“的 用法”功能

来代替词的意义，取消词的意义，说功能用法等就是词义，是不符

合语言实际的。

词义可以通过收集分析词语的语境，即通过观察它的用法来

确定，但科学的方法是收集选择典型的用例，去重复，分主次，从中

概括出共同的东西，不能只是一味罗列语言材料。而词义既是对

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还要借助于人们掌握的各种知识才能概括、

说清楚词的意义。例如，“从 我见到一（只 猫“）（” 猫）饿了“”我们的

（ 猫）是黑的”等语境中，怎么能认识“到 猫”是一种哺乳动物，会捕

鼠，瞳孔大小随光线强弱变化等一般的、本质的特点，从而说出

“ 猫”一词的意义呢？说“清 猫”一词的词义，还要借助于人们在生

活中积累的对猫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还要借助于生物学的成果。

尽管哲学家、语言学家对意义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

从语言学家大量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词汇学、语义学、词典编纂

的实践中，人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人们是在考察词的各种用例

中分出不同的意义，借助于生活经验和科学认识去概括说明各个

词义所表示的各种事物现象的一般本质的特点。当然，语言研究

中划分和确定词义的这“种 朴素的实践”，也并不妨碍人们对词义

这种复杂的现象作多方面的、深入的探讨。

二、词义的特点

１、指号的分类

词有意义，别的指号也有意义，词义有什么特点呢？讲清这一

点要先对指号作一些说明。

对指号的研究形成专门的指号学理论，也出现了对指号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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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类 。例如指号可以分为不自觉的和自觉的。无生命的自然

现象，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月晕”作为“ 风”的指号“，础润”作为

“ 雨”的指号，都是不自觉的，人害羞而脸红，脸红也是不自觉的。

人和动物为了交际传递信息所用的指号是自觉的，语言及其代用

品都是自觉的。指号又可分为系统的和不系统的。交通信号、乐

符作为指号，是有系统的，人们谈话时使用某些手势表情达意，这

种手势作为指号是无系统的。指号还可以从指号赖以建立的感觉

类型来分类，如视觉指号、听觉指号等。

好的指号分类应该能揭示各种指号的某些本质特征。下面着

重介绍美国学者皮尔斯和波兰学者沙（夫 Ａ．　 Ｓｃｈａｆｆ）的分类。他们

的分类各有特色，能帮助人们加深对指号性质、作用的理解。

皮尔斯对指号的 ：分类

（１）指号（ Ｓｙｍｂｏｌ）Ａ指示Ｂ，Ａ同Ｂ的联系是习惯的、自由

的，则Ａ是指号。如各种交通信号灯光、旗语、莫尔斯电码、布莱

尔盲文等。

（ ２）形象指号（ Ｉｃｏｎ）Ａ指示Ｂ，Ａ同Ｂ有相似性联系，Ａ不

同程度上像Ｂ，Ａ同Ｂ的联系不是自由的，这样的Ａ就是形象指

号。如相片、图片、雕塑是它反映的实际的人和事物的形象指号，

模仿鱼游、鸟飞、蛇缠的舞蹈动作，模拟风、雨、雷的乐声，都是形象

指号，语言中的拟声词，象形文字也可视为形象指号。

（ ３） 信 号（ Ｉｎｄｅｘ）Ａ指 示 Ｂ，Ａ出 现 暗 含 着 存 在 Ｂ，Ｂ是 Ａ

的来源，Ａ说明或传达来源Ｂ，则Ａ为Ｂ的信号。如“ 烟”和“ 火”

的关系。看见烟，就知道有火，火是烟的来源，烟是火的信号。信

号Ａ同Ｂ的联系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相似性联系，其间有一种天

然的联系。

这种理论把人的言谈举止等也视为信号。有：１）指示个人特

点的信号。如某些人特有的脚步声，某些人特有的笑声。２）指示

一类人特点的信号。如指示地区的口音，指示人的地位的言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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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指示职业的服饰。３）感情信号，指示信号发出者个人的情态，

如害怕时的惊叫声，发喉炎时的咳嗽声。

沙夫对指号的 ：分类

我们先列出沙夫的分类层次。

指号

（１）自然指号

（２）人工的或严格的指号

１）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

①信号

②代用指号

Ａ．符号

Ｂ．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

ａ．类似性代用指号

ｂ．约定性代用指号

２）语词指号

下面扼要介绍沙夫对各种指号的说明：

（１）自然指号　　被人解释为指号的自然现象和事物，同人类有

目的的活动无关。例如起火冒烟同人的有目的活动无关，人把

“ 烟”解释为“ 火”的指号，它们是两种有联系的自然现象。山崩的

时候，伴随有石头滚下的声音。人们“把 石头滚下的声音”作“为 山

崩”的指号，这也是自然指号。自然现象能成为指号，条件是人们

要有关于这个自然现象的知识。

（２）人工或严格的指号　　同自然指号相对，它们是一定意义下

约定的，是人们为了实际目的有意识地制定的指号。下又分为具

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和语词指号两大类。

１）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　　这里所说的“ 导出”，

是指它们是代替语词的指号。“ 人只能用某种形式的语词来思考，

因而所有其他形式的指号都是导出的，它们都是代替语词指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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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东西。” 说的“ 表达”，是指指号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某

个含义的 下又分为。“ 所有的指号在某个意义下都是表达的。”

两类：信号和代用指号。

〈１〉信号　　能唤起、改变或制止某种行动的指号，如作为交通

信号的红绿灯、学校中上下课的铃声、警报和信号弹等。信号是有

关语词的替代物，其关系是约定的。例如如果一个蓝色的发光弹

是进攻的信号，则事前要向士兵交代，它代表“ 冲锋！打！”的命令。

〈２〉代用指号　　具有代替作用的指号，即代表某种对象、事物

状态或事件的指号。同信号相对，它不唤起人们的行为。代用指

号又分为符号和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两类。

Ａ．符号　　代表抽象概念（ 某种有关物质世界、物质关系、物质

性质等的东西，但是本身却不是物质对象）的人工指号。如算术中

用“ ＋”表示加“，－”表示减，一般用“ √”表示答案正确“，×”表示

答案错误，当代常用鸽子图象表示和平“，卐 ”表示德国法西斯等。

符号常有民族色彩，如在欧洲，服丧以黑色表示，在东方则以白色

表示。

Ｂ．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　　代表具体的物质对象的人工指

号。下又分类似性的代用指号和约定性的代用指号。

ａ．类似性代用指号　　指号同其指代的对象形貌相似。如图

画、相片、雕刻。

ｂ．约定性代用指号　　指号同其指代的对象的关系是约定的，

习惯形成的。如音标、乐符、￥代表人民币圆，＄代表美圆等。

属于（ ２）人工的或严格的指号中的第二大类是２）语词指号，

即有声语言的语词。它的特点，我们下面说明。

２、词义的特点

从上面对指号分类的介绍中我们看到，构成指号的物质材料

是各色各样的，指号可能代表的对象是千差万别、性质迥异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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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指代对象的联系有多种情况，有自由的、约定的，有相似性联

系的，有天然联系的等等。那么语词指号、词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语词指号的透义性。语词指号以人的语音为其物质外

壳，词义同语音的物质外壳的联系也是约定俗成的。但其音义的

联系有自己的特点。词的声音形式同意义之间有人说是联想关

系，有人说是因果关系，都难以服人。德拉克鲁阿、鲁宾斯坦等人

指出语词指号的透义（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 沙ｒｅｎｃｙ　ｔｏ　ｍｅａｎｉｎｇ）是其特点。

夫解释这个观点说：“ 当他们用这个比喻的说法的时候，这些著者

心里所想的是：当我们感知到语词指号的时候，那么，不同于所有

其他的严格指号，我们并不感知到它们的物质形状是独立的东西，

而恰恰相反，这个形状是和它的意义混同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除

非在知觉失调的情形下，我们是不会去理会语词指号的物质方面

的存在的。” 我们认为，沙夫所说明的这个观点强调的是，对本族

人来说，本族语词的语音形式同它指示的意义联系非常紧密，以致

达到几乎混同的程度，这是其他指号同指示对象的联系所不能比

拟的；从本族人讲本族语的感受来说，运用语词是运用它的意义，

似乎并不理会语词的语音形式，这是指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语音形

式非常熟悉，非常习惯，在语词的运用中，意义方面起了主导和支

配的作用。

第二，词义能达到高度的抽象水平。人工指号都有一定程度

的抽象（性 指示一类事物，这就有抽象），语词指号的抽象性更是人

所共知的“。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任何词

（ 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由于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它能达

到其他指号不能达到的高度抽象水平。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改造过程中，对客观事物所做的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分析、综合、

抽象、概括，都要凭借语词来进行。在语言中，有指示个别事物的

（词 专名），指示一类事物的（词 类名），有将事物现象分解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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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性状等分别加以指示的词，有表示各种存在于事物之中、思

维之中而难以具体展示的关系、作用的词等等。各学科的抽象理

论，要借助语言才能形成和表述。数学语言，各种抽象的形式语言

是派生的，以语言表述为基础的。因此，也可以说，各种抽象的形

式语言，正是由于代表了自然语言才能获得它内容的抽象性。

第三，词的多义性。词传达的信息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词

的多义性，明显地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许多词在历史发展中生出

许多新义，二是几乎大多数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获得各种临时

义，三是许多词不仅有概念（义 理性内容），而且有附属色（彩 感情、

语体色彩等），四是概括性的词用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侧重指示的

。数量范围、部位方面、具体对象、行为和性状特征等等是不同的

因此，严格说来，纯粹意义的单义词是不存在的，词典中确定的单

义词只是对具有较固定的理性内容的词类型化的说明罢了。

第四，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是多形态的。根据现代认知心理

学和神经心理学的认识成果，结合人们的日常体验，我们准备着重

说明词义的这个特点。

现代的认知心理学认为，“ 输入的信息在人的头脑中是以摹象

表征和命题表征的形式贮存的。”“ 摹象表征反映认知中生动的、

形象的一面，在心理上与真实物体状态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在实际的记忆和思维中，仅有摹象表征是不够的。人们记住的

往往是意义而非形象，使用另一种抽象符号表征，即命题表征。

“ 命题表征是人类认知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表征形式。一个命题就

是一个陈述，用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它可以

是一个语句，也可以是一个方程式，或任何其他一种符号的有意义

的组合，是一个最小的知识单元。”

苏联神经心理学家维戈茨基提出“ 内部言语”和“ 扩展性言语

结构”的观点“。内部言语”具有述谓性、凝缩性、简化性等形态特

征。内部言语的基本任务是将内部思想转变为“ 扩展性言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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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扩展性言语结构”即指一般正常运用的词语、句子

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这些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同

人们的日常体验有相当一致的地方。拿人们对词义的认识、词义

的表述（ 即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来说，可以说是多形态的。既有

“ 摹象表征”的形式，也“有 命题表征”的形式，后者的表现又是各种

各样的：既可以呈现为凝缩的、简化的内部言语，也可以呈现为一

般应用的正常的“ 扩展性言语”。我们把词义在意识中呈现的形态

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１）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由多个词语组成，是符

号串。词典中说明、描述式的释义是这种形式的代表。它是人们

借助于经验、科学认识经过分析、概括产生的，内容较准确，较完

整。有恰当的语言形式。如：

水　　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结合

而成。

（ ２）不大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它也由多个词语组

成，也是符号串。内容不大准确，不完整。形式自由。人们日常理

解说明词义多是这种形态。如日常生活中要问什么是“ 水”，可能

听到的回答是“ 能喝（的 东西“）”能用来洗衣服（的 东西“）”井里有

（的 东西）”等等。

（ ３）单个同义语言符号表示的词义。它只是换了一个语言符

号，它不是符号串，不是扩展性词语。只有存在同义的单个语言符

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如：

水ｗａｔｅｒ（ 英）

（ 俄）

这是不同语言的单个语言符号的对释。

棒子　　　　玉蜀黍

箠　　　　　　鞭子

这是一种语言中单个语言符号的对释，上为普通话释方言，下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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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释古语。

（４）词义是指示的客观事物现象的表象、印象，即词义“以 摹象

表征”的形式呈现。这种词义的表现形态在幼儿的意识中可能是

占主导地位的。幼儿说“ 水”时不可能解释什么是水“，水”在他的

意识中是感觉和知觉中某种软软的、滑溜溜的，可以喝的、洗手的

东西。在一般人意识中出现的词的“ 摹象表征”有两种作用，一方

面是 ，表示具体事物现象的体现了词的指物性（ 词的指称功能）

词都是指示客观世界中一定的具体事物现象的，这种作用同词表

示某种概念内容的作用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词的形象义。

词的同一意义在人的意识中有可能呈现为多种形态，这是词

义的显著特点。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可能有不同的

形式、不同的类型，这是词义分析和描写的重点。

附 注

①见罗兰、周易译沙夫《 语义学引论》第三章：意义的意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年。

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　５．　Ｏｘ－

ｆｏｒｄ，　１９６２。

③转引自沙夫《 语义学引论》，２６０页。

④威廉·汤姆逊《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９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Ｊ．

Ｌｙｏｎｓ，　Ｉｎｔｒ ——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 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１９７１。

Ｊ．　Ｌｙ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６．

参看《 语言及文体的古代理论》，转引自布达哥夫《 语言学概论》２６６页，时

代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庞朴《 公孙龙子译注》２０页。

同②，Ｐ．　５６。

同⑤，Ｐ．　１５。

Ｃ．　Ｋ．Ｏｇｄｅｎ　ａｎｄ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　１１，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２７。三角图译文采自罗兰、周易译沙夫《 语义学引论》２２１页，但“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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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 指号”。

，１同 １－１２。

转引自沙夫《 语义学引论》１６５页。

转引自沙夫《 语义学引论》２６０页。

．　．斯密尔尼茨基《 词的意义》，语言学译丛１９５８年１期。

　

．　．

о

．

．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０１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同 ，Ｐ．５７。

参看拙著《 现代汉语词汇》２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１６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同 ，２４－２９页。

同②，Ｐ．５９。

。同

，１６６－同 １６７。

兹维金采夫为Ｅ．　Ｈａｍｐ　Ａ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Ｕｓａｇｅ

一书俄译本所写的序。转引自《 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１年１期，３３页。

同②，５８－６１。

普罗克拉斯提斯（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是强盗。捉人后使

身高者睡短床，斩去多出部分；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身体使与床齐。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牛津１９５３年版２０页，３页，转引自沙夫

（ 语义学引论）２５７页。

同 ，６４－６７，又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３０２－３０４。

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Ｐ．　４０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ｐｉｎｔｅｄ

１９７８。

同②，１６－１８，用例有补充更换。

据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１００－１０９，用例有补充更换。

， １７９－２１１。同

，１７１页。同

，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Ｐ ，１９８６。．　３２，　

　 ，　７１－７２，　 ，１９７７，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

同 ，１７４页。

同①，１９７页。

同①，１９７－１９８。

列宁《 哲学笔记》３０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

参看拙著《 现代汉语词汇》，３９－４１页。

朱曼殊主编《 心理语言学》，１４６页，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同 ，１４４页。

，１４４页。同

卢利亚（ 神经语言学）６页，２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维戈茨基在《 思维与语言》中指出应当把词分为两个方面：词的指物性

（ 词的指称功能方面）及词所表达的关系和概念方面。见卢利亚《 神经语

言学》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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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词义的类型

一、对词义类型的不同划分

一般认为，词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本书只讨论词汇意

义，词汇意义类型就简称词义类型。我们一般的划分方法是，从

派生关系上分出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从词义在现时的作

用上分出基本义、常用义，只存在于合成词和固定结构中的语素

义（ 或称词素义） 等，从传达的信息内容上分出概念义（ 理性

内容）和附属义（ 或称附属色彩，如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

为了更好地描写词义，不少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说明和分析。下面

介绍近年国外学者几种有代表性的分类。

１、莱昂斯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莱昂斯认为，我们的言辞、动作、表情等有三种功能：传达

实际的信息，显示个人的态度和个性，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相

应地，言辞的信息（ 意义）就有三种类型：

描述信息或描述（义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１） ｎ　ｏ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描述信息可以肯定、否定，可以客观地核实。如下列陈述有

描述义：Ｉｔ　ｉｓ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ｉｎ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此刻爱丁

堡正在下雨。

（ ２）表情信息或表情（义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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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ｉｎｇ）

言辞表示的说话人个人特征（ 包括不同的感情、态度和个

性）的意义。比一般所说的感情色彩所指要宽。试举一例解释，

如“ 我先发言”“ 我放头炮”“ 我来抛砖引玉”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显示的说话者个人的感情、态度、个性特征有不同。第一种说

法平实，第二种说法爽快，第三种文雅、有礼貌。

（ ３）社会信息或社会（义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言辞用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意义。例“如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ｄｏ（？”你好“）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你好吗）等问候语，并不用其字

面的意义，而是用来表示友好，有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意义。

（２（）３）又可合并为人际关系信息（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莱昂斯认为这种信息（ 意义）经常用超语言现象（ ｐａｒ－

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和非超音质语音现（象 ｎｏｎ－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ｖｏｃａｌ

ｐｈｅ 来表示。前者指说话时的手势、眼神、表情等，后ｎｏｍｅｎａ）

者指说话时的音强、音高、语调等。例如同是说“ 你好”，有时

语调平淡，面无表情；有时满脸笑容，声亮语甜；有时悲喜交

集，双手紧握。其中关系亲疏，人情冷暖，不难分辨。

莱昂斯把语言单位区分为词位（ ｌｅｘｍｅｓ）、词位变体

和应用中的（ｆｏｒｍｓ） 词语（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如原形的ｆｉｎｄ（ 找到）

代表一个词汇单位的词，是词位，现在时的ｆｉｎｄ，过去时和过去

分词的ｆｏｕｎｄ是词位变体，ｆｉｎｄ和　ｆｏｕｎｄ用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

是应用的词语。

联系词位、词位变体和应用中的词语的划分，莱昂斯把描述

义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１）　 Ｓｅｎｓｅ词位和应用中的词语的意义

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应用中词语的具体所指

３）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

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有下列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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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词位和应用中的词语有意义（ ｓｅｎｓｅ）和指示的客观

存在的对（象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词位没有具体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应用

词语才有具体所指。

第二，应用中的词语可以有相同的意义（ ｓｅｎｓｅ）而具体所

（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不同。例“如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那本书在那

儿“）Ｂｒｉｎｇ　ｍｅ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把在那儿的那本书拿给我）

“ 　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在那儿的那本书我读过）中的

ｂｏｏｋ（ 书）意义（ ｓｅｎｓｅ）是一样的，但是否有相同的具体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要看语境，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第三，应用中的词语可以意义（ ｓｅｎｓｅ）不同，而具体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相同。例“如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晨星）“和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昏星）的意义不同，而具体所指相同，皆指太白

金星“。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ｔ　Ｊｅｎ（ａ”耶拿的胜利者）“和 Ｔｈｅ　ｌｏｓｅｒ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滑铁卢的失败者）意义不同，而具体所指相同，皆

指拿破仑。

第四，词位的意义（ ｓｅｎｓｅ）和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词位本身的意义，后者是词位

所指客观存在的对象。有些词有意义，无所指的客观存在的对

象，如ｕｎｉｃｏｒｎ（ 传说中身体像马的独角兽）。或者可以有第二位

的指示对（象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可以根据这个词的意义画

一张画儿，画像可以表示这个词指示的客观对象。专有名词没有

意义（ ｓｅｎｓｅ），而有指示的客观对象。

第五，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对应用中

词语的具体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有部分的制约作用。后者决定于语

境，但前者也限制了它的范围。

莱昂斯还指出自然语言有反身指代作（用 ｒｅｆｌｅｘｉｃｉｔｙ　 ），这是

它区别于别种指号的特点，也是它区别于人类非言语的交际手段

（ 手势、眼神等）的特点“。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ｅｉｇｈ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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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这个词有八个字母）中ｓｏｃｒａｔｅｓ一词不是指某个人，

而是指示它自身。再如：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ｓｓ　ｉｘｌ　ｅｔｔｅｒｓ 波士顿有六个字母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ｓａｎｏ　　ｕｎ波　士顿是一个名词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ｓ　ａ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波士顿是双音节词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ｓ波士顿人口稠密　ｉｓ ｐｕｌｏ　ｐｏ

上三句说的是名称Ｂｏｓｔｏｎ的性质，而不是叫Ｂｏｓｔｏｎ的城市本

身。上三句中的Ｂｏｓｔｏｎ都是词的反身指代用法。第四句中的

Ｂｏｓｔｏｎ同前三句不同，它指的是那个城市。

莱昂斯对词义的分析同哲学关系很深“。晨星“”昏星”一例

是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提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 耶拿的胜利者”

“ 滑铁卢的失败者”一例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讨论的。区分脱离

具体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单位的词位的意义，同这个词用在不同的

、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是对的。但“ 晨星”“ 昏星”一例，从语言

学角度看，其所说的不同是词（ 语）的构成成分的意义（“ 星”

一为“ 晨（ 出现）”一为“ 昏（ 出现）”）不同，和“ 晨星”“ 昏

星”作为一个词位的意义并不是一回事。莱昂斯还说， 词语的同

义是ｓｅｎｓｅ相同，而非具体所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相同。这也有待于

申说。如汉语中的暖壶、热水瓶， 它们作为词位，意义是一样

的，而在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是千差万别的。但按“ 晨星”“ 昏

星”的分析来看，“ 暖壶”“ 热水瓶”所含的构成成分（ 语素）不

同，因此意义（ ｓｅｎｓｅ）是不同的。这就是明显的矛盾。莱昂斯

说专有名词无意义（ ｓｅｎｓｅ），只有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 ｄｅ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一般认为，专有名词（ 以人名、地名为代表）虽然代表

的是单个事物，但单个事物也是有许多特征的，这些特征就构成

了专有名词词义的内容。莱昂斯的说法解释这种现象有困难。中

世纪的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已区分了词指示人和物的作用和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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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身的作用

明很具体，很有启发性。

２、里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里奇（ Ｇ．Ｌｅｅｃｈ）把词义分为７种类型。我们先列出他的

分类表，然后用汉语的例子来解释他的观点。

（１）概念（义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　 ｓｅｎｓｅ）是词的逻辑的、

认识的或指示的内容。其特点是，在交际中占中心位置，其语义

特征是固定的，非开放的。

（ ２）含蓄义（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词所表达的由它所指

示的东西产生的在概念义以外的内容。其内容可随时代、集团、

个人的不同而变化。

（ ３）风格义（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词所表达的语言应用的社

会环境的内容。

里奇接受克里斯特和达维（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ｙ）在《 英语风格

研究》（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ｙｌｅ）一书的观点，先把英语风格

分为三大类，下又区分为若干小类：Ａ．相对固定的风格：下又

分ａ．一般人的个人风格，如Ｘ先生、Ｙ太太、Ｚ小姐的风格

等。ｂ．地区方言和社会集团的风格。ｃ．时代风格，如１９世纪

语言风格等。Ｂ．语体风格：下又从语言传达的媒介上分为口语

风格和书面语风格，从参加者的情况分为独白风格和谈话风格。

Ｃ．相对不固定的风格：ａ．从语言应用的领域范围上分为法律、

科学、宣传体风格。ｂ．从言语的品性上分为文雅、粗俗、俚语

风格。ｃ．从语言的模式（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上分为回忆、讲课、笑话体

风格等。ｄ．作家个人风格，如狄更斯、海明威的风格等。这些

不同风格主要由社会环境造成，不同风格的作品、谈话传达出不

同的风格内容，同时也传达出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信息。

（４）感情（义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词表达的说者或写者的

，莱昂斯在这个基础上对词的反身指代作用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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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态度的内容。

里奇认为，感情义常寄生在前三种类型的意义之上。语调可

以帮助表示感情。

（５）反射义（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联想到的同一词的其他

意义。

里奇说，有些表人体生理过程的词可能有多个意义，但因忌

讳联想到生理过程的意义而不用这个词，改用别的说法。

（６）组合义（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联想到的该词出现的语

境中同其组合的其他词的情况。

（７）主题义（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用语序或强调表示的意

义。

里奇认为，（２（）３（）５（）６）可合并称联想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它们是基于经验接近的基础上由思维的联想产生的。

同概念义比较，它们都有开放的、不确定的特点。“ 概念义是言

语社会成员具有的语言的‘共有系统’中的实质性部分，联想义

比 。较起来不稳定，随个人的经验而变化”

下面试以汉语“ 孩子”一词解释里奇的观点：

孩子

（１）概念义　　　　未成年的人

（２）含蓄义　　　　因人而异，可以是“ 天真、活泼、可爱的”，

可以是“ 无经验的、软弱的”，可以是“ 贪玩的、爱闹事的、讨

厌的”等等。

（３）风格义　　　　它通用于书面语、口语。跟它同义的“ 儿童”

是书面语。

（４）感情义　　　　它感情色彩是中性的。同“ 孩子”比较，“ 宝

宝”“ 宝贝儿”用于指孩子时是表爱的。

（５）反射义　　　　“ 孩子”有两义：①儿童，②子女（ 她有两个

孩子）。这两义难以产生联想。“ 宝贝”一词有三义： 珍奇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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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儿）小孩的爱称，③无能或奇怪荒唐的人。说 时可能

联 义。想到

（６）组合义　　　　下表可以表示“ 孩子”“ 儿童”组合义的不同：

（ ７）主题义

我喜欢孩子。 我喜欢孩子。

孩子，我喜欢。 我喜欢孩子。

①的下句用语序达到强调“ 孩子”的目的， 的下句用重音达到

强调“ 孩子”的目的。

里奇对词的信息内容的分析相当细致，对具体分析词义相当

有帮助。他认为词的概念义所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固定的。例

如他认为英语ｗｏｍａｎ（ 妇女）一词的概念义可表示为＋ＨＵ－

ＭＡＮ（ 人类 ）－ＭＡＬＥ（ 非男 姓） ＋ＡＤＵＬＴ（ 成 年） ，妇 女的

其他特征在他心目中是含蓄义。他认为同概念义所含特征本质是

有定的相对，人们对事物特征的了解 。但 他是无定的、开放的

也承认，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成分，还是

一个含蓄特征而犹豫。这种模胡，是语言所特有的 。概念义所

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认识不尽一致。以后我们还

要进一步讨论。里奇所说的反射义、组合义、主题义，都是重要

的语言现象，但并不都属词汇意义的范畴。

　

．　苏联学者戈罗文（ ．　

细致的划分。

３、戈罗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从不同角度对词义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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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词义同现实中的事物现象的不同联系来分类，分

为指名义和指号义，直接义和转义，具体义和抽象义。

（ １）指名义（ ａ ）指名义使词指称

物，给物命名。听到或读到带有指名义的词，人们一下子会了

解、“ 看到”所指示的事物，而同别的事物区别开。如

（ 白桦 （ 松 树）等。（ 橡树）、）不同于

（ ２）指号义（ ）指号义只能使词标志

对象，使成为对象的一种指号，不能给对象指出个体的名称。如

（ 他）、 （ 在上（ 这个）、 ）、 （ 由）、 （ 哦，啊呀）

等。

（ ３）直接义（ ）直接义直接反映对象。

如 （ 田（ 铅 笔 ）、．（ 书 ）、 （ 灯 泡 ）、

野）等。

（４）转义（ ）转义通过同一词中某义

的 （ 人的脸）中的中介而间接反映对象。如：

（ 脸）是直接 （ 戏中人）中的 （ 人）义， ц

是转义， （ 孩子跑）中的 （ 跑）是直接义，

（ 时光流逝）中的 （ 流逝）是转义。

（ ５）具体义（ ）可以同单个确定的事

物发生联系的意义。如 （ （ 图 画 ）、书 ）、

（ 走）、 （ 飞）、 （ 浅蓝色）等。

（６）抽象义（ ）不能同单个的确定

的事物发生联系的意义。如： （ 概括）、

（ 领导）、 （ 有理的）等。

其次，根据词义同意识（ 首先是思维）的关系来分类，分为

术语义和一般义，形象义和非形象义，感情义和非感情义。

（７ ） 同 概 念 趋 于）术语义（

一致的 （ 积 分 ）、意义。如 （ 漫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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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性）等ц 。

（８）一般义（ ）即词一般应用中的意义。

举汉语中的一个例子。如“ 惰性”在汉语中除有术语义（ 物质不

易跟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化合的性质）外，还有一般义，指不想改

变生活和工作习惯的倾向（ 多指消极落后的）。

）同对物体的（９）形象义（ 具体的感性

）联系的意的反映的表象（ 义。

（１０）非形象义（ ）同对物体的具体

的感性的反映的表象无联系的意义。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①玛沙弄折了、又铲去了美丽新鲜、有洁净的弹性花瓣的

）雏菊（ 　。

②雏菊是菊科植物的一种。

①中的“ 雏菊”带形象义，因为它伴随着概念，传达和引起了具

体的感性表象，②中的“ 雏菊”无形象义，它只表达一般的抽象

的概念。

（１１）感 情 ）同人的感情、义（

愿 （ 父亲，敬语）望联系的意义 、 （ǔ 啊呀。如 ，ǔ－

表害怕、疼痛、惊奇的叹词）、 （ 好极了）等。

（１２）非感情义（ ）不与人的感

（ 水）、 （ 杯子）情、愿望联系的意义。如： 、

（ 篮子）等。

再次，根据词义在语言内部互相联系的不同来分类，分为同

义义和反义义，多义词义和同音词义，无理据义和有理据义，原

义和派生词义。

（１３）同义 ） 同 义 词 的 相 同义（

的、接近的意义，以同义义相联结的是同义词。（ 举例略）

（１４）反义义（ ч ）反义词的互相排

斥、互相对立的意义，以这种意义相联系的是反义词。（ 举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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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多义词义（ ）多 义词 的各

个意义，它们意义有联系。（ 举例略）

（ １６）同音词义（ ）同一个语音形

式表达的不同意义，意义间无联系。（ 举例略）

（ ） 不 依 赖 于１７）无理据义（

（ 夏天其他意义、从其自身来理解的意义。如 ）、

（ 温暖的）、 （ 好 ）等 。

（ １８）有理据义（ ） 借 助 其 他 意

义而 （ 课在进行）理解的意义，有意义的来源。如：

中 （ 进行。按： 原有“ 行走”义，“ 进行”义从其产的

生 （ 明晰的思想）中的）， （ 明晰的。按：

原有“ 明亮”义“，明晰”义从其产生）。

无理据义和有理据义是同在一个词中的。拿汉语来说“ 锯”

的“ 锯子”义是无理据义，“ 用锯拉”是有理据义。“ 窝”指“ 鸟

兽昆虫居住的地方”是无理据义，指“ 坏人聚居的地方”是有理

据义。

（１９）原义（ ） 派 生 别 的 词 的 意

义 。

（ ２０）派生词 ）从别的词派生出义（

来的词的意义。

原义和派生词义指原词和派生词两个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如

（ 草地）派生， （（ 草地的）由 教师）由

（ （ 跑出）由 （ 跑 ）派教、教授）派生，

生，等等。

另外，根据词在运用中意义的固定程度来分类，分为语言义

和言语义。

（２１）语言义（ ）巩固在词中不依赖于

上下文也能显示的意义，为集体成员所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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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言语义（ ）在一定上下文中临时产

生的意义，只能在作者安排的语境中去理解。言语义也叫词的

。“ 用法”

我们将在下面用汉语的语言材料说明言语义的产生和它同语

言义的联系。

戈罗文对词义的划分，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词的同一个意

义，从不同方面看就同时属于不同的类型。例 （ 书 ）同如

时属于指名义、直接义、具体义、一般义、非感情义、无理据

义，同 （ 小书）相比，又是派生另一个词的原义，它又

属语言义，等等。他所说的言语义，苏联著名语言学家维诺格拉

托夫原称词的用法。戈罗文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面去

解释这种现象，将其概括为言语义这个类型，是有根据的。语言

义和言语义的对立是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

４、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苏联学者 ．　 ．　伏敏娜（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

础上也从不同角度对词义作了划分，某些划分更加细致，有特

色，下面作简要介绍。

首先，根据词义同现实联系的特点划分直接义（

）和转义（ ）。直接义直接指示事

物、现象、行为、性状。转义是由直接义从指示某一对象转换到

一词指示另一对象时产生的，受联想和比较的制约。如 ，

直接义指人的下肢，转义指家具、屋架、建筑物等下端的支柱。

直 接 义 也 或可 称 基 本 义（

），它比起词的其他意义来，更少受结合能力的限制，

它在组成词汇的聚合关系方面起制约作用。词的基本义只能从现

代词汇系统中去确定，各个历史时期并不一致。有一部分转义保

留有它的产生的原来意义的形象性（ 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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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生动形象的转义），如

（ 飞机 （ 翅膀）。有一部分转义已丧失了它所翅膀）中的

产生 原 来 意 义 的 形 象的 性（ 称 为

，形象消失的转义），如

（ 原义是黄金的）（ 极心善的人）中的 。我们在汉语中也

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窝”原指“ 鸟兽昆虫居住的地方”，其转

义“ 坏人居住的地方”（ 如土匪窝）还多少带有藏身之处的形象

性。“ 本钱”原来指“ 用来营业生息赌博的钱财”，转义指“ 可以

凭借的资历和能力”，是一种抽象用法。已没有了原来意义的形

象性了。

其次，根据词义是否从另一词派生出来的分为非派生义

（ ）和派生 ）　。义（

这种划分同第一种划分的区别是，第一种划分是一个词中不同意

义的关系，这里是 （ 土指不同的词之间的意义的关系。如

（ 土地的，地上的）地）是非派生义，而它所派生的 是

派生义， （ 森林）是非派生义，而它所派生的 （ 森林

的）是派生义。我们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如

“ 短（”长短的短，形容词）和“ 短儿（”缺点，名词）“，短儿”

是“ 短”的儿化，其中存在某种性质的派生关系，“ 短”的意义

是非派生义，“ 短儿”的意义是派生义。再如“ 盖”（ 动词）和

“ 盖儿（”名词）也是同样的情况。

再 次 ，根据 词 搭配 的可 能 性和 方法 划 分出 自由 义

（ ）和非自由义（ ）。自
由义指词的这样的意义，按照它所属的词类而自由充当句子成分

的意义。 （ 头）、 （ 鼻子）、 （ 眼睛）、 （ 桌子）

等词的基本义都是自由义。按照这种说法，汉语中的人、马、

走、跑、好、热等的基本义都是自由义。

非自由义分为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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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同 熟 语 联 系 的 意 义（

（ 涂抹）） 如 俄 语 一词的

“ 哄骗、蒙蔽”的意义仅在同 （ 眼镜）结合成熟语

（ ）（ 欺骗、蒙蔽某人）才出现。按照这种观点，汉语

成词语素仅存在于成语中的意义也可作这种解释。如“ 兵”是成

词语素，但其“ 兵器”义在现代仅存在于“ 短兵相接”、“ 秣马厉

兵”等成语中。“ 汤”是成词语素，它的“ 热水、开水”义在现

代仅存在于成语“ 扬汤止沸“”、赴汤蹈火”等之中。

２） 受 句 法 制 约 的 意 义（

（ 野兽）指残暴） 如 俄 语 、

粗暴的人，指凶残的暴徒时，仅在它用作谓语的时候。我们也可

以在汉语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如“ 见背”指“ 长辈去世”，是动

词，但它只用作谓语（ 如：双亲见背）。“ 见怪”意为“ 责备、怪

（ 多指对自己）”，也是动词，但它只能加助动词作谓语（ 如：别

见怪）。

３） 受 结 构 限 制 的 意 义（

）伏敏娜认为这是２）类型中的一

种情况，我们将它单列。如俄语的 要与 连前置词 а

用，后面带感情所及对象的第四格名词，才显出“ 抱怨”的意

义 ，如 （ 抱怨自己命苦）。我们同样可

以在汉语中看到类似的现象。如“ 一歪一扭地走”中的“ 一⋯⋯

一⋯⋯”表示动作的连续，只出现在两个“ 一”后加一个动词连

用的时候。“ 一本一利”中的“ 一⋯⋯ 一⋯⋯”表某种比例关系，

只出现在两个“ 一”后加相关名词的时候（ 比较：一男一女、一

高一矮）。“ 断断”表示“ 绝对”的意思，只用于否定结构中

（ 如：断断不能这样做）。

最 后 ， 根 据 作 用 的 不 同 分 为 指 名 义（

－）和 指 名 又 带 感 情 色 彩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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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给事物现象命名，后者除给事

（物命名外，又带有某种感情色彩。如俄语的 马）是指名

义， （ 马，表爱）是指名又带感情色彩义 （ 担子），

是指名义， （ 重负）是指名又带感情色彩义。汉语中的

“ 教师”——“ 教书匠（”有贬意“）、士兵 “ 大兵（”有贬”——

意）同此相似。

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分明显地受到苏联著名语言学家Ｃ．

Ｈ．维诺格拉托夫的影响。维诺格拉托夫把词汇意义分为下列几

种主要类型：（１）指名义（ 又再分基本指名义、派生指名义），

（２）非自由义（ 又再分习用范围受限制的词义、句法作用受限制

的词义、搭配方式受限制的词义），（３）词的用法（ 词在应用中

临时产生的意义）。可以看到，伏敏娜自由义和非自由义的划

分是以维诺格拉托夫的划分为基础的，但已经作了调整，说明更

加合理细致。这种划分，揭示了词义同词出现的语言环境的关

系，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词的言语义的分析

词的言语义指词在运用中临时获得的意义，不是指词的概念

义（ 属语言义）在运用中因上下文和语境的不同而显出的各种差

别。如“ 车”的意义是“ 陆地上有轮子的运输工具”，下面的例

句可以显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意义的差别：

①车真大。　　（“ 车”侧重指车的体积容量）

②车真漂亮。 （“ 车”侧重指车的型式装饰）

③车真结实。 （“ 车”侧重指车的构造质量）

④你的车呢？借我骑。 （“ 车”指自行车）

⑤（ 在公共汽车站）车怎么还没来？ 车”指公共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0

车）

（ 在火车站）车误点了。（“ 车”指火车）

马路上有车。（“ 车”指很多辆）

我的车放在那棵树下。（“ 车”指一辆）

① 是所指具体对象③是所指部位方面的不同，④⑤ 不同（ 大

类下的不同小类）， 是所指数量范围不同。这种差别，一般

。仍看作一个意义范围内的变化

又如“ 飞驰”的意义是“（ 车马）很快地跑”。下面例句可以

显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义的差异。

①马在飞驰（“ 飞驰”表示在陆地上靠体力用脚快跑）

②导弹在飞驰（“ 飞驰”表示在空中靠喷出气体的反推力

迅速前进）

③舰艇在飞驰（“ 飞驰”表示在水上靠作用于水的反推力

迅速前进）

这些差异一般仍认为是一个意义范围内的变化。

词的言语义属于不同的情况，词的言语义指词在运用中获得

的新的意义。言语义主要是通过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产生的，例

如：

中国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翻天覆地的好汉。我

们干了五十八年，天，我们是把它翻过来了。现在中国的天，

已经是蓝蓝的天，革命的天。但是，中国的地，我们还没有把

它覆过去。我们翻了一个天，我们还要覆它一个地。（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

习》）

这段话中的“ 顶天立地”“ 翻天覆地”中的“ 天”“ 地”，用的是

这两个词的语言义。后面的“ 天，我们是把它翻过来了”．中的

“ 天”，指的是政权、社会制度等，“ 中国的地，我们还没有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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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过去”中的“ 地”，指的是生产、生活情况等，“ 天”“ 地”这

两个词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这两个词在运用中获得的新的意

义，是言语义。

言语义的产生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

（１）比喻用法产生言语义

词的比喻用法是言语义产生的最常用的手段。例子很多。例

如：

现在，我们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长夜，欢度着阳光明丽

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是初春的天

气，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起的暖流进行搏战最激烈的季节。

（ 魏巍《 路标》）

这段文章中，许多词都通过比喻用法而有了言语义。例如“ 长

夜“”、春天”，在这里不是指“ 长长的夜晚“”、一年中第一个季

节“”。长夜”指的是“ 旧中国长期的反动统治“”，春天”指的是

“ 解放后的幸福生活”。“ 残冬中的余威”指“ 旧的习惯势力和思

想意识“”，新起的暖流”指“ 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生活习惯等”。

这些意义都是通过词的比喻用法而获得的。

比喻用法往往可以使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用法中有不同的言语

义。如：

而青松啊！

（决不与闲花为伍。 郭小川《 青松歌》）

但是，

在我们万花起舞的

花园里，

我 （ 贺敬之《 放声歌唱》）看见花瓣在飘洒着露水。

我的心是果园的春天，

吐露着花

和花一般纯洁的情感 （ 傅天琳《 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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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点的“ 花”在这三段诗句中有不同的言语义，第一个“ 花”，

指的是人，“ 闲花”指庸庸碌碌、毫无作为的人。第二个“ 花”，

指的是各种新生力量、新鲜事物。第三个“ 花”，指的是新鲜美

好的思想、情绪等。

（２）借代用法产生言语义。如：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

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关门主义“ 为渊驱鱼，为丛驱

雀”，把“ 千千万万”和“ 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只博得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 论反对

略》）

上面加点的“ 千千万万”、“ 浩浩荡荡”分别指“ 民众”和“ 革命

军”，是通过借代用法而得到的言语义。

韩老六的大老婆子应声走出来。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枣

核样的胖女人。⋯⋯大枣核存心把剩下来的钱往少处说。

（ 周立波《 暴风骤雨》）

文中的“（ 大）枣核”指韩老六的大老婆子，也是通过借代用法

而产生的言语义。

（３）双关用法产生言语义。如：

新做屋基四四方，

细细石子来打墙；

哥哥会盖大瓦屋，

问妹要廊不要廊？（ 江西民歌《 新做屋基四四方》）

“ 廊”的语言义是“ 屋檐下的过道”，通过谐音双关，有了言语义

“ 女子的情人（”郎）。

甲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

　　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

　　蝶纷飞，百花争艳。

乙　　　　噢，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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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乙　　　　什么呀！我说你们住“的 别墅”！

甲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住地呀。（ 相声《 友谊颂》）

“ 别墅”的语言义是“ 在郊区或风景区建造的供休养用的园林住

宅”，利用谐音双关，被赋予“ 别的树”的言语义。

（４）改换词性产生言语义。如：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

学生上几篇“ 呈文”，党国倒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

夸奖，永远“ 国”下去一样。（ 鲁迅《 友邦惊诧论》）

“ 国”是名词，这里最后一句的“ 国”作动词用，大略是“ 以国

的身分存在”的意思，这是“ 国”词性改换以后所获得的言语

义。

“ 吃了么？好了么？老拴，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

是我的消息灵⋯⋯”（ 鲁迅《 药》）

“ 你运 用的是语言义，即“ 幸运”气”中的“ 运气”，是形容词，

之意。 获得了言语义，大略“ 运气了你”的“ 运气”，成了动词，

是“ 使⋯⋯有好的运气”的意思。

（ ５）反语用法产生的言语义。如：

要算广西对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 付瑶民的办法。据《 大

晚报》载，这种“ 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中杀死三千人，派

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 下蛋”，使他们“ 惊诧为天神天将而

不战自降”！（ 鲁迅《 王化》）

文中的“ 宽仁”、“ 王化”都是反语用法，通过反语用法而产生了

同这两个词语言义相反的言语义，这里“ 宽仁”意为“ 残酷、凶

残“”，王化”意为“ 专制残暴的统治”。

好！咱给他们埋个守门雷，明天是大年初一，叫他来个开

门见喜。（ 马烽、西戎《 吕梁英雄传》）

文中的“ 开门见喜”是反语用法，“ 开门见喜”实为“ 开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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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见喜”通过反语用法而有了同它的语言义相反的言语义。

（ ６）在一定条件下，给词语赋予新义也是言语义产生的一种

途径。我们前面举的“ 天”、“ 地”的言语义就是这样产生的，再

如“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原出《 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按照事

物的实际情况办事，不夸大不缩小。毛主席在《 改造我们的学

习》一文中对这个成语作了这样的解释：

“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其中对“ 是”的解释，开始也是属于言语义的。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应该按照

词的语言义来运用词语，但在一定条件下，词又可产生出众多的

言语义。言语义为人们所接受为人们所理解，是因为言语义有它

独特的作用。首先，能产生形象语言的寓意作用。这在文艺语言

中有鲜明的表现。色彩最斑斓、内容最丰富的是比喻的应用。通

过比喻，词语产生了众多的言语义。形象的描绘中往往寄托着深

刻的思想。如上面所引魏巍《 路标》中的一段。其次，有时能产

生幽默讽刺的语言，如上面所举“ 别墅”例、“ 开门见喜”例。

第三，能产生曲折含蓄的语言。这在恋歌中常见。如上面所举

“ 问妹要廊不要廊”例。言语义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因此可以

说言语义是语言运用灵活性的表现，也是人们运用语言创造性的

表现。

语言义和言语义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许多言语义是在语言义

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有一些言语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语

言义。例如“ 尖端”一词原指“ 物的末端、顶端”，解放后用来

这个意义后来广泛比喻最先进的、发展最高的（ 科学技术）， 应

用，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语言义，为《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

再如“ 东风”和“ 西风”，原分别指“ 春天的风”和“ 秋天的

风”，解放后“ 东风”常用来比喻“ 革命的力量和气势“”，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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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没落的势力”，开始这样用的时候是言语义常用来比喻“ 日 ，

后来就发展为语言义了。《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 东风”、“ 西

风”这两个意义。

词在运用中可以获得、改变感情色彩，这也是一种言语义现

象。在书面中可以出现这种现象，更明显地表现在口语中。口语

是词获得、改变感情色彩的重要领域。在口语交际中，词不是靠

自身的特征而获得或改变其感情色彩的，是由于说话时音高、音

强、音长、语调的作用（ 有人称之为非超音质特征），是由于眼

神、表情、动作的作用（ 有人称之为超语言现象）而产生的。

如：

达（ 望望白露，又周围地望望）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

么个地方！

露（ 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 不得已地）好！达（ 慢声）嗯—— 好！

《（ 曹禺 日出）第一幕）

这是方达生同陈白露分别多年后见面时的谈话。 方已看到陈所过

的不正常生活，厌恶她现在的生活环境。这里方最后所说的

“ 好！好！”是出于礼貌（ 不是讽刺、反语。因为作者说明是“ 不

得已地”），怕过分刺激陈的感情。这个“ 好”说出来肯定已不会

有饱满的赞扬口气了，在音高、音强、语调上同正常的说法应该

有差异，并伴随有一定的表情和眼神，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这

个“ 好”已不具有原来肯定的、褒的感情色彩。再如：

原来是大丰银行一个小职李石清⋯⋯ 员，他的狡黠和逢迎

的本领使他目前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恨那些在他上面的

人，他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他有一对老鼠似的小眼睛，头

发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边只布着几根毛。高鼻

子，短下巴，张开嘴露着几颗黑牙齿，声音总是很尖锐的。

（ 同上，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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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指“ 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物”，它的感情色彩完全是中

性的。按照这个词的意义，“ 毛”也可以用来指人的胡子。在科

学性的说明文字里，它可以完全没有感情色彩（ 如：人身上有

毛，如头发、胡子、眼睫毛等），但在上面所引的用贬义色彩的

词语对人物进行肖像的描写中，把“ 胡子”称为“ 毛”，明显地

使这个词有了贬的感情色彩。而且连意义都有些变异，李的嘴边

的那几根，还没资格称胡子，只能叫“ 毛”。

三、词的反身指代义

前面我们介绍了莱昂斯具体分析的词的反身指代作用。也可

以把它叫做词的反身指代义。它在语言中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

的。

下列例句中的“ 灯”都是反身指代的用法。

①灯是词。

②灯的意义是照明工具。

以上两句中的“ 灯”反身指代它的词的身分。

③灯是阴平调。

④灯有一个声母，一个韵母。

以上两句中的“ 灯（ ｄēｎｇ）”反身指代它的音节的身分。

⑤这个灯字写得漂亮。

灯属火部。

以上两句中的“ 灯”反身指代它的书写单位的身分。

灯是一个具体概念。

（ 在“ 灯是物体”这句话中）“ 灯”是主辞。

加点的“ 灯”反身指代其中的灯，和 概念的身分。

下面两句中的“ 灯”指示具体的客观物体，同上面“ 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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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不同：

屋里有灯。

灯亮了。

任何词可以在反身指代义上作主、宾语：

对于是介词。

但是属连词。

然而也表概念。

以上虚词作主语。

介词包括把、被、对于等。

连词有然而、但是、因为、所以⋯⋯

重要的结构助词是的、地、得。

以上虚词作宾语。不可把这种用法同词指示概念内容、指示事物

现象时的用法和性质混为一谈。

认识反身指代义，也可以帮助识别一种同名异义的概念混

淆。如莱昂斯举的一例 ：

①Ｈｅｈａｔｅ“ｓ Ｊｏｈｎ”．（ 他恨“ 约翰”）

２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Ｊｏｈ（ｎ．在那儿的那个人是约翰）

③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ｈ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因此他恨在那儿

的那个人）

用①中的“ Ｊｏｈｎ” 的是反身指代义（ 指名字本身），②中的Ｊｏｈｎ

指的是具体的人。不加区分，则上述推理可以成立。

附 注

①参看拙著《 现代汉语词汇》５２－５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５０－５２，　１７４－２０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ｐｉｎｔｅｄ　１９７８。

③同②，Ｐ．　 １９９。

Ｒ．Ｈ．Ｒｏｂ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　７７，　ＮｅｗＹｏｒｋ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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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Ｌｅｅｃ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１０－２７，　Ｐｅｎｇｕｉｎｓ　１９７４。

同⑤，Ｐ．２２。

同⑤，８７－８９。

同⑤，１２２－１２３。

．　　

．　 ７５－７９ １９７７。，　

苏联语言学家Ｃ．Ｈ维诺格拉托夫把这叫做词的用法，见《 词的词汇意

义的主要类型》，《 俄语教学和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２、　３期。

　 　

．　　． ．，　　 ，３０－３６，

１９８３。

。同

这关系到词义单位的划分问题，参看本书第七章词义的单位。

同②，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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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念义的分析

概念义是词义的核心。词义分析主要指对概念义的分析。本

章所讲词义分析即指对概念义的分析。我们认为，只有自然语言

本身可以依靠符号系统本身去解释每个语言符号的意义。在第一

章中我们谈到自然语言主要用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多年来，人

们看到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灵活多变，难以捉摸。但表述各类

词词义的扩展性词语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某种共性，其变化有一定

的范围和条件，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解释

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和限制，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分析说明

词义。本章谈自然语言对词义表述的一般特点，下面第四、五、

六章再分别讨论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表性状的词的意

义分析。在说明我们的观点和做法之前，先介绍和讨论有相当影

响的对概念义的构成成分分析法。

一、构成成分分析

１、来源和发展

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构成成分分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

倡导者 据认为是叶尔姆斯列夫（ Ｌ．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和雅各布逊

（Ｒ．Ｊｏｋｏｂｓｏｎ），他们都相信特鲁别茨柯依（ Ｎ．Ｔｒｕｂｅｔｚｋｏｙ）引

入语音学的原则应该扩大到语法和语义学中去。下面是叶尔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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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运用特鲁别茨柯依称作成列夫分析的一个例子 比例对立关

（系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ｓｉｔｉｏｎｓ）的方法分析词的意

义成分，其步骤如下：

两个词的意义对立 在替换为另一组对立的

词 后仍存在，则可以从中概括出意义的

，上面区别特（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用ｄ表示）。 这样，从上面各

组词的对立中，可以概括出意义的区别特征，ｄ 是ｍａｌｅ（ 男

性）／ｆｅｍａｌ（ｅ女性 是），ｄ ｙｏｕｎ（ｇ 未成年）／ａｄｕｌ（ｔ 成年），ｄ

是ｈｕｍａｎ（ 人类）／ａｎｉｍａｌ（ 动物）。因此‘ｂｏｙ，（ 男孩）可以用

含有意义的区别性特征“ ｍａｌｅ（”男性“）ｙｏｕｎｇ（”未成年“）ｈｕ－

ｍａｎ（，，人类）来说明。

构成成分分析在美国是独立发展的。它第一次出现，是作为

一种描写和比较不同语言中亲属词汇的方法由人类学家朗斯伯里

（ Ｆ．Ｇ．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 和 古 登 诺 夫（ Ｗ．Ｈ．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提 出 来

的。１９６４年这两位学者用这个方法对美国印第安森纳加

（Ｓｅｎｅｃａ）部属的亲属词汇进行分析。下面我们介绍其中６个词

的分析方法 。作者先用英语的简写形式表示各个词的意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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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下面各词中Ｆ＝

ｔｈｅｒ（Ｂｒｏ 兄弟），Ｓ＝

ｓｏｎ（ 儿子）。
？ｈａｎｉｈ

ｍｙ　 ＦＦＳｆａｔｈｅｒ

我的父亲 ＦＦＦＢ

ｈａ Ｓｋｈｎｏ ｓｅｈ ＭＢ　 ＭＭＳ；

ｍｙ　ｕｎｃｌｅ ＭＦＳ

我的叔（ 伯）父

ｈ Ｂ；　 ＭＳａｈｔｓｉ

ｍｙ ＭＦＢｄ　ｅ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我的哥哥

ａｋ ｓ ＭＢ ，　 ＦＳ：ｅ

ＭＦＢｍｙ　ｃｏｕｓｉｎ

我的堂（ 表）兄

弟姐妹
ＭＦＢ

５ｈｅ：　ａｗａｋ （ ａ）Ｓ；　 　Ｂ

ｍｙ　 ｓＦＳｏｎ；

我的儿子 ＭＭＳｄ

说）

（ ｂ）Ｓ；　 Ｓ

ＦＳｄ ；

ＭＭＳｄｄ

来说）

Ｆａｔｈｅｒ（ 父亲），Ｍ＝Ｍｏｔｈｅｒ（ 母亲），Ｂ＝

Ｓｉｓｔｅｒ（ 姐妹），ｄ＝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女儿），ｓ＝

Ｆ；
，

　 　ＦＢ，　 　　ＦＭＳ，　 　ＦＦＢ，　 　ＦＭＢ

，等等。

，， ＭＦＢ，　 ＭＭＢ

，　 ＭＭＭ ＳＳｄ，等等。

，
，　 ＦＢ；　 ＭＭＳｄ，　 ＦＦＢ

，　 ＦＭＳ，　 ＭＭＢｄ，等等。

（ 当被称呼者比称呼者年长时）

； ＭＭＳ ＦＦＢｄ
，

，　 ＦＭＳｄ，　 ＭＭＢ，等等。和：

ＭＢｄ，　 ＦＳｄ；　 ＭＭＳｄ，　 ＦＦＢｄｄ，

ｄ，　 ＦＭＳｄｄ，　 ＭＭＢｄ，等等。

； ＦＢ ；；　 　ＭＳ 　 　Ｍ ；Ｂ

；等等。（ 对男性的称呼者来

；　 ＭＳ ＦＢｄｄ ，　　　　　ＭＢｄ，

，等等。（ 对女性的称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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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 ＭＭＳｄ　ｎｅｐｈｅｗ

我的外甥 说）

如何提取这些亲属词汇代表的复杂关系中的意义构成成分呢？作

者经过反复比较，提取出一个关键性的构成成分：±　 ＰＡＲＡＬ－

ＬＥＬ　 （　 性别一致）。什么叫性别一致或不一致，对± 于表示上一

辈、同一辈、下一辈的亲属词有不同的内容：

（１）对于上一辈的亲属，性别一致指称呼者的直系上一代的

性别同被称呼的人的性别相同，不同则为性别不一致。即上面记

录的第一个符号代表的人的性别和最后一个符号代表的人的性别

一致或不一致。

（２）对于同一辈亲属，性别一致指称呼者直系亲属的上一代

同被称呼的人直系上一代性别一致，不同则为不一致。即上面记

录的第一个符号同倒数第二个符号代表的人性别一致或不一致。

（３）对于下一辈亲属，性别一致指称呼者的性别同被称呼的

人直系上一代的性别相同，不同则为不一致。即上面记录的倒数

第二个符号代表的人的性别同称呼的人的性别一致或不一致。

应用这个关键性的构成成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别一致）

和其他构成成分，他们把上面几个词的意义分析如下：

ｈａ ｎｉ　ｈ 　　　　　　　　　Ｋ（ＩＮ亲属）＞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上一

我的父亲　　　　　　　　　　　　　　　　　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别一致）＋

ＭＡＬＥ（ 男性）

？ 　 　②　ｈａｋｈｎｏｓｅｈ 　　　（ＫＩＮ亲属）＞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上一

）父　　　　　　　　　　　　我的叔（ 伯 　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性别不一致）＋

ＭＡＬＥ（ 男性）

；ｈｅ ，ｈｓ Ｆ　ｏｎ Ｍ ＳＢｅｈ ，Ｍｓｓ
ＦＢＢ Ｓ

，等等（。对女性的称呼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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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Ｎ（ 亲 属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同 一

辈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我的哥哥 别 一 致 ） ＋

ＭＡＬＥ（ 男 性 ） ＋ＳＥＮＩＯＲ（ 年 长 ）

ＫＩＮ（ 亲 属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ｋ 　ｓｅｙ ：： （ 同 一

辈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我的堂（ 表） （ 性 别 不 一 致 ）

兄弟姐妹

Ｋｈｅ：　ａｗａｋ ＩＮ（ 亲 属）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下 一

我的儿子 辈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 别 一 致 ） ＋

ＭＡＬＥ（ 男性）

ｈｅｈ ＫＩＮ（ 亲 属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下 一ｓｏｎｅｈ

辈）＋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别不一致）＋我的外甥

ＭＡＬＥ（ 男性）

里奇认为，构成成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别一致）的确定，类

似音位学上归纳音位时互补原则的运用。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语言

成分形式相同，在功能上互相不对立，则它们不是不同的成分，

而是同一成分的不同变体 。 这个±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性别一致）

特征在上一辈、同一辈、下一辈中内容有不同，但它们不是对立

的，故可归纳为一个意义的构成成分。

许多语言学家对构成成分分析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对它有

不同的应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发挥。

有些学者把构成成分区 分为义子（ ｓｅｍｅｓ）和类义子

（ｌａｓｓｅｍｅｓ）。义子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在单一词汇场中有效，类

义子是一般的意义构成成分，它不仅可以词化，也可以语法化。

它可用于多个词汇场。类义子如ＡＮＩＭＡＴＥ（ 有生命）／ＩＮＡＮＩ－

ＭＡＴＥ（ 无生命），ＭＡＬＥ（ 男性）／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ＣＡＵＳＥ

。同此相似，盖茨（Ｋａｔ（ 引起）／ＨＡＶＥ（ 有）等 ｚ）和福德

（Ｆｏｄｅｒ）把构成成分分为语义标示（ ｍａｒｋｅｒ）和辨义成分

ｈａｈｔ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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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ｒ）。二者的区分被认为反映了一个词位在语言中的

系统性（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和非系统性的区别。词位意义用词义标示

的系列来表示的部分是有系统性的（ 如ｈｉｔ〔 击〕可分析为（ Ａｃ－

ｔｉｏｎ行为（）Ｉｎｓｔａｎｃｙ瞬间［）Ｃｏｌｌ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猛击］，圆

括号里的是语义标示 ）。有人根据这，方括号中的是辨义成分

种观点对ｓｐｉｎｓｔｅｒ（ 老处 ：女）作如下分析

Ｓｐｉｎｓｔｅｒ—ｎｏｕｎ（ 名词），ｃｏｕｎｔｎｏｕｎ（ 可数名词），ｈｕｍａｎ

（ 人类），ａｄｕ（ｌｔ成年），ｆｅｍａ（ｌｅ女性），ｗｈｏ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ｍａｒｒｉｅｄ

（ 从未结婚）

其中，ｎｏｕｎ（ 名词）被认为是类义子，ｃｏｕｎｔｎｏｕｎ（ 可数名词）

可看作是类义子，也可看作语义标示，ｈｕｍａｎ（ 人类）、ａｄｕｌｔ

（ 成年）、ｆｅｍａ（ｌｅ女性）是语义标示。ｗｈｏ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ｍａｒｒｉ（ｅｄ从

未结婚）是辨义成分。不少学者对这种划分有疑问，认为其间界

限不 。清

英国语言学家里奇深入探讨了构成成分的应用和理论上的一

些问题 ，下面扼要介绍其观点。

他讨论了分解构成成分在何处终止的问题。他说，例如分解

出ＨＵＭＡＮ（ 人类）这个成分以后，为什么不进一步分解出

ＦＥＡＴＨＥＲＬＥＳＳ（ 无 羽 毛 ） ＋ 　ＢＩＰＥＤ（ 二 足 动 物 ） 或 ＨＡＩＲ－

ＬＥＳＳ（ 无毛的）＋　ＡＰＥ（ 类人猿）的构成成分呢？他认为，首

先是根据它的价值，能用它对一个范围的词作出分析说明。ＨＵ－

ＭＡＮ（ 人类）对说明一大批词是必需的，如这些词：ｐｏａｃｈｅｒ

（ｔ和平主义者），ｐｒｉｅｓ（ｔ 教士），ｐｕｇｉｌｉｓ（（ 偷猎者），ｐａｃｉｆｉｓ ｔ拳

击师）等，－ＨＵＭＡＮ（ 非人类）对说明一大批词也是必需的，

如这些 词：ｐｕｓｓ（ｙ 猫咪），ｐｅｌｉｃａ（ｎ 鹈鹕），ｐｏｒｋｅ（ｒ 猪），ｐａｎｄａ

（ 熊猫）等。其次，±ＨＵＭＡＮ（ ±人类）对说明词语的选择限

（制 ｓｅｌｅ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是重要的。例如，可以用这个构成成分

说明Ｔｈｅ　ｐａｎｄａ　ｃｏｎｆｅｓｓｅｄ　ｈｉ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熊猫承认他的错误）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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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而Ｔｈｅ　ｐｏａｃｈｅｒ　ｃｏｎｆｅｓｓｅｄ　ｈｉ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偷猎者承认他的

错误）是正常的，因为ｃｏｎｆｅｓｓ（ 承认）要求有＋ＨＵＭＡＮ（ 人

类 ） 特 征 的 词 跟 它 搭 配 。 而±Ｆ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有 羽 毛 ） 和 ±

ＢＩＰＥＤ（ ±二足动物）作用就很有限。虽然用这两个特征可以说

明下面两个句子是不正常的：

Ｔｈｅ　ｐｏａｃｈｅｒ　ｈａｄ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ｇ（ｓ．偷猎者有三条腿）

Ｔｈｅ　ｐｕｇｉｌｉｓｔ　ｈａｄ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拳击师有羽毛）

但在需要给人类和非人类划界时，用两个特征代替一个特征，就

违反了经济的原则。

里奇认为构成成分安排的次序对于区别意义无影响，ＨＵ－

ＭＡＮ（ 人 类）＋　ＡＤＵＬＴ（ 成 年）＋　ＭＡＬＥ（ 男性 ）和ＭＡＬＥ

（ 男性）＋　ＨＵＭＡＮ（ 人类）＋　ＡＤＵＬＴ（ 成年），只是简单的记

号变体，皆指ｍａｎ（ 男人）。同一公式中出现对立的特征（ 如＋

ＭＡＬＥ男性、－ＭＡＬＥ非男性）是反常的，因此ｍａｌｅ　 ｗｏｍａｎ

（ 女性的男人）是不存在的。如果人们碰到这个短语，会把它看

作是一种修辞的用法，试着找到某种特别的解释。例如把它解释

为某些有女性举止的男人。

里奇还详细地分析了作为构成成分分析基础的各种语义对

立。有（ １）二元对立，如＋ＬＩＶ（Ｅａｌｉｖｅ活的），－ＬＩＶ（Ｅｄｅａｄ

死的）；（２）多元对立，如：＊ＭＥＴＡＬ金属（ ｇｏｌｄ金），ＭＥＴＡＬ

ｉｒＭ ｏｎ铁ＥＴＡ金属（ ｃｏｐｐｅｒ铜）， Ｌ金 属（ ）⋯⋯；（３）极性对

立，如：ＳＩＺＥ范围（ ｌａｒｇｅ大的）， ＳＩＺ（Ｅｓｍａｌｌ小的）；（４）关

ＰＡＲＥＮＴ双亲（ ｐ系对立，如→ ａｒｅｎｔ双亲），← ＰＡＲＥＮＴ 双 亲

（ｃｈｉ ）ｌｄ孩子）；（５）层次对立，如：１ＬＥＮＧＴＨ长 度（ ｉｎｃｈ英

２）ＬＥＮＧＴＨ长度（ ｆｅｅｔ英尺））， ， ３） ＬＥＮＧ寸 ＴＨ长 度（ ｙａｒｄ

码）等；（６）互逆对立，如：△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可能（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可能

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可能（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必要的）。里奇把这些对立运

用于词义和句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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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还指出了构成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如：±　 ＭＡＬＥ　 （±

男性）依存于＋ＡＮＩＭＡＴＥ（ 有生命）。任何出现＋ＭＡＬＥ（ 男

性）－　ＭＡＬＥ（ 非男性）的公式中，可以自动地附加＋ＡＮＩ－

ＭＡＴＥ（ 有生命）的特征。它精心地制定了一个常见的构成成分

之间依存的网络 。根据这个网络，构成成分之间隐含的不相容

关系和上下位关系也可以确定。例如＋ｋｉｎｄ类“ ｂｉｒｄ鸟” ｋｉｎｄ类

“ ｆｉｓｈ鱼”对于－ＨＵＭＡＮ（ 非人类）是下位关系，它同＋ＨＵ－

ＭＡＮ（ 人类）是不相容关系，等等。

里奇认为，构成成分分析存在不精确或过于简单化的毛病，

但仍然值得探寻这种准数学的方法能在多大范围中去应用，看一

看在令人生畏的复杂的概念结构的说明中，它能产生些什么新的

。东西

２、莱昂斯的评论

莱昂斯认为语义学的构成成分理论可以用于说明同义关系、

上下位关系、不相容关系和反义（ 互补）关系，它有简明和形式

化的特点 ｔｚ）和波斯特（ Ｐｏｓｔａｌ），。有的学者，如卡茨（Ｋａ 把

这个方法引入语法研究，使句法和语义学相结合的形式化的说明

进了一步 。但他认为这个方法只能应用于比较狭小的词汇领

域，它存在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下面介绍其中的几个重要

。观点

第一，构成成分的提倡者认为ＨＵＭＡＮ（ 人类，大写）是

ｈｕｍａｎ（ 小写，代表词位，汉语一般就叫做词）的意义的构成成

分。但我们怎么了解ＨＵＭＡＮ的意义呢？有人认为，因为我们

了 解 ｈｕｍａｎ的 意 义 所 以 也 明 白 ＨＵＭＡＮ的 意 义 。 但 是 ｈｕｍａｎ

意义的说明是建立在假设的理论实（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的基础

上的，因此理论实体本身必须从别的方面来确定，而不是依靠

ｈｕｍａｎ来确定。除非这一点能做到，否则用这种假设的理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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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描写词位的意义，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怀

疑的程序。他又说，词位ｍａｌｅ（ 男性）或ａｄｕｌｔ 年）（ 和语义成

ｍａｌｅ男性）成分（ 和（ａｄｕｌｔ成年）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探讨。

把语义成分理解为语言学家直觉理解的东西而用在可用的词项上

这种做法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在分析亲属词汇场中的词时，对同一个词位可以提出

几个同样有理由的分析。例如一种意见认为，ｂｒｏｔｈｅｒ（ 兄弟）和

ｓｉｓｔｅ（ｒ 姐妹），ｆａｔｈｅ（ｒ父亲）和ｍｏｔｈｅ（ｒ 母亲），ｓｏ（ｎ 儿子）和

ｄｉｒｅｃｄａｕｇｈ 　ｔｅｒ（ 女儿）都有“ ｔ　ｌｉｎｅｏ　ｆ ｄｅｓｃｅｎ（ｔ”直系）的构成成

分，而ｃｏｕｓｉｎ（ 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ｕｎｃｌｅ（ 伯父、叔父）

和ａｕｎｔ（ 伯母、叔母），ｎｅｐｈｅｗ（ 侄子，外甥），ｎｉｅｃｅ（ 侄女，

甥女）则共有“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旁系）的构成成分。另一种意见认

为，ｂｒｏｔｈｅｒ（ 兄弟）和ｓｉｓｔｅｒ（ 姐妹），ｕｎｃｌｅ（ 伯父、叔父）和

ａｕｎｔ（ 伯母、叔母），ｎｅｐｈｅｗ（ 侄子）和ｎｉｅｃｅ（ 侄女）可以分析

为有“ ｃｏ－ｌｉｎｅａｌ”（ 同系）的构成成分，而ｃｏｕｓｉ（ｎ 表兄弟姐妹）

则具有“ ａｂ－ｌｉｎｅａｌ”（ 不同系）的构成成分。各种可能的分析是

自足的，它们都是从整个词汇体系各个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提取

的，是从不同的对比式中产生的。从下列对比式，可得出“ ｄｉ－

ｒｅｃ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ｅｓｃｅｎ（ｔ”直系）的构成成分：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ｏｎ：　ｄａｕｇｈ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ｔｅｒ∷

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兄弟　　　　姐妹

从下列对比式可得“出 ｃｏ　－　ｌｉｎｅａ（ｌ”同系）的构成成分：

∷ｂｒｏｕｎｃｌｅ：　　　ａｕｎｔ∷ ｎｅｐｈｅｗ：　ｎｉｅｃｅ ｔｈ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伯叔）父（伯 叔）母　　侄子　　侄女　　　　兄弟　　　　姐妹

人类学家把这叫“做 认识上的有效性或真实（性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这可能是由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的家族关系反映在语

言学家的认识中产生的，而这种有效性，从严格的语言学观点来

看，往往是有问题的。莱昂斯分析了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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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　　　ｗｏｍａｎ：　ｃｈｉｌｄ∷ ｂｕｌｌ：　　ｃｏｗ：　ｃａｌｆ

男人　妇女　孩子　　公牛 母牛　　小牛

ｂｕｌｌ：　　ｃｏｗ：　　ｃａｌｆ∷ ｒｏｏｓｔｅｒ：　ｈｅ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公牛　　母牛　　小牛　　　　公鸡　　　　母鸡　　　　小鸡

从上面这些词的对比中可以概括出语义成分“ ｍａｌｅ”（ 男性）和

“ ｆｅｍａｌｅ（”女性）“，ａｄｕｌｔ（”成年）和“ ｎｏｎ－ａｄｕｌｔ（”未成年），

“ ｈｕｍａｎ（” 人 ）和“ ｂｏｖｉｎｅ（” 牛 ）等 等 。乍 一 看“， ｍａｌｅ（” 男

性）和“ 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成分的对立是合适的。但这样一来，

就把性别作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绝对标准了。如果问一个孩子，

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他可能举出一系列的特征，如衣服的样

式，头发的样式，是工作还是在家照顾孩子等等。有什么理由认

为，在成人的观念中，性别成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绝对标准呢？

而性别这个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ｗｏｍａｎ（ 妇女）：ｃｈｉｌｄ（ 孩

ｃｏｗ（ 母牛）：ｃａｌｆ（ 小牛）∷ ｈｅｎ（ 母鸡）：ｃｈｉｃ子）∷ ｋｅｎ（ 小

鸡）之间的对立呢？

我们认为，莱昂斯的这些分析说明了要把构成成分说成是最

小的意义单位（ 如里奇持这种观点 ）是困难的。其实，它们只

是起了“ 认识上的有效性或真实性”的作用，只是语言学家提供

的一种说明的手段和方式。

第三，许多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都坚持构成成分的二分法，

即对于一个词来说，某个构成成分或者存在（ 用＋号表示），或

者不存在（ 用－号表示）。但有时这样做并不合理。例如一般认

为ｂｏｙ（ 男孩）含有构成成分＋ＡＬＥ（ 男性），ｇｉｒｌ（ 女Ｍ 孩）的

构成成分则是－ＭＡＬＥ（ 非男性），为什么不说ｇｉｒｌ（ 女孩）的

构成成分是＋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而ｂｏｙ（ 男孩）的构成成分是

－ＦＥＭＡＬＥ（ 非女性）呢？有些词如ｈｏｒｓｅ（ 马）、ｃｈｉｌｄ（ 孩子）

是没有性别的区别的。因此用二分法±ＭＡＬＥ（ ±男性）或±

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很难说明这些不同情况的词表示的性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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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差别。这里的道理要解释一下，虽然从逻辑上讲ＭＡＬＥ

（ 男性）和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是矛盾关系，肯定一方必否定另一

方，反之亦然。但在语言中含有性别内容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含

有ＭＡＬＥ（ 男性），如ｂｏｙ（ 男孩），有的含有ＦＥＭＡＬＥ（ 女

ｇｉｒ（ｌ女孩）性 ），如 ，有的不含性别意义，如ｃｈｉｌ（ｄ孩子），因

此 ±用 ＭＡＬＥ（ ±男 性 ） 或±ＦＥＭＡＬＥ（ ±女 性 ） 来 说 明 这 些

词所含性别内容的差异就不合理了，因为除了正值、负值之外还

有零值（ ｚｅｒｏ－ｖａｌｕｅ）。

第四，有一部分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认为构成成分安排的次

序不影响词义的说明。例如ｗｏｍａｎ（ 妇女）的构成成分＋ＨＵ－

ＭＡＮ（ 人类）＋　ＡＤＵＬＴ（ 成年）－ＭＡＬＥ（ 非男性）次序可以

变换。但在亲属词的分析中出现了复杂情况。例如英语词ｂｒｏｔｈ－

ｅｒ－　 ｉｎ　 －ｌ（ａｗ相当于汉语的姐夫、妹夫、内兄、内弟等）。用构

成成分表示它的意义可以是：

ＭＡＬＥ　（　ｘ　）（＆ ＳＰＯＵＳＥ－ＯＦ－ＳＩＢＬＩＮＧ－（ｏｆｘ，　 ｙ）　 Ｖ

ＳＩＢＬＩＮＧ－ＯＦ－ＳＰＯＵＳＥ－ｏｆ　 （ｘ，　 ｙ））

男性（ ｘ）和（（ｘ，ｙ）同胞的配偶或者（ ｘ，ｙ）配偶的同

胞）

式子中ＭＡＬＥ（ 男性）后括号中的ｘ指的是所说明的亲属，ＳＩＢ－

ＬＩＮＧ（ 同 胞 ） －ＯＦ后 括 号 中 的 ｘ和 ＳＰＯＵＳＥ（ 配 偶 ） －ｏｆ后

括号中的ｘ，指的是用这个词称呼所说明的亲属的人，ｙ代表同

后一个ｘ代表的人是同胞关系 ｔｈｅｒ－或配偶关系的人。这样，ｂｒｏ

ｉｎ　 －　 ｌａｗ可能是后一个ｘ的同胞的男性配偶，即ｘ的姐夫、妹

夫，也可能是后一个ｘ的配偶的男性同胞，即ｘ的内兄、内弟

（ 如果ｘ是男性），或后一个ｘ的丈夫的哥哥、弟弟（ 如果ｘ是

女性）。这个构成成分组成的内容是复杂的，有多种可能解释的，

因此就不能说表示这个词意义的构成成分是一个无结构的序列，

说这个词的意义是由ＭＡＬＥ（ 男性）、ＳＰＯＵＳＥ（ 配偶）、Ｓ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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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Ｇ（ 同胞）构成的。有的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看到了词的意

义是有内部结构的。例如麦考莱（ Ｊ．　Ｐ．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提出，动词

ｋｉｌｌ（ 杀）可以分解为ＣＡＵＳＥ（ 引起，使），ＢＥＣＯＭＥ（ 变成），

ＮＯＴ（ 不，非）和ＡＬＩＶＥ（ 活着的），这些构成成分不是简单地

联结在一起，而是按一定的层次结合在一起：（ＣＡＵＳ（ＥＢＥ－

ＣＯＭＥ　（ＮＯＴ　（Ａ （ 变 成（ 非（ 活 的 ））））。ＬＩＶＥ）））　（）使

第五，在构成成分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也有未说明白的东

西。例如，如果词位“ ｍａｎ”（ 男人）和“ ｗｏｍａｎ”（ 妇女）

（” 男 孩 ）和“ ｃｈｉｌ“ ａｄｕｌｔ（”成年人“）ｇｉｒｌ（”女孩“） ｂｏｙ ｄ（” 孩

子）的意义可以用ＨＵＭＡＮ（ 人类）、ＡＤＵＬＴ（ 成年）和ＦＥ－

ＭＡ（ＬＥ女性）来分析，我们能容易地解“释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成年

的孩子）“或 ｍａｌｅ　 ｇｉｒ（ｌ”男性的女孩）在语义上是不正常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假定ｍａｌｅ（ 按：指英语词位ｍａｌｅ〔 男性〕

的意义）等于并为意义构成成分－ＦＥＭＡＬＥ（ 非女性）所穷尽，

ａｄｕｌｔ等于并为ＡＤＵＬＴ所穷尽，等等。根据这种假设，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将同ｂｏｙ同义。而实际并不如此，一个１８岁的大男孩

（ｂｏｙ）肯定不是一个孩子（ ｃｈｉｌｄ）。还有，如果ｂｏｙ不同于ｇｉｒｌ

之处仅仅是由于它包含有－ＦＥＭＡＬＥ（ 非女性）而不含有ＦＥ－

ＭＡＬＥ（ 女性），那我们如何说明，词位ｂｏｙ和ｇｉｒｌ的区别，不

能用单一的－ＡＤＵＬＴ（ 非成年）的含义来解释呢？根据许多明

显的标准（ 性成熟等等），ｇｉｒｌ达到正常地被认为是成年人的时

期要早，而不是晚于ｂｏｙ，而女孩被看作ｇｉｒｌ的时间比男孩被看

作ｂｏｙ的时间要长。判断ｘ　 ｉｓ　 ｎｏｗ　 ａ　 ｍａｎ　（ｘ现在（是成年）男

人）就暗含ｘ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　ｂｏｙ　（　ｘ不再是个男孩）；可是ｘ　ｉｓ

ｎｏｗ　ａ　ｗｏｍａｎ　（ｘ现在是妇女）并不包含着ｘ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　ｇｉｒｌ

（ｘ不再是个女孩）。当然可以认为，ｂｏｙ，　 ｇｉｒｌ，　 ｃｈｉｌｄ词位用法

的不同，是根据被认为是共同的构成成分—ＡＤＵＬＴ（ 未成年）

在三种情况下某种不同的、超出它们字面意义的解释。但这些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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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成分是什么呢？假设某种不一致的附加因素或者迅速引入字

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的差别来成全一种假设是容易的。构成成分

分析由于追求概括（ 按：指确定用于更大范围的词位的共同的构

成成分）经常做得过了头而显得粗疏。

二、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

上面我们讲了对词义的构成成分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存在的问

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来分析词义。构成

成分分析同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联系也值得讨论，为此，应该对

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性质、方法作一个深入的探讨。

１、词义用扩展性词语表述

在第一章中我们说明了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具有多形态的特

点。词义可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也可用不大准确的扩展

性词语表示。在这两种情况下，词义都是用扩展性词语表述的。

我们看一个词典释义的例子。

雕　　　　鸟类的一属，猛禽，嘴呈钩状，视 强，腿部有羽力很

毛。（《 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 现汉》）

被解释的词是一个语言单位的符号，解释的词语是多个语言单位

组成的符号串，即扩展性词语。从表面上看，二者都不是意义本

身。但它们既是语言符号，它们都联系一定的意义内容。在语言

中，正是用多个语言单位组成的词语的意义内容，即扩展性词语

的意义内容，表示一个语言单位（ 这里指词，或相当于词的语言

单位）的意义内容。人们看到用来释义的扩展性词语，会在大脑

中引起一连串旧痕迹（ 以前的刺激物留下的痕迹）的复活，引起

一定的思维活动，明白词语的意义作用，这样就理解了词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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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会伴随一定的表象想像活动。读了上面“ 雕”的释义，见过

雕的人脑子中会出现它的形象，这是表象印象；没见过雕的人，

受解释词语的作用，脑子中也会浮现出近似它的形象，这是想

象。这也帮助了词义的理解。

以一词释一词，即词义用单个同义近义语言符号表示是有一

定条件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ａｐｐｌｅ苹果

ｓｈｉｅｒ易受惊的马

③兵　　　　武器

④圭　　　　上尖下方的玉器

⑤番瓜南瓜

打烊商店晚上关门停止营业

瞧 看

看　　　　使视线接触人或物

①②是用本族语释外语，③④是用今语释古语，⑤ 是用普通话

释方言。但只有①③⑤能找到单个同义的语言符号来解释。

“ 瞧”以“ 看”来解释， “ 看”若以“ 瞧”来解释则成互训。

互训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现代人对释义有了科学认识，互训已

不用或少用，一般用扩展性词语解释过的词来解释其他词。

以一词释一词，实际上是用扩展性词语释义的代替式。先看

下面的例子：

为什么人们看到“ 监狱”一词也理解了被解释的“ 囹圄”的意义

呢？这是因为“ 监狱”这个词为人们所熟悉，在意识中可能引起

两种作用。一是引起监狱的摹象表征（ 印象或想象），这体现了

词的指物性的作用 ，一是使人想到用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这个词

的某些概念内容。如“ 监禁犯人的地方”（ 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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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表述）“ 有高墙、有士兵看守的关犯人的大院”“ 窗户上安着铁

棍，不让犯人自由行动的房子”等（ 后二者词义用不大准确的扩

展性词语表述）。释义中所谓用熟悉、易懂的词解释不熟悉的、

生僻的词，就是指人们用来解释的那个词，容易在意识中引起上

述两种作用。只有表示具体事物现象的词，能同某种印象、表象

联系的词，有可能引起摹象表征等形象内容，而人们熟悉的词都

能使人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方面想到用扩展性词语表述的

（ 较准确的或不大准确的）一定的概念内容。如果用不熟悉的词

来释义，如用“ 履”来解释“ 屦”，人们仍要去寻找能解释“ 履”

而又为人们所理解的词，如“ 鞋”。“ 鞋”能在人的意识中引起上

面所说的作用，从而理解“ 履”“ 屦”的意义。由此可见，在语

言中只有用扩展性词语的内容，才能表示一个词的意义。用一词

释一词这种做法，只是使读者和听者在自己的意识中产生、构成

某种扩展性词语、某种摹象表征罢了。从思维－语言活动的实际

情况来看，说以一词释一词只是扩展性词语释义的代替形式是完

全有根据的。

２、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的基本类型

扩展性词语是如何实现词义的表述的呢？在后面各章中我们

要详细分析各类词的释义模式，在这里我们只指出其共通的几种

类型：

（１）归类、限定

利用词语上下位系统的关系，将被解释的词放在适当的上位

概念中，这是归类；再给表达上位概念的词语以各种修饰、限

制，这就是限定。如（ 以下释义未标出处者皆引自《 现汉》）

以捕鱼为业的渔民 人

财权 财产的所有权

鸟瞰 向下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4

通红　　很红，十分红

上面加点的词语，表示被解释的词的上位概念，其余是修饰、限

制的词语。

（２）描写、说明

广义地说，归类限定中就有描写说明，但这里所说的是非归

类限定的描写说明，是把被释词所表示的现象、情状具体地说明

描写。如：

摩挲　　　　用手按着并一上一下地移动

搭讪　　　　为了想跟人接近或把尴尬的局面敷衍过去而找话说

萧条　　　　寂寞冷清，毫无生气

顺利　　　　在事物的发展或工作的进行中没有遇到困难阻力，

（ ３）否定、对立

利用词义的矛盾、反对关系，通过否定一方面说明另一方

面，或指出一方是另一方的对立面。如：

碍眼　　　　不顺眼

沉 不说话默

动 ⋯ ⋯ ‘静’相对跟

‘长’相短 ⋯ ⋯ 跟 对

每种类型都有多样的复杂的变化。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说明。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扩展性词语，一种情况是

表述方式不同。如：

开　　　　不关闭

使关闭的东西舒张分离

使合拢的东西舒张分离的动作

大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

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跟“ 小”相对　　　　　　　　　　　　　　　　　　　　（《 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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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面积、体积、容量、数量等的广阔、高厚、宽绰

或众多　　　　　　　　　　　　　　　　　　（《 辞海》）

这同数学上数量的说明很相似。同一个数量可用不同关系的数量

词表示：

１０＝１＋９＝１１－１＝２×５＝２０÷ ２＝⋯ ⋯

在数学中，表示一个数量的“ 扩展性表述”是无限的。在语言

中，表示词的同一意义的扩展性词语，从理论的可能性来讲也是

相当多的。除了不同表述的差别外，也可以由于对某一表述中的

词语再作解释而不断扩展下去。如：

亮　　　　　　发光　　　　　　　　　　　　　　　　　　　　　　　　　　　　　　　　　　　　　　　　　　　　　　　　　　　　（　　　　１）

发　　自己产生或发射

把“ 发”的释义词语代入“ 亮”释义中的“ 发”，成为：

亮　　　　　　自己产生或发射　　光　　　　　　　　　　　　　　　　　　　　　　　　　　　　　　　　　　　　　　　　　　（　　　　　２）

而“ 光”的释义是：

通常指照耀在物体上，使人能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 （ ３）

把“ 光”的释义代入“ 亮”释义中的“ 光”，成为：

亮　　　　　　自己产生或发射照耀在物体上使人看见物体的那种

　　物质

这个释义中的许多词都可用上法，代入对它解释的词语，使对

“ 亮”的解释词语不断地 词扩展。不能否认它们都是表述“ 亮”

义的扩展性词语。词典释义所能接受的可能只是（１（）２）式。

因为词典释义目的是帮助 要简人理解词义，用词要为人所熟悉，

明。由此可见，词典释义所要求的扩展性词语是有限制的。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扩展性词语，另一种情况

是表述方式基本相同，所含的词义内容多少不同。如：

揉 来回擦或搓　　　　　　　　　　　　　　（《 辞海》）

①用手来回擦或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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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手按着较软的东西反复搓动

（《 新华词典》，下简称《 新华》）

对“ 揉”的解释，各词典都用谓词性词组描写、说明。《 现汉》

比《 辞海》多说明这个动作是“ 用手”进行的，《 新华》又添加

说明这种动作的对象是“ 较软的东西”。又如：

马一种家畜，能拉车，耕田，供人骑。

（《 小学生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一种家畜，颈上有鬣，尾生长毛，走路很快，供人骑

或拉东西。　　　　　　　　　　　　　（ 《 新华》）

哺乳动物，头小，面部长，耳壳直立，颈部有鬛，四

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生有长毛。是重要

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皮可制

革。　　　　　　　　　　　　　　　　　　（《 现汉》）

这三部词典说明“ 马”的特征，详略不同是很显然的。《 小学生

字典》、《 新华》只说明“ 马”的最主要的特征（ 但后者详于前

者），只表述词义最主要的内容， 一般叫语文性释义《。 现汉）则

详细说明了词义所反映对象形貌、习性、功用方面多种特征，包

含有较多的百科性释义内容。

用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是一种普遍的语言－思维现象。但以

词典释义形式出现的表述是文化、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词典释义使用的扩展性词语是经过分析、

概括、提炼的，它表述的词义内容越来越准确，语言形式越来越

合理、规范，整个释义越来越有系统性。因此可以以词典的释义

为基础，去探讨各类词释义中内容和形式的共同的东西。解释词

义的扩展性词语是多变的，但变化中是否有共同的类型，是否有

一定的变化范围，它的变化是否有某种条件呢？不同的扩展性词

语所含内容有明显的差异，其中能否分出本质的、一般的、次要

的、可能的东西呢？说明和略去说明某些词义内容，是否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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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呢？我们正是想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进一步说

明词的释义、词义的对比、词义的发展以及有关的问题。

三、自然语言释义和构成成分分析

现在根据我们对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理解来评论构成成分分

析并讨论二者的联系。

构成成分分析把意义的构成成分组合起来表示词义的方法是

ｗｏｍａｎ一种人工设计的形式化的表示法。如 ：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妇女：＋人类＋成年－男性）实际上是“ 非

男性的成年人”这个扩展性词语说明的意义内容的形式化的表示

法。ｃｈａｉｒ：　 ＦＯＲ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ＵＰＯＮ＋ＷＩＴＨ　 ＬＥＧＳ＋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ＣＫ　 ＋　 ＦＯＲ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　 ＋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椅子：＋供坐用

＋有腿＋有后背＋供一人用＋家具）实际是用自然语言中扩展性

词语表述的“ 供一人坐用的有腿有靠背的家具”的形式化表示

法。形式化的表示法是以自然语言表述词义为基础的，没有自然

语言的词义说明，形式化的表示法无从理解。因为不合一种语言

语序和搭配习惯的词语序列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形式化的表示法

虽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有不合理、含胡的地方。例如在“ 妇女是

非男性的成年人”的语言说明中，“ 人”是“ 妇女”的上位词，

表示妇女所属的类别，“ 成年”“ 非男性”是限制、修饰“ 人”

的，表示妇女的特征。而在形式化的表示中，这些构成成分都处

理成并列关系的了。它们原来具有的意义关系，要另外用语言或

符号去说明。构成成分分析还有用ＨＵＭＡＮ表示ｈｕｍａｎ（ 人

类）意义的作法，这适用于所确定的构成成分同某个词同形的情

况下（ 如ａｄｕｌｔ〔 成年〕的意义是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男性〕的意义

是 ＭＡＬＥ等 ） 。 但 在“ ｗｏ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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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ｈｕｍａｎ：ＨＵＭＡＮ”中，“ ＨＵＭＡＮ”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

ｗｏｍａｎ的 构 成 成 分 中 ， ＨＵＭＡＮ说 明 ｗｏｍａｎ所 属 的 类 别 ， 而

在 “ ｈｕｍａｎ：ＨＵＭＡＮ ” 之中，词是用它本身来说明它的意义

的。但在语言中，词本身不能说明它自己的意义。说人类就是人

类，对“ 人类”的意义并没有说明。改变字母的写法（ 把ｈｕｍａｎ

写 成 ＨＵＭＡＮ） 或 加 符 号 的 作 法（ 把 ｈｕｍａｎ的 意 义 说 成 是

“ ｈｕｍａｎ”）只是一种书面上使用的符号表示法。这里的ＨＵＭＡＮ

或“ ｈｕｍａｎ”，实际上等于一个任意的符号Ａ，Ｂ或Ｘ，Ｙ，这个

符号本身不能提供所说明的词的意义。之所以使用同所解释的词

同形的符号，只不过是为了使人易于联想到该词的意义罢了。所

以当构成成分分析的提倡者说ｈｕｍａｎ的意义是ＨＵＭＡＮ时，他

们的本意是想使ＨＵＭＡＮ成为更本质的词义的实体，但由于词

义表示的性质，它实质上只起到了一种符号的作用。

这些意义的构成成分是否可以看作最小的意义单位呢？我们

认为，它们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因为对于有声语言来说，义是

以音为外壳的，不存在脱离语音外壳的语言意义。因此语言中意

义单位的分割，是音义结合单位的分割，不是概念内容的分割。

人、走、红等单纯词，作为音义的结合单位，只能再作义项的分

割。人类、成年、男性等合成词，在汉语中仍可以分割为人、

类、成、年、男、性等语素（ 更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分割词

的意义内容，得到一些意义成分，能否同整个词的意义作比较，

说它们是一些最小的意义成分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以

ｗｏｍａｎ（ 妇女）一词为例，它有ＨＵＭＡＮ（ 人类）的构成成分，

把 ｗ 和 ＨＵＭＡＮ比 较 ， ＨＵＭＡＮ的 外 延 比 ｗｏｍａｎ大 ，ｏｍａｎ

怎么能说ＨＵＭＡＮ是组成ｗｏｍａｎ意义的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

呢 ？ＡＤＵＬＴ（ 成年）也是ｗｏｍａｎ的一个构成成分 ，把ｗｏｍａｎ

和ＡＤＵＬＴ比较，若ＡＤＵＬＴ是表性状的 ，则无法比较 ，因为

不 同 类 ， 若 ＡＤＵＬＴ是 表 名 物 的 ， 则 ＡＤＵＬＴ的 外 延 比 ｗｏ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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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把它说成是ｗｏｍａｎ的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也不合理。－

ＭＡＬＥ（ 非男性）也是ｗｏｍａｎ的一个构成成分， 不 管 ＭＡＬＥ

是表示性状还是表示名物，都不能比较它们意义的大小。把构成

成分组合在一起表示词义是借鉴于语音学用区别特征说明某个语

音特点的做法。区别特征只是对语音特点的说明，词义的构成成

分也只是对词义内容的一种说明。

由于自然语言中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有一定的词序和结

构，这也影响到构成成分形式化的表示法。有些词用并列构成成

分，有时颠倒构成成分次序来说明它的意义还可以接受，因为构

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另外说明。有些词这样做就不成了。要

使构成成分按一定的次序、一定的层次和关系组织起来，才能使

人了解它的意义，如前面提到ｋｉｌｌ（ 杀）、ｂｒｏ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 内

兄、内弟、姐夫、妹夫等）的构成成分，要按一定的层次、关系

组合。

从大量的分析来看，构成成分的二分法只是一种特殊的类

型。它的运用有两个条件。第一，提取的构成成分对说明有关的

一组词是足够的（ 但不是封闭的），第二，用肯定（ ＋）否定

（ －）这些构成成分来说明词义是合理的。例如最常用来说明构

成成分分析的英语的四个词：

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ｗｏｍａｎ　 　　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ｂｏｙ　 　　　　ＨＵＭ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ｇｉｒｌ 　 Ｈ　　Ｕ　　Ｍ　ＡＮ－ＡＤＵＬＴ－ＭＡＬＥ

各词用三个特征说明其意义是足够的（ 最基本的），但不是封闭

的，因为还有其他好多特征，也是属于这三个词的意义内容中

的。±ＡＤＵＬＴ和±ＭＡＬＥ的二分对立，符合这几个词在这方面

意义的矛盾关系（ 非此即彼，没有第三种可能），因此是合理的。

传统的词典释义，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中收集例句，从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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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析概括出所要解释的词的意义，并不以比较一组词、一群词

中意义的异同作为必要条件。构成成分分析法借鉴于语音学中确

定区别特征的方法，强调从比较相关的一组词、一群词中提炼词

义的构成成分，这就启发人们，一个词的意义，在同别的有关的

词的比较中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例如草帽、鸭舌帽、瓜皮帽的

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分别解释为：

草帽　　　　　　用麦杆等编成的帽子，夏天用来遮阳光。

鸭舌帽　　　　帽顶的前部和月牙形帽檐扣在一起的帽子。

瓜皮帽　　　　像半个西瓜皮形状的旧式便帽，一般用六块黑缎

子或绒布连缀制成。

假如我们从所属类别、制成原料、形状、用途等方面去比较，可

以看到这三个词表示的事物的更多的特点：

所属类别　　　　制成原料　　　　　　形状　　　　　　用途

草帽　　　　　　　　帽子　　　　　　麦杆等　　　　　　　　　　宽　　边　　　　　　　　夏天遮阳光

鸭舌帽　　　　帽子　　　　　毛、布料　　　　　　帽顶前部和　　保暖、装饰

　　月牙形帽檐

　　扣在一起

瓜皮帽　　　　帽子　　　　　　　缎子、　　　　　　　　像　半个西瓜 　　旧时用保暖、

绒布　　　　　　　　　　　　　　　　皮　　　　　　　　　　　　　　　装饰

对比词典的释义和通过比较这些词所代表的事物而确定的特征，

可以看到，词典释义说明的只是词所代表的事物的一部分特征，

其他特征，特别是那些对本族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特征，如鸭舌

帽、瓜皮帽的用途、草帽的形状、鸭舌帽的原料等，都省略了。

但很明显，省略了的内容也是属于词义内容的。由于表名物的词

代表的事物一般都有多方面的特征，词典释义可以根据需要，举

出某些特征，不能也不必一一列举。在对多个词进行意义内容的

对比分析时，好多特征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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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语言表述词义一向给人以一种变化不居、捉摸不定，

因而不宜于作精确分析的认识，令人怀疑通过自然语言能否有条

理地、有根据地分析词义。哲学上确也存在着对日常语言精确性

评价的分歧。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认为“ 日常语

言十分不 。完备，它的概念含混不清，它的语句也很不严密”

而日常语言学派则强调“ 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丰富的，可以

充分满足使用者 。我们认为，人工设计的各种形的不同需要”

式化的语言虽然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比自然语言精确和严

密，但从总体上看，自然语言是“ 一种特别方便的和灵活的工

具，而且还是特别容易改进和具有几乎无穷的可能性使它自身完

美的这 。“ 人们可能抱怨日常语言的含混和不精样一种工具”

确，但是，甚至这样的抱怨，也只有应用这种日常语言和在它的

架构中才能够被表达出来。”只有自然语言依靠符号系统本身能

解释自身每个符 同自然语言比较起来，其他符号，包号的意义。

括人工设计的各种形式化语言都显得那样有限和穷乏。因此，我

们的目的是，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

整、限制，使其规整，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说明、分析词义。

附 注

①莱昂斯认为，在语义中分析构成成分的观点有很长的历史，它同传统上

把事物的大类分为小类，再分为更小的类的方法有联系，同莱布尼茨的

“ 普遍符号语言”的理论也有联系。见其所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４７２　Ｓｅｍａｎ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 ｉｃ； ｓ　　Ｉ，　ｐ．　３１７，　ｐ．　３３０。

　 　
②转引自 ．　 ．　

（Ｔｈ ，叶１９８６．据莱昂斯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６２页，

尔姆斯列夫分析的词中有ｒａｍ（ 公羊），ｅｗｅ（ 母羊），ｓｔａｌｌｉｏｎ（ 公马）和

ｍａｒｅ（ 母马），上面引例中未列入这些词。
‘

‘ｂｏｙ（’　　‘男孩’）应读作“ 男孩一词的意义”，其他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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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ｅｅｃｈ在其所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中介绍了其中１５个词的分析方法，这里

的说明据该书２３９－２４７页的说明。

　Ｌｅｅｃ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Ｇ． ．　２４５。

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Ｐ．　２４５。

引自赵世开《 现代语言学》６８页，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　　　　 （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５６－５ １９８６。９，　

同 ，Ｐ．　３２７。又Ｅ．　Ｒ．　Ｐａｌｍｅ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９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据Ｇ．　ＬｅｅｃｈＳｅｒｎａｎｔｉｃｓ， 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 ａｎｉｎｇ。ｓｔｓ　ｏｆ　ｍｅ　６、　Ｃｏｍｐｏｎ

，１１９－１２１。同

同 。

Ｊ．　Ｌｙ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　４７６。

，Ｐ．同 ４８０。

据莱昂斯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９·９　　Ｃｏｍｐｏｎ　 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有关章节。

Ｇ．Ｌｅｅｃｈ 在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中说：“ 词义的分析常常看作一个将词的意义分解

为它的最小的区别特征的过程。”（Ｐ．９６）又说：“ 构成成分分析是把意

义分解为它的原子（ ａｔｏｍｉｃ）成分的方法。”（Ｐ．９９）

参看第一 。章注释

涂纪亮《 英美语言哲学概论》，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沙夫《 语义学引论》，２１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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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表动作行为的词，不等于语法所说的动词，但它

包括动词中相当多的一 是指一般所理解的表示人或物的活部分，

动而能充当谓语的那些词。汉语中表示人或物活动的词数量巨

大，内容丰富多样。我们主要以词典释义的材料为根据。分析比

较表述这类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的内容和结构，发现有很大的共

同性，其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我们先说明归纳出来的这类词

的释义模式，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这类词的“ 词义成分— 词义—

构成模式”分析，然后讨论这种分析在词典释义和词义比较中的

应用。

一、词典释义模式①

１、释义模式及其变化

我们先列出归纳出来的表动作行为的词的释义模式：

可以分别用符号表示模式中的不同的项：Ａ＝原因、条件，Ｂ＝

施动者，ｂ＝施动者的各种限制，Ｄ１＝动作１， ＝动作１的各种

限制 ，，Ｄ＝ 　动 　作 ｄ＝动作 的各种限制，Ｅ＝关系对象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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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Ｅ或同Ｄ 发生关系），ｅ＝或同 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

的各种限制，Ｆ＝目的、结果，则上述模式可表示为：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不同，正是由于模式中各项出现的情况及

其内容不同。其中Ｄ１为必然项，否则就不是表动作行为的词

了。Ｄ 后的省略号表示还 等。下面以《 现代汉语词可能有Ｄ

典》的释义材料，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各种类型的释义。

（ １） 说明词义包含一个动作行为及对它的各种限制。

“ 用”虽是 “ 夹”“、挠”并列的动词，但这里很难把它看作是同

动作。这里它引入身体部位，说明动作行为所用的身体部位。下

两例“ 用”引入工具，说明动作行为应用的工具。

拉

网

拂

揪

端

跳

群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5

分发

春播

追肥

上面例子中的“ 播种”、“ 施肥”是述宾结构的合成词，包含有表

示动作行为对象的内容“ 种子“”、肥料，，，但因用合成词表示，

故不将“ 种子”、“ 肥料”分出作为关系对象处理，下同。

退
（ｄ１为空间的限制）

俯视
（ 同上）

溺
为空间的（　ｄ 限制，出现在后）

ｄ 中的内容可以同时出现几项 ：，如

挠

扫

攀

（２） 说明词义包含一个动作行为和它的关系对象

或关系事项，以及可能有的对动作行为和关系对象、关系事项的

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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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拭

扫雷

（ 关系对象有存在地方的限制）

拔

这个词关系对象Ｅ有ｅ位置的限制，动作 方向的限Ｄ；有ｄ

制。 提 到 Ｄ 的前介词“ 把”一般引入关系对象，这里它把

面。

这个词释义中“ 在伤口上”是补语，但从意义上讲，“ 伤口”是

受事者。

以上各例Ｅ是可以触 的关系对象，摸的物体，故称为Ｄ

以下各例Ｅ是不可触摸的事物、事情，故称为Ｄ１的关系事项：

办公

Ｅ　“ 公事”不是具体的物体，是关系事项。

取巧

“ Ｅ”虽为Ｄ１“ 谋 “ 躲避”的对象，但都上例 取”的对象或Ｄ

不是具体的物体，是关系事项。

在Ｅ包含有多个关系对象、关系事项的内容时，可细分为

Ｅ 、　Ｅ 等。如：

上例介词“ 向 。又如：”起表示意义关系的作用，在这里引进Ｅ

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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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介词“ 给”起表示意义关系的作用，在这里引进Ｅ。

有一类Ｅ虽然处在介词宾语的位置上（ 这个介词一般为

“ 使”），但却是行为的实际施动者，为了表示区别，可以叫做施

事关系对象，记作Ｅ。如：

看

戳

施事关系对象Ｅ 和施动者 Ｂ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们在扩展

性词语中充当的句子成分不一样（ Ｂ充当主语），有形式上的标

志；另一是在意义上也有些不同，施动者被当作行为的主体来描

写，Ｅ 虽是位于其后的行为的施事者，但它本身仍是受外力作

用的，它前面的介词“ 使”表示了这一点。

日常应用的述宾结构和介宾加述语的词语中，宾语和述语的

意义关系是很复杂的。拿述宾结构来说，有宾语表施事的（ 如

“ 来客人”），有宾语表受事的（ 如“ 打球”），有宾语表工具的

（ 如“ 吃大碗”），有宾语表结果的（ 如“ 挖洞”）等等 ，但在表

述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词语

内容要单纯一些。这里我们先分为受事的（ 下又分关系对象、关

系事项，可以有多个）和施事的（ 即施事关系对象），以后再介

绍其他类型。

在说明被解释的词表示的动作行为（ Ｄ１）时，多数使用同

义、近义、意义相关的词，如解释“ 捏”用“ 夹”，解释“ 搔”

用“ 挠”，解释“ 看”用“ 接触”。也有用其他形式词语的。如：

１）用“ 使⋯＋动词”组成的词语

安放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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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例中“ 使⋯处于”、“ 使⋯成为”表示的是一种行为。

２）用述补结构的词语

抄写

出版

３）用“ 动词＋介宾结构”组成的词语

交织

冰镇

４）用动词否定式

熬夜

推让

说明词义包含一（３） 个动作行为和特定

的施动者，以及可能有的对动作行为和施动者的各种限制。

泊

捕食

上例中“（ 动物）”括号中的词语，有人看作是说明搭配的词语。

我们认为，一方面它属于词义内容，另一方面反映在应用中又是

词语搭配问题。

扫视

坠

施动者Ｂ有时同ｄ中的身体部位限制有交叉。为了分析在形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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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致，若处在主语位置上，则看作施动者。如：

咬

跑

说明词（４） 义包含多个动

作行为以及可能有的对 ”表示可各个动作行为的各种限制“。⋯

能 有 Ｄ、　Ｄ 等。

撑

埯

勒

抚摩

以上是一个词包含有两个动作行为的例子，以下是一个词包含有

三个、四个动作行为的例子：

刮

上蔟

（ ５） 说明词义包

含有某个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产生的条件原因，及可能有的对

动作行为的限制，其他内容或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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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糠

煞气

垂涎

拉拢

（６） 说明词义包

含某个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的目的结果，及可能有的对动作行为

的限制，其他内容或有或无。

捋

摇头

挂彩

谢幕

词由比喻产生的表动作行为的意义，一般用“ 比喻⋯”方式

释义。“ 比喻”二字说明现义同原义的联系，其余释义词语仍可

归入上面所归纳的各个类型。如：

纳新

刮地皮

我们调查了《 现代汉语词典》中ｓｈａ，　ｓｈａｉ，　ｓｈａｎ，　ｓｈａｎ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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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音节中所有用扩展性词语对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解释，都可

归入上面归纳的各种类型，现抄录于下（ 每类前两个词列出释

义，其余列词目）：

（ １） 型

晒暖

闪现

属于这类的还有：煞笔、闪⑤义、闪击、善邻、苫、商谈、

上③义、上报、上告、上升、上溯

（ 型２）

杀

杀菌

属于这类的还有：杀价、杀青、杀生、刹车、煞车、芟除、

芟夷②义、删、删改、删节、闪光、闪射、闪身、骟、赡养、商

量、伤害、伤神、伤生、伤逝、赏罚、上①义、上供、上缴、上

来、上路、上门①②义 义、上、上去、上色、上水、上台①

天、上下、上鞋。

（３ 型）

禅让

属于这类的还有：闪②义、闪烁、讪脸、赏赐、上膘、上

场、上朝① 义、上访、上工①②义、上课、上任、上市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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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上行①②义。

（４ 型）

删汰

上坟

属于这类的还有：缮发、闪避、商兑、商谈、商酌、伤亡、

赏鉴、赏玩、赏阅、上班、上蔟、上吊、上学①义。

（５ 型）

闪

商讨

属于这类的还有：杀害、煞气、善终、商议、上冻、上刑。

（６）

歃血

上膛 把

属于这类的还有：扇、芟秋、上浆。

表示人或物具体活动的动词为什么多用谓词性的扩展词语来

释义呢？这是因为这些词的主要功能是在谓词性词语中充当谓语

的中心词，它的概念内容（ 动作行为的特点）在这种结构中显示

得最清楚，同它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发生关系的各个语义因素（ 施

动者、受事者、工具、程度、时间、空间等）在这种结构中最能

展示。试以“ 打”最常用的一些语句，同《 现代汉语词典》对它

的基本义的说明作对比，说明其间的关系。

他打了小张一拳。

守门员用手把球打出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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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用棍子打狗。

上面例句中的“ 打”都充当谓语，它显示的动作特征《 现代汉语

词典》用“ 撞击”来说明，这些例句又显示了这种动作行为有时

用手、有时用某种工具来进行，词典释为“ 用手或器具”，而这

个动作行为的受事对象有时是人，有时是球，有时是狗，有时是

铁，词典概括为“ 物体”。再如“ 摇头”：

对这个建议，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不说话，只是摇头。

他摇头说“：这样做不对。”

他讲完，很想得到支持，谁知大家都摇头。

摇头　　把头左右摇动，表示否定、 不以为然或阻止。

“ 摇头”在这些例句中都充当谓语，例句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行为

的特征，一方面是头部的动作，词典说明为“ 把头左右摇动”；

另一方面，它有一种意义、一种目的，即表示不同意，否定，词

典说明为“ 表示否定、不以为然或阻止”。

２、一般动词的释义

由于一般的动词的作用同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的词的作用有

共同点，它们的概念内容也是在它们充当谓语中心词的谓词性结

构中显示得最清楚，同它们表示的行为有关系的各种语义因素在

这种结构中最易展示，所以它们一般也用谓词性的扩展性词语来

释义，但内容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注意到的有：

（１）主要表示语言、思维、感情活动的词

在这类词的释义中，处在Ｄ１位置上的词语主要表示语言、

思维、感情的活动，处在Ｅ位置上的词语可以表示语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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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活动的内容。下面我们先列出《 现代汉语词典》对一些这种

词的释义，然后用释义模式来分析它们的内容。

说　　　　　　用话表达思想

同意　　　　对某种主张表示相同的意见

认错 承认错误

称赞　　　　用语言表达对人或物优点的喜爱

请求　　　　说明要求，希望得到满足

祝福　　　　祝人平安幸福

认为　　　　确定某种看法

猜　　　　　　根据不明显的线索或凭想像来寻找正确的解答

主张　　　　对于如何行动持有某种见解

爱　　　　　　对人或物有很深的感情

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到兴趣喜欢

感激　　　　因对方的好意或帮助对他发生好感

下面用释义模式分析这些词的内容，其中Ｅ１是Ｄ１的关系对

象，Ｅ 是语言、思维、感情活动的内容。

用话 表达 思想说

同意 表 相同的示（ 对）某

种 意见主张

承认错 认 错误

称赞 用 表达 对人或语

物优言 点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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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希望说明请求 求

得到

满足

人祝福 祝 平安幸

福

确定 某种认为 看

法

寻猜 根据 找 正确的

解不明 答

显的

线

索，

凭

想像

主张 持有 某对 种见于

如何 解

行动

很深的爱 （ 对有 ）

人、物 感情

好感有喜欢 （ 对）

人、物

兴感到 趣

感激 因对方 好感发生 （ 对）

的好意 他

或帮助

下面这些词主要也是表示语言活动的，其意义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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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邀请

煽动

笑纳

其中Ｄ１主要表示语言活动，Ｅ 是活 表述的动的关系对象，

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只是未实现的语言表述的要求，仍应属语言

活动内容的范围。

（２）表示一般的行为或某种状态而动作性不强的动词，释义

中处在Ｄ１位置上的词语表示最一般的行为或状态，处在Ｅ位

置上的词语表示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如：

做

工作

进行

生存

存在

共居

发威

睡觉

（３）有些包含有开始、持续、结束内容的动词，释义中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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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位置上的词语表示开始、结束等义，处在Ｅ位置上的词语表

示一种动作行为。如：

上工

发觉

开课

息休

商议

二、“ 词义成分一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我们准备在词典释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表动作行为的词的

“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第三章中我们谈到，对词义的解释可由于扩展性词语表述方

式的不同而不同（ 如第三章所举对“ 开”一词可能有的释义），

它们都是对同一意义的说明。分析词义时，可以以普遍性最大的

释义模式为根据，对表动作行为的词来说，可以以谓词性的扩展

性词语的释义模式为根据。

用谓词性的扩展性词语释义，各词典对同一个意义的描写说

明有不同。

首先是对动作行为描写说明的角度可能不同，如：

睁　　　　眼睛张（开《 四角号码新词典》，下简称《 四角》）

　　张开眼（睛《 现汉》《、新华》《、辞海》）

看　　　　使视线接触人和（物《 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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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眼睛注视一定的对象或方向（《 四角》）

眼睛注视一定的对象和方向（《 辞海》）

对“ 睁”一词，《 四角》在释义中把“ 眼睛”放在释义词语主语

的位置上，处理为施动者，（ 现汉）等三部词典则把“ 眼睛”放

在宾语位置上，处理为受事的关系对象。这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

同。《 四角》描写“ 睁”的行为时，以“ 眼睛”为行为的主体，

《 现汉》等则以“ 人”（ 未出现，隐含）为行为的主体，是人“ 张

开”“ 眼睛”。两种说明描写都是合理的。“ 看”释义的差别，主

要也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同。《 辞海》把“ 眼睛”作为行为的主

体，所以把“ 眼睛”处理为施动者，《 四角》以“ 人”（ 未出现，

隐含）为行为的主体，“ 眼睛”是人的头部器官，故说“ 用眼睛

注视”，《 现汉》描写这种行为不仅以“ 人”为行为的主体（ 未出

现，隐含），而且把着眼点放在“ 视线”而非“ 眼睛”上，故说

“ 使视线接触”。这种情况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所表示的动作行

为是同多种因素发生关系的，如“ 看”这种行为，同人、同眼

睛、同视线、同物等因素发生关系，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角

度、不同关系上去说明同一动作行为。这好比画画儿和照像，允

许有不同的视角。这样，就使所用的扩展性词语模式不一样，内

容也有差异。

其次，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模式一样，但强调、略去的内

容可能不一样。如：

眨　　　　眼睛很快地闭上又立刻张（开《 现汉》）

眼睛很快地一闭一张（《 四角》）

眼睛一闭一开（ 《 辞海》）

抓　　　　用手握取（《 四角》）

用手或爪拿取（《 新华》）

用手或爪取物（《 辞海》）

三部词典解释“ 眨”的模式是一样的，但《 现汉》、《 四角》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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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表示的“ 闭上”“ 《辞张开”有“ 很快地”进行这个特征，

海》不强调这个特征。《 四角》解释“ 抓”所用身体部位为

“ 手”《， 新华》补充还用“ 爪”《， 辞海》还强调这个动作行为的

关系对象是“ 物”，这个内容，在《 四角》、《 新华》的释义中是

隐含的。

再次， 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概括、具体的程度可能不同。

如：

锯 用锯拉（《 现汉》）

（拉 ｌ ）á 刀刃与物体接触，由一端向另一端移动，使物

体破裂或断开（《 现汉》）

这样，“ 锯”可以解释为：用锯与物体接触， 由一端向另一端移

动，使物体破裂或断开。“ 锯”的两种解释，一概括，一具体。

又如 ：

喊　 （《 现汉》）　　大声叫

叫 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某种情

绪、感觉或愿望（《 现汉》）

这样，“ 喊”可以解释为：人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

某种情绪、感觉或愿望。“ 喊”的两种解释，一概括，一具体。

实际上，这些可能有的差别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如“ 抓”

《 现汉》解释为“ 手指聚拢，使物体固定在手中”，同上述《 四

角》《 新华》《 辞海）的释义比较，就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一样。

《 现汉》以“ 手指”为行为的主体，将它放在释义词语主语的位

置上，成为施动者。而《 四角》等的释义是以“ 人”或“ 动物”

为行为的主体（ 未出现，隐含），“ 手”或“ 爪”是其器官，故说

“ 用手或爪”。又如在“ 看”的释义中，《 现汉》除描写说明的角

度不同外，同其他词典释义比较，不强调“ 注视方向”的内容。

这说明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同用普遍性较大的谓词性的扩

展词语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的同一意义时，仍存在种种差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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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些变化、差别中可以找到共同的、一般的东西。我们认

为：

（１）上面我们归纳的表动作行为的词的释义模式有相当的普

遍性，模式中所列入各项和其间的关系适用于相当多的表动作行

为的词。可以用来作为分析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基本框架。

（２）由于描写说明角度不同而使表述一个词的某个意义的扩

展性词语模式不同，仍可以找到它们内容中共同的东西。如

“ 睁”的“ 张开眼睛”“ 眼睛张开”两种解释，都 所说明了“ 睁”

表示的“ 张开”这种行为，都说明了这种行为所涉及的事物是

“ 眼睛”。各词典对“ 看”的解释，都说明了“ 看”所表示的行为

“ 注视”或“ 使视线接触”，都说明了这种行为的关系对象是“ 人

或物”或“ 一定的对象或方向”。

（３）不同词典释义中有强调或略去某些特征的差别，概括、

具体的程度有差别，但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内容一般在释义中有

说明，或隐含在其中。

（４）因此在确定某个词的意义内容特征时，应该比较不同词

典的释义，并考察语言的应用情况。

（５）确定某个词的意义特征后，可以根据上述释义模式，选

择恰当的一种类型，说明词义；为便于比较，必要时可以对词典

释义词语作些变换 使其规整。调整（ 但意思要准确），

（ ６）由于词义的复杂性和词义说明的多种可能性，根据自然

语言对词义的表述来分析词义，也只能视为是相对的、近似的。

下面举出几个例子，说明这种方法的应用。

“ 睁 ”“、 看 ”释 义 见 上。

眨《 现汉》《、 四角》《、 辞海）释义见上。

眼皮一开一合（《 新华》）

根据各词典的释义和语言的应用情况，这几个词的意义可以用上

述释义模式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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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睁 眼睛

看 注眼睛 视 一定的 对象

方向

眨 眼 张睛 开很快地 很快地闭上

说明：１）比较各个词典对多个表眼睛活动的词的释义，以“ 眼

睛”作为行为的主体（ 施动者）更适于多个词词义的描写。２）

“ 看”的分析用《 辞海》的释义，Ｅ中的“ 方向”可补《 现汉》

的不足。３）“ 眨”中“ 很快地”这个 《新华》词义成分《 辞海》、

不强调，据《 现汉》、《 四角》确定。４）《 新华》释“ 眨”的Ｅ

为“ 眼皮”，现统称“ 眼睛”，后者可包括前者。

看青　　看守正在结实未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

（《 现汉》）

看守、保护快要成熟的庄稼（《 新华》）

看守快要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

（《 四角》）

这个词《 现汉》《 四角》的解释比较一致（ 只是“ 庄稼”的修饰

语有些差异，《 四角》的说明更近于成熟期），说明动作行为内容

时 ”，《 新华》则用“ 看守、说明了这种行为的目的是“ 以防⋯⋯

保护⋯⋯”的措词，略去说明目的的词语。因为“ 看守”中含保

护意（《 现汉》释“ 看守“ 为“ ①负责守卫照料”），再说“ 保护”

意重，而“ 看青”词义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故词义可分析如下：

以防被
看青

盗受损

再如：

（ 人） 看守 快要成熟的　　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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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上（《 现汉》）

注视，注意看（《 辞海》《 新华》）

集中视力看（《 四角》）

几部词典对“ 盯”的解释意义虽然接近，但措词、释义模式差别

较大。《 辞海》《 新华》《 四角》都以意义更广泛的“ 看”来解释

这种行为，情态的说明分别为“ 集中视力”“ 注意”，意思基本相

同，但“ 集中视力”偏指调动视力的能力、能量，“ 注意”偏指

主观的自觉性。《 现汉》的描写说明角度有不同，它重在“ 视

线”，又把“ 视线”处理为受外力作用的，故云“ 把视线集中”，

还强调这个行为的关系对象是“ 在一点上”。根据这些解释和语

言的应用，可以变换调整词语，把“ 盯”的意义说明如下：

盯 看（ 眼睛） 集中视力 某事物

我们把这种词义分析定名为“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

析。对“ 睁”来说，“ 眼睛”“ 张开”是词义成分，“ 眼睛”“ 张

开”结合起来是词义的构成模式，“ 眼睛”是施动者，“ 张开”是

行为，简写为Ｂ＋Ｄ。对“ 盯 ”来说“， 集 中 视力“” 看“” 某 事

物”是词义成分，它们结合起来是词义构成模式，“ 看”是行为，

“ 集中视力”说明行为情态上的特征，“ 某事物”是关系对象。有

确定的关系对象，是“ 盯”词义的特征。 １简写为 ＋Ｅ。 上面分

析中“ 看青”Ｂ项下之“（ 人）”“，盯”Ｂ项下之“（ 眼睛 ）”，也

是词义成分，它们在一定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由于解释

词语的隐含作用而可以想到的，在词典释义中常略去。

这里所说的词义成分，其数量内容可因不同的词而变化。在

词典释义中出现的一般都是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成分。最能显示

词义特点的词义成分按照自然语言表述规则的结合就成为词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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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模式。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是在一定的项目中变动的，

不同的词，以具有不同项目的词义成分、不同内容的词义成分、

词义成分的不同结合为特征，故可以归纳为不同的类型，即不同

的词义构成模式。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现在我们讨论“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在检查词典

释义，比较同义近义词的意义，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

同，说明词义的发展中的应用。

１、检查词典释义

我们从《 现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讨论。《 现汉》对词义的

解释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上面引用的大量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

根据“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来检查，也可以发现一些

词的释义有待改进。如：

砍

释义的Ｄ；是“ 断开”。但“ 砍”可能断开也可能不断开（ 比较：

把树枝砍下来。歹徒在他肩上砍了一刀），似应改为：

弹

释义将Ｆ“ 使动”作为必要的词义内容，但“ 弹”触物可以使物

动，物也可以不动（ 比较：他用手指将小纸球弹了出去。他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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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小孩的光脑壳上弹了一下。），故Ｆ“ 使动”可删。

释义把Ｄ１“ 阐明”这种语言思维活动的内容Ｅ定为“ 事例”，

但阐明的也可以不是事例，其目的结果Ｆ也不一定包括“ 引起

对方联想”，对方可以联想，也可以直接感到。似可改为：

捻

身释义中ｄ 体部位的说明不够确切，似应作：

拜 ①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回拜

这是用归类限定的名词性词语来解释“ 拜”的意义。说明它是一

种“ 礼节”，其作用是“ 表示敬意”。但“ 拜”是一种动作性很强

的礼节，释义未作解释。似应作：

上所举例词“ 回拜”也不妥，“ 回拜”意为回访，不必有拜的行

为。

２、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 搔”和“ 挠”“。搔痒痒”也可以说成“ 挠痒痒”，两个词词

义有什么不同呢？请看（ 现汉）的释义：

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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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搔”的动作行为限于“ 用指甲”，“ 挠”则多“ 用手指”，

又不限于用手指（ 如可用某些小工具）。

“ 榨”和“ 压”。它们都是对物加压力《。 现汉》的解释是：

榨

压

可以看出，两个词意义的区别是：“ 榨”的行为是“ 压出”，有关

系对象“ 物体里的汁液”，而“ 压”这种行为，不一定要压出物

体里的汁液，而且多有“ 从上向下”这种方向的限制。

对于许多意义差别细微的同义、近义词，要比较多部词典对

它的解释，并充分考察语言应用情况，才能借助于“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比较它们意义的异同。下面我们就来分析

比较“ 看、瞧、瞅、看见、见”这一组词。

看　　　　　　各词典释义见上

瞧　　　〈口〉看

瞅　　　（ 方）看

看见　　　　看到（《 现汉》）

见 看到；看见（《 现汉》）

①看见（《 辞海》）

①看到⋯⋯（《 新华》《 四角》）

根据这些解释，看、瞧、瞅意义一样，看见、见意义一样。看、

看见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 ‘看’表示

动作本身。‘看见’表示动作的结果，二者不能随便换用。他看
，

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 ×　⋯⋯　 。（ 用法的什么也没看）” 不同

略）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看”的词义中，有没有“ 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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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即包含不包含有动作的结果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一些常见的句子中“ 看”所指的具体内容。

①他在看飞机。

他在看书。

③他在看 。画

④他在看电影。

⑤他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

上述各句子中的“ 看”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明如下：

①中的“ 看”目光向着飞机，感受到飞机的形象。

②中的“ 看”目光向着书报，感受到语言符号，理解欣赏

它的内容。

③中的“ 看”目光向着画儿，感受到画中形象，理解欣赏

它的内容。

④中的“ 看”目光向着银幕，感受到变动的画面，听到声

音，理解欣赏它的内容。

⑤中的“ 看”目光向着一定的物体方向，未感受到一定的

物体。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看”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

上下文有不同的情况。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这里引入孳生

特（征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ｆｕｒｅｓ）的概念。

孳生特征是德国学者里普（加 Ｌ．　 Ｌｉｐｋａ）提出的概念 。他

用来帮助说明词义的变化和发展。他说：（ 词义的）孳生特征本

性是补充性的，非固有的。它指的不是事物一般具有的特性，如

狐狸的狡猾的特征、牛的笨拙的特征，而是指由于上下文和非语

言的环境的影响产生的特征。它们常常依存于语境。它可以用来

说明共时的语言变异的意义的模胡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门

径去解释和形式化地说明历史语言学的语义变化。

里普加以英语ｓｔａｒｖｅ（ 饿死，挨饿）一词说明孳生特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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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下：

ＯＥ　 　　　　　　ｓｔｅｏｒｆａｎ　 　［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ＯＴ　 ＡＬＩＶＥ］＞

古 英 语（ 死 ） 　　　［ 变 成 非 活 ］

ＮＥ　 　　　　　　ｓｔａｒｖｅ　 　　　［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ＯＴ　 ＡＬＩＶＥ］＋｛ｏｆ　 ＣＯＬＤ｝

中古英语（ 冻死）　　［变成非活］＋　｛由于冷｝

ＭＯ ＋｛ｏｆｄＥ　　　　　ｓｔａｒｖｅ　　　　　　　　　　　　［　　　　Ｂ　Ｅ　Ｃ　　ＯＭＥ　　　　　ＮＯＴ　　　　ＡＬＩＶＥ］

ＨＵＮＧＥＲ　｝

现代英语（ 饿死）　　　［变成　　　　　　非活］＋｛由于饿｝

从上表可以看出，｛ｏｆ　 ＣＯＬＤ｝和｛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是中古英语、

现代英语中ｓｔａｒｖｅ一词所包含的特征。它在古英语中可能是孳

生特征。作者还说，从现代英语来看，在某些上下文中ｓｔａｒｖｅ

一词中的［ｔｏ　 ＤＥＡＴＨ　］（ 死）仅仅是一个孳生特征。在标准语中

说Ｉ＇　ｍ　ｓｔａｒｖｉｎｇ意思是Ｉ＇　ｍ　ｖｅｒｙ　ｈｕｎｇｅｒ（ 我非常饿）。　［ ｔｏ

ＤＥＡＴＨ］这个特征在这句话中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可能有

的。而在某些上下文中｛　 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这个特征也消失了，如

Ｓｈｅ　ｉｓ　ｓｔａｒ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ｈ（ｉｐ她渴望友谊）。

用词义的孳生特征的观点来解释“ 看”在上面各个例句中所

表示的不同内容，可以说，在“ 看电影”中“ 听到声音”这个内

”“ 看电影”中“ 理解容，在“ 看书“”看画 欣赏它的内容”这

个内容，都是孳生特征，它们是由上下文和非语言的环境的影响

产生的特征，它们常常依存于语境。而从例句①②③④来看，应

该肯定“ 感受到一定的对象”是“ 看”的固有特征，但在一定的

上下文中，一定的条件下，这个特征也可以消失。可以说，用眼睛

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注视物体并感受到物体，在不同的上下文、不

同的语境中，又可能伴随有别的感（官 如耳朵）活动、心理活（动 如

理解、欣赏）这种行为，现代汉语是用“ 看”这个词来标志的。词典

在说明它的意义的时候，只能说明这类行为共有的、常有的特征。

分析同义、近义词时，如果有必要，可以考察语言的应用情况，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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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义成分一词义构成模式”把词典释义中未展开的、略去的内容，

包括某些孳生特征，表述出来。根据“ 看”的一般用法，我们认为，

可以确定它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如下：

看

如何解释“ 他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中的“ 看”呢？我

们认为“ 看”的“ 感受到一定的对象”这个特征，在一定的上下

文中，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比较：

①他看东方，看见了太阳。其中的“ 看”，无“ 感受到

⋯⋯”义，“ 看见”则有“ 感受到物体”义。

二个“ 看”有“ 感受到②他看东方，看太阳。其中第

⋯⋯”义。

。③他看屋外，看见了那棵树。其中“ 看”“ 看见”同

④他看屋外，看那棵树。其中第二个“ 看”同 。

这说明，“ 看”在一定条件下，如在同“ 看见”连用而相对比时，

“ 看”失去了“ 感受到⋯⋯”义，但不能说“ 看”的行为本身不

包含这个意义。

下面谈“ 看见”。比较下面的句子：

他看东方。√ 他看屋外。√

他看见东方。× 他看见屋外。×

日他看见东方一轮 。红 √ 他看见屋外一个人。√

这说明“ 看见”不能用于“ 感受方向”，而“ 看”能用于“ 注视

方向”。比较词典的释义和语言的应用，“ 看见”的“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模式”可以写成：

因此，“ 看”“ 看见”的最一般的区别是，第一，“ 看”一般指眼

睛注视并感受到一定的对象，“ 看”有时也用于指眼睛注视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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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有关对象。“ 看见”着重指眼睛感受到注视的对象。第二，

“ 看”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物也可以是方向，“ 看见”只用于具体

物。（“ 看见未来的光明”这种说法是通过比喻而产生的抽象用

法，这里不讨论。）

，这里不讨论“ 看见“”、见”的不同主要在用法上 。

下面比较“ 看“” 瞧“” 瞅”“。看”为通用词“，瞧”是口语

词，“ 瞅”来自方言。除了这些不同外，基本义有没有差别呢？

我们把这三个词代入下面例句中□位置上，得下表：

看　　　　　　瞧瞅

他往屋里□一眼。 √ √ √

√ ×他在□球赛。

□画 √　　　　　　　　　　　×他在 儿。

他在□书 ×。 √ ×

√他在□电影。 　　　　 √ ×

可见在普通话中，“ 瞧”少用于“ 看”带有孳生特征“ 理解欣赏

某种对象某种内容”的场合，“ 瞅”更不能用。《 现代汉语八百

词》已为“ 看书”之“ 看”区 （《 现汉》未分出“ 阅读”义

分），则是把这个“ 看”词义内容中的孳生特征，看作是比较稳

固的特征了。

３、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来帮助说明普通

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我们先比较普通话拿、搬、捏和意义相当于这几个词的闽南
３１ ３１　 ］、方言文昌话□［ 搬［－ｘ － ｅａ　］ｅ ］ 、捏［ａ － ］］。普通话

据《 现汉》的解释，文昌话据作者的了解（ 文昌话是作者的家乡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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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一把扇子。

他拿了书、衣服。（“ 拿”指抓住并带走）

他拿走了书、衣服。（“ 拿”义同上，“ 走”出现）

他拿了书架和衣柜。（ 例句自拟，下同）

搬

他搬了一张床、一个衣柜。

＊他搬了一支笔、一个墨水瓶。

（ ＊表示病句，下同。）

捏 ①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夹

捏住这支笔。

捏住一条虫。
３１］［　ｘｅ

３１］一把扇。（他［ｘｅ 抓住，无带走义）
３１］走一把扇。（“他［ｘｅ 走”表示还带走）

３１３１］书［ｘ他［ｘｅ ］衣裤。（ 抓住，无带走义）ｅ
３１３１ ］衣裤走。（“他 ］书走，［　ｘｅ［ｘｅ 走”表示带

走）
３１他［ｘ ］书架、衣柜。ｅ

去看外婆，他［ｘｅ

义）

拿

３ ３１１ 　］有抓住］一只鸡。（ ［ ｘ　ｅ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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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１ｅ ］他［ 一把扇。
３１ｅ ］一本书他 。［
３１ｅ］一个书＊他［ 架。
３１ｅ］走＊他［ 了几本书。（ ］后不能跟ｅ［

动词“ 走”连用）

说明：１）普通话的“ 搬” ａ ］相当，意义一和文昌话的［
３１］相当，但意样。２）普通话的“ 拿”同文昌话的［　ｘｅ 义有差

异，抓住笨重的东西，普通话可以用“ 拿”，文昌话不能用
３１ ａ　］，［　ｘｅ ］只能用［ 　；“ 拿”是“ 抓住”或“ 抓住带走”，
３１［ ］一般只指“ 抓住”，“ 带走”义只有在一定语境下才出现。　ｘｅ

３１３）普通话的“ 捏”同文 ｅ ］相当，但二者身体部分昌话的［

的限制不同，前“ 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后“ 用手”，因此文昌话
３１ ］一把扇］一说“ 他［ｘｅ ｅ把扇”同“ 他［ ”意思一样，普

“ 他捏着通话说“ 他拿着一把扇子”同 一把扇子”表示的动作行

为就有差别了。

同普通话相当的词的对比再如吴语“ 斩” 。

　 ３斩［　 ］１、砍断：斩草除根⋯⋯ 、剁，切：斩鸡，

把鸡斩成碎块

据此则吴语的“ 斩”同普通话的“ 斩”“ 剁”“ 切”相当。据

《 现汉》：

斩 砍

砍　　　　用刀斧猛力把东西断开（ 按：也可以不断开，见上）

剁　　　　用刀向下砍

切　　　　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

普通话中这几个词表示的行为有明显的差别，词典释义未完全说

ａ 义同［　 普通话之“ 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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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现据一般的理解和语言的应用，用“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

式”说明这几个词的意义如下：

斩

剁

切

由此可见，普通话把“ 用刀斧等断物”的行为根据用力的程度、

使用的工具、行为的方式、物的坚硬程度，区分为三个词，而吴

语可以用一个词“ 斩”［ｔｓ］来表示。也就是说，“ 用刀斧等断

物”是吴语“ 斩”这个词表示的最一般的行为特征，用力程度、

使用工具、行为方式、物的坚硬程度等都不是这个词特有的特

征，而只可能是孳生特征。在同普通话对比时，可以分为不同的

。意义单位

４、说明词义的发展

词义的发展，词义之间可能有的联系， 也可以用“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模式”来帮助说明。

书证主义项划分、 要下面具体分析“ 剔”一词词义的发展。

据《 汉语大字典》，并补充 《 辞源》提供的一些材《 汉语大词典》

料。

（ｔī剔 ）

（ 说文》“：剔，解骨也。从刀，易声。”

①分解骨肉；把肉从骨上刮下来。唐玄应《 一切经音义》

卷十一（引 通俗文》“：去骨曰剔。”《 集韵·锡韵》“：剔，

解也。”《 书·泰誓上》“：刳剔孕妇。”孔颖达疏“：今人去

肉至骨谓之剔去，是则亦到之义也。”《 晋书·吴隐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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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 水浒全传》第三回：

“（ 郑屠）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

又，《 汉语大词典》引：《 人民文学》１９８１年第８期：“ 你

找杆秤称一称，看你剔掉骨头还剩几两肉。”

②剪削《。 诗·大雅·皇矣》“：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孔颖

达疏“：攘去之，剔剪之者。”《 庄子·马蹄》“：烧之剔之。”

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 剔，谓翦其毛。”唐杜牧《 杭州新

“ 剔削根造南亭子记》： 节，断其脉络。”

③疏导；清除。《 淮南子·要略》：“ 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
，

唐韩愈通九路。”高诱注：“ 剔，泄去之。” 《 石鼓歌》：

“ 剜苔剔藓露节角。”《 镜花缘》第六十八回：“ 或兴利剔

弊，或除暴安良。”又，《 辞源》引：唐徐寅《 钓矶文集》

八《 山寺寓居诗》：“ 高卧东林最上方，水清山翠剔愁肠。”

④剜；从孔隙中往外挑出东西。《 新唐书·吐蕃传下》：“ 断

手剔目。《” 雍熙乐府·粉蝶儿·思怨》“：把这厮剔了髓，挑

了筋，剐了肉，不伤廉。”老舍《 骆驼祥子》十三：“ 老程

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⑤挑拣；搜寻。宋文天祥《 与胡瑞逸》：“ 日在山间，搜奇

剔怪。”清 余缙《 登岱记》：“ 剔异寻幽，以给眸力之未逮

耳。”鲁迅《 三闲集·文坛的掌故》：“ 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

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

不很多。”

弦乐弹奏指法之一，中指向外为剔。元熊朋来《 瑟谱》

卷一“：剔，中指向外。”《 老残游记》第十回“：初起不过

轻挑慢剔，声响悠柔。”

挑，拨动。《 新唐书·哥舒翰传》：“ 翰刺其喉，剔而腾

之。”宋范成大《 晓枕闻雨》：“ 剔灯寒作伴，添被厚

埋。”陈残云《 香飘四季）第二章：“ 手指不自觉地剔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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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

骂《。 广雅·释诂三》“：剔，骂也。”

下面根据字典词典释义、提供的书证拟定“ 剔”各个意义的

“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并说明它存在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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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各义出现的时间和意义上可能有的联系，“ 剔”词义的

发展可说明如下：

①，②，③义是一组。

义从①义来，②义表示的动作行为在“ 除去”这一点上同

①义一致，所用工具相同或相似，但行为的关系对象不同，①为

（ 留）肉（ 去）骨，②为毛、枝、根等无用之物，属词义转移。

③之“ 疏导”义从②来的可能性最大，因其表示的动作行为

同 极近，也可用“ 除去”概括，但行为的关系对象已是“ 河中

阻塞之物”，所用工具不再限于“ 刀具等”，属词义转移。③之

“ 清除”义为抽象用法，“ 除去”已非具体的动作行为，其关系对

象也为抽象物，义转移更远了。

④、⑤义是一组。

⑤义可能从④义来，⑤同④比较， 义是比较抽象的用法，

但在“ 挑出”这一点上二义相似。④义的关 ，⑤系对象是具体物

义表示的动作行为要用一定的义的关系对象已有些抽象， 工

具，⑤义则工具不是必要的内容，④义动作行为进行的地方是

“ 从孔隙中”，⑤义的行为也是在某种有限制的地方进行。词义发

展属转移。

、 义为一组。

之“ 拨动”义来义先出，故 义从 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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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表示的都是“ 挑、拨动”的具体的 义动作所用工动作行为。

义动作的关系对象为一般物体义则用中指，具为长条物， ，

义则为“ 琴弦”，若视二义表示的动作行为相同，而 义的关

系对象是特定的东西，可看作词义缩小。

后两组中的④义、 义又从何来呢？它们从①义来的可能性

最大。

④义同①义比较，动作行为和作用工具相似，只是④义动作

行为有特定的空间限制（“ 从孔隙中”），关系对象也不限于肉、

骨，而是一般物。若着眼于动作行为有空间限制这一点，则④义

比①义有缩小，若着眼于动作行为的关系对象，则④义比①义有

扩大。

义同①义比较，差异较大。①义一方面是“ 刮下（ 肉）”，

另一方面是“ 除（去 骨）”， 义是“ 挑、拨动”，已无明显的去、

留义。但所用工具仍相似，动作行为仅在“ 向前动作”这一点上

相近。①至 义之间的过渡可能是有阶段的，有待于发掘具体语

言材料来阐明。

义仅见于汉魏，也无书证，同先秦两汉所见之①②③义差

别较大，或另有来源，或其间联系曲折，已缺乏语言材料说明。

上面对“ 剔”词义发展的分析，只是根据几部字典、词典所

提供的材料，如果能收集更丰富的材料，用词义孳生特征产生、

消失，固有特征可能时隐时现，也可能消失的观点来解释，还可

以作出更细致、更准确的描写。

附 注

①本段据拙文《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

３期）修改补充写成。

②李临定《 现代汉语句型》中把单动句型中“ 动＋名”后的“ 名”根据意

义分为１２类，见该书５－１１页，孟琮等编《 动词用法词典》根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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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名词宾语分为１４类，见该书７－１１页。

（ ）表示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下同。

④这种形式的释义参看本章下文对“ 上工”“ 开课”等词意义的说明。

⑤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２９８页。

　ｉＬ．　Ｌｉｐｋ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见Ｊａｃｅｋ　Ｆｉｓｉａｋ编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３４０－３４１， Ｔｏｎ　Ｍｏｕ

１９８５．

例如，“ 看见”有被动用法（ 远远让他看见了），“ 见”不能用于被动说法

（ ＊远远让他见了），“ 能”加“ 看见”同“ 能”加“ 见”意义不同，这时

后者“ 见”义为“ 会见，见面”。

同⑤，２９５页。

为双唇吸气浊塞音。

为舌尖前吸气浊塞音。

贺巍《 吴方言词语与官话的差异》，《 中国语文》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词义单位划分问题参看本书第七章“ 词义的单位”。

“ 存在时间”据书证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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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典释义模式

１、基本模式

这里所说的表名物的词，是指动物、植物、矿物、器械、日

用器具、用品等等的名称，以及众多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

的名称。

表名物词的释义模式绝大多数都是归类、限定型，即利用词

语表示的概念的上下位系统关系，将被解释的词放入适当的上位

概念中，再加以各种修饰、限制。其形式可归纳如下：

女工　　　　　　女性的　　　　　　　　工人（《 现汉》）

被　　解　　　　释义的扩展性词语

释的词

种 种 差 类词语

Ｌ代表类词语，ｔ代表种差，则可表若以ｍ代表被解释的词，

示为

ｍ＝ｔＬ

在 种变化形式。词典的释义中，它主要有６

（１）　ｍ＝一种Ｌ，或 的一种（ 类、属、门等），或ｍ＝Ｌ之ｍ＝Ｌ

第五章　　表名物的词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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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种方式是指出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是类词语所表示的

事物现象的一种。如：

　　一种海（鱼《 新华》）

猏 一种猎（犬《 新华》）

柰　　　　　　苹果的一（种《 新华字典》）

獑猢　　　　猿的一（类《 新华》）

地衣　　　　低等植物的一类⋯（ 少独用（）《 现汉》）

软体动物　　　　无脊椎动物的一门（⋯ 同上）

（２）ｍ＝Ｌ。这种方式形式上是将被解释的名物词和类词语

等同，其实是指明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属于类词语所表示的

类。这种方式独用多见于我国古代辞书。如：

杏　　果也（。《 说文》）

榛　　木也（。《 说文》）

鸪　　鹧鸪，鸟（。《 广韵》）

蚣　　蜈蚣，虫（。《 广韵》）

（３）ｍ＝ｔＬ，ｔＬ为 偏 正 词 组 ， Ｌ为 中 心 语 ， ｔ为 限 制 修 饰

语。这种形式是定义式释义的标准形式。如：

女工

鱼网

这种方式有时添上列举被解释的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个体或种

类的内容。如：

恒星 如织女星、太阳。

释义中列举的“ 织女星”“ 太阳”是恒星的个体。

南货 如笋干火腿等。

释义中列举的“ 笋干”“ 火腿”是南货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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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ｍ＝Ｌ，ｔ类词语先出现，种差用句子或分句表达，在

意义上，它对类词语起修饰、限制作用。如：

鱼唇

黄鳝

解释“ 鱼唇”的ｔ是一个句子，解释“ 黄鳝”的ｔ是多个分句。

（５）　 ｍ＝ｔＬ ＋ｔ 类词语可以出现多个，种差可以＋⋯ 是

也可以用偏正词组的限制修饰语， 一个句子或多个分句表述。

如：

是软软脂　　　　植物油和动物脂肪中所含的白色柔软 脂

酸和甘油的

树枝初生时银白色，叶子长圆沙枣 落叶 状披针形，

花白色，有香味，果实椭圆形。生长在沙地，耐旱

耐寒，是沙荒造林的重要 果实可吃。

“ 软脂”的释义中出现两个类词语“ 物质”“ 化合物”，说明种差

的是偏正词组的修饰语。“ 沙枣”释义中也出现两个类词语“ 乔

木“”植物”，说明种差的多是分句。

（ ６）ｍ＝ｔＬ，Ｌ为表示名称的词（ 如名、通称、总称、别称

等 ）。如

白金　　　　铂的通称

百货　　　　以衣着、器皿和一般日用品为主的商品的总称

这种形式是说明被解释的词的名称身分，是解释它的反身指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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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对此，我们做些说明。

船船只 的总称

这些释义形式，说明了“ 百货”“ 船只”“ 百戏”等作为名称使用

时，它有某类物“ 总称”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物的各种总称

中的一个，它是属于“ 总称”的。因此，在“ 百货”“ 船只”“ 百

戏”等反身指代它的名称身分时，“ 总称”是它的上位词语。“ 总

称”表明了被解释的“ 百货”“ 船只”“ 百戏”等名称的性质（ 是

“ 总称”，非“ 别称”“ 通名”等）。处在ｔ位置上的词语，可以

是同被解释的词同义的词，如“ 白金”中的“ 铂”，“ 船只”中的

“ 船”，可以是说明被解释词范围的词语，如“ 百货”中的“ 以衣

着、器皿和一般日用品为主的商品”，“ 百戏”中的“ 古代杂技”。

ｔ和Ｌ之间仍是限制关系。

各种名物词的释义，或属上述６种变式的一种，或为它们的

交叉组合。独用的上面已举例，组合的如：

鱼石脂 是用沥青干馏后药 加硫酸和氨

制成的黏稠 红棕色或棕黑色，有防腐作

用，医药上常用于局部消炎。

松 的一属，一般为常绿 很少为灌木，

树皮多为鳞皮状，叶子针形，花单性，雌雄同株，

结球果，圆形或圆锥形，有木质的鳞片。木材和

树脂都可 松以利用。如马尾松、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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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种差的分析

世间万事万物形貌各异、性质多样，要把释义中反映它们特

点的种差说明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把常见的归为１２类。

（１）种差表领属

家产　　　　家庭的财产

公产　　　　公共的财产

私邸　　　　高级官员私人的住所

国土　　　　国家的领土

（２）种差表种类（ 领域、范围归入此类）

机工　　机械工人

军旗　　军队的旗帜

儒术　　　　儒家的学术

国务　　　　国家的事务

（３）种差表形态（ 包括形貌、情状、方式、症状等）

腐竹卷曲或条状的豆腐皮

赤脚　　　　光着的脚

大汉　　　　身材高大的男子

肉糜　　　　细碎的肉

（４）种差表结构

装订成册的著书 作

梭镖　　　　装上长柄的两边有刃的刀

环靶　　　　当中一个圆点，外面套着若干层圆圈的靶子

吊楼　　　　后部用支柱架在水面上的房屋

（５）种差表功用

笔　　　　　　写字画图的用具

热水袋　　　　盛热水的橡胶袋

船坞　　停泊、修理或制造船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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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　　　　用于祝颂的诗歌

（ ６）种差表产生（ 包括来源、成因、制法等）

物产　　天然出产或人工制造的物品

虾米 晒干的去头去壳的虾

缆绳　　许多股棕、麻、金属丝等拧成的粗绳

热泪　　因非常感激、高兴或悲伤而流的眼泪

（ ７）种差表时间

赤子　　初生的婴儿

宿将　　久经战阵的指挥官

夙诺　　以前的诺言

万年　　极其久远的年代

（ ８）种差表空间

苏绣　　　江苏苏州出产的刺绣

囚犯　　　关在监狱里的人

棚户　　住在简陋的房屋里的人

配殿　　宫殿或庙宇中正殿两旁的殿

（９）种差表数量（ 包括程度）

巨祸　　　　巨大的祸患

大陆 　广大的陆地

厚望　　　　很大的愿望

人群　　　　成群的人

（１０）种差表评价

人杰　　　　杰出的人

人士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

名产　　　　著名的产品

珍品　　　　珍贵的物品

种差表内容（１１）

纪要　　　　记录要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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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记载事情的文章

刑法 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应、 受到什么惩罚的

各种法律

恋歌 表达爱情的歌曲

（１２）其他。为了便于概括，不能归入以上各类的种差都放

在这里。

戏迷 喜欢看戏或唱戏而入迷的人

游民 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甜水 指味道不苦的水

特价 特别降低的价格

种差的分类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更具

体更细致的处理，这里只是提出一个较有共性的项目而已。

在词的释义中，各类种差除单独出现外，常常是几种同时出

现的。如：

磨成小麦面粉 的粉

其中“ 小麦”表种类，“ 磨成的”表制法。

做食物 的鸡用的 小笋鸡 而嫩

其中“ 做食物用的”表功用，“ 小”表事物的量，“ 嫩”表形态。

烽火 古时 边防 报警点的烟火

其中“ 古时”表时间“，边防”表地方“，报警”表功用“，点的”

表如何产生。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有许多词的释义，只说明一个方面

的种差，有许多词的释义，说明了多方面的种差。

不同种类的名物词，需要说明哪些方面的种差也不一致。

对于植物来说，形貌、功用、适应性显得重要。如在上面举

过的“ 沙枣”的释义中，“ 树枝初生时银白色、叶子长圆状披针

形、花白色、有香味”说的是形貌，“ 落叶”“ 生长在沙地、耐旱

耐寒”说的是适应性，“ 沙荒造林”“ 果实可吃”说的是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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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动物来说，说明形貌、习性、功用也是重要的。如：

虎　　哺乳动物，毛黄色，有黑色的斑纹。听觉和嗅觉都很

敏锐，性凶猛，力气大，夜里出来捕鸟兽，有时伤害

人。毛皮可以做毯子和椅垫，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制

药。

其中“ 毛黄色，有黑色的斑纹”表形貌，“ 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

⋯有时伤害人”表习性，“ 毛皮可以做毯子⋯骨、血和内脏都可

以制药”表功用。

对于机械来说，构造、性能、功用显得重要。如：

强击机　　从低空对目标强行攻击的飞机。低空飞行性能

好，要害部位有防护装甲。装有机关炮、火箭、

炸弹等武器。用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

其中“ 要害部位有防护装甲”“ 装有机关炮⋯等武器”说明构造，

“ 从低空对目标强行攻击”“ 用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说明

功用，“ 低空飞行性能好”说明性能。

相当多表名物的词所代表的事物有多方面的特征，其种差很

难列举周全，有时也难分主次，因此各词典对种差的说明有详有

略。这是产生语文性释义和百科性释义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

（ 参看第三章所引《 小学生字典》《 新华》《 现汉》对“ 马”一词

的解释）

３、类词语的分析

类词语在定义式释义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指示被解释名物词所

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它的范围大于被解释词的范围，但以种

差限制后，所组成的定义式释义词语，其适用范围同被解释的词

一致或基本一致。

单纯词当类词语，其作用纯粹是说明被解释词所表示的事物

现象的类别。如“ 人杰”释义“ 杰出的人”中之“ 人”，“ 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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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小麦磨成的粉”中之“ 粉”，“ 肉糜”释义“ 细碎的肉”中

之“ 肉”。

复合词当类词语，有一部分还能以其语素的意义表示被解释

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某些特征。如“ 女工”释义“ 女性的工

人”之 “ 恒星”释义“ 本身能发光和“ 工”，表示从事某种工作，

热的天体”中之“ 天”，表示处在天空中，“ 南货”的释义“ 南方

出产的食品”中之“ 食”，表示供食用。此外，经常充当类词语

的“ 用具”，语素“ 用”表示供使用，“ 装饰品”中的“ 装饰”，

表供装饰用，“ 哺乳动物”中之“ 哺乳”表示以哺乳养育后代，

“ 动”表示动作、活动，等等。也有一部分充当类词语的复合词

没有这种作用，如“ 吊楼”的释义“ 后部用支柱架在水面上的房

屋”中之“ 房屋”，“ 军旗”释义“ 军队的旗帜”中之“ 旗帜”，

“ 颂歌”释义“ 用于祝颂的诗歌”中之“ 诗歌”，它们多是并列结

构的复合词，两个语素义同或义近。

词组用作类词语往往能以构成它的部分词的意义表示被解释

的词代表的事物现象的某些特征。如：

焌 烹调方法，油 把油加热后浇在菜肴上。

漆包线 表面涂着一层薄绝缘漆的金属导线，多用于制造

电机和电讯装置中的线圈。

其中“ 烹调方法”“ 金属导线”是词组充当类词语，“ 烹调”表示

“ 焌”这种方法是加工食物方面的，“ 金属”表示“ 漆包线”这种

“ 导线”是金属制成的，而复合词“ 导线”之“ 导”又表示这种

线是起某种传导作用的。

解释同一个名物词，允许从不同角度选择类词语。如：

推进，自行一种能在水中自行鱼雷 控制方向和深度的炸

弹。

能自行推进自行控制方向和深度的水中

（《 新华》）

。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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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及不公函 相隶属的机关、团体间的来往公文

彼此没有领导被领导关系的机关团体之间的来往信

（《 新华》件 ）

以上两个词释义中用的类词语不同，都是恰当的。以下几例似有

好、不甚好之分：

公报 ①公开发表的关于重大会议的决议，国际谈判的进

展，国际协议的成立，军事行动的进行等的正式文

告

①国家机关、政党或团体对有关重要事件、会议所

报导 （《 新华》）发表的公开

“ 文告”似更恰当，文告是一种文件的名称，“ 报导”则指一种新

闻的体裁。

笼屉竹、木 用来蒸食物、铁等制成的器具，

一种中间有屉的蒸食物用的炊 （《 新华》）具

“ 炊具”似更切近。

释义中有多个类词语时，其作用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是最主要的，对说明被解释的名物词所

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性质起主要作用，其他类词语从不同角

度、不同联系上反映人们对该事物现象的认识，起补充说明作

用。如前面所引“ 松”的释义中有“ 种子植物”“ 乔木”两个类

词语，其中“ 种子植物”是最主要的。“ 鱼石脂”的释义中有

“ 有机化合物”“ 液体”两个类词语，其中“ 有机化合物”是最主

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出现的两个类词语同等重要，二者结合才能

揭示全部词义内容。如：

人体发育的情况体格 和健康的情况

旧时指一门风 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

再一种情况是，出现的两个类词语是选择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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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 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武功或气功

名 句 子 短语 。或著名的句

如果出现的类词语相差很大，甚或有不同的种差，则已是不

同的意义了。如：

说口 话的 ；齿 发 说话的本音 领

体 著作的编写格式；例 文 组织形式章的

４、表名物词的其他释义方式

（１）有定义式的形式，非定义式释义。如

原因 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另一件事情发生的条件

物质 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

原理 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基础

的规律

时间 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

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的

表现

以上处在释义词语中心语位置上的词语都不是被解释词的类词

语，而是同被解释词近义的、意义相关的词语，用这些词语作中

心语加上恰当的修饰限制成分组成了解释词语。

这种扩展性词语用于概括程度很高的词的意义说明。因为它

们概括程度很高，不可能再找到比它们概括程度更高的概念。对

它们不可能在归类的基础上加以限定，而可以用名词性的词语加

以说明。

（２）从相对关系上说明词义。

有一部分词如表亲属关系的词要从相对关系上才能说清词

义。如：

母亲　　　　有子女的女子，是子女的母亲

祖母　　　　父亲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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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女孩（子 对父母而言）

继父　　　　妇女带着子女再嫁，再嫁的丈夫是她原有子女的继

　　　父

“ 母亲”的说明以子女为定点，从对子女的关系说明母亲。同理，

说明“ 祖母”以父亲为定点，从对父亲的关系上说明祖母。说明

“ 女儿”以父母为定点，从对父母的关系上说明女儿。说明“ 继

父”以“ 再嫁的妇女”为定点，从对再嫁妇女的关系上，说明

“ 继父”同她原有子女的关系。亲属词的特点是，它表示被称呼

者，同时就存在称呼者。因此词义解释中要表示出其中的相对关

系。

（ ３）表名物词比喻义的说明。如

比喻叫人迷失方向的事物

比喻可以凭借的资历、能力等

比喻牵累人的事情

比喻能劳动而不劳动，依靠剥削为生的人

“ 比喻”二字表示现义同原义的一种联系。其他词语仍是一个名

词性的偏正结构。处在中心语位置上的词语表示在比喻的意义上

被解释词代表的事物所属的类别，修饰语表示事物的特征。

二、“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从以上我们归纳的表名物词的释义模式来看，定义式释义是

大多数名物词的释义模式。其中尤以“ 种差＋类”这种形式用得

普遍，其他各种形式都可以变换为这种形式。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的差别表现在种差（ ｔ）和类（ Ｌ）的内容上，因此我们可以用

“ 种差＋类（ ｔＬ）”作为分析表名物“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

的基本框架。

词典中对每一个表名物的词用“ 种差＋类” 模式所作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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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都有理由认为是对该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

一种说明。这里出现的问题是：

第一，各词典列举的种差多少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类词语的

选择也有不同。如第三章举过“的 马”一词《， 小学生字典》《 新华》

《 现汉》对它的解释不同。再如各词典“对 猫”一词的解释：

猫　　　　哺乳动物，面部略圆，躯干长，耳壳短小，眼大，瞳

孔随光线强弱而缩小放大。四肢较短，掌部有肉质的

垫，行动敏捷，善跳跃，能捕鼠，毛柔软，有黑、

白、黄、灰、褐等色。（《 现汉》）

食肉类哺乳动物。趾底有肉垫，行走无声，善于捕

鼠。（《 新华》）

家畜，脚有利爪，会捉老鼠。（《 四角》）

家畜名⋯善捕鼠之小兽。（《 辞源》）

动物名。猫科。听觉视觉极敏锐，善跳跃及攀援，喜

捕鼠类。性驯良，人多畜以捕鼠。（《 汉语大字

典》，下简称《 大字典》）

哺乳动物，面部颇圆，耳小眼大。瞳孔随光线强弱而

变化，四肢较短，掌部有肉垫，行动敏捷，善跳跃，

能捕鼠。（《 汉语大词典》，下简称《 大词典》）

可以列表比较它们的同异：（ 见下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词典对猫特征的说明差别比较大，只有

“ 善捕鼠”这一点是都说明的。选用的类词语也不一致。这同词

典的性质、篇幅有关，同编者所愿意强调的方面也有关。但他们

必定认为，所提供的说明是可以使猫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而《 现

汉》的说明（《 大词典》同）则有较多的百科性内容，显然是为

读者提供关于猫的更多的知识。

甚至对于采用简括的语文性释义的词典，其说明的种差也是

有差别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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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切、割、削、砍、铡的工具，一般用钢铁制成。（《 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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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切、割、砍、铡、斩的工具。　　　（　《 新华》）

供切、割、斩、削用的钢铁制的器具。　　　（　《 四角》）

泛指斩、切用的工具。　　（　　《 辞海》）

泛指屠宰、砍削、切割用的工具。　　　（　《 大词典》）

《 现汉》《 四角》说刀一般“ 由钢铁制成”，其他词典不强调这个

特征，在说明刀的功用时，有的细致，如（ 现汉》《 新华》，有的

概括，如《 辞海》。

第二，对于同一词词义成分的分析，由于角度不同，也有差

别。例如不同学者对“ 父亲”一词词义内容的不同分析：

父亲　　　　 ＋直系 亲属＋ ＋男 性 长 辈＋人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直系亲属中长辈的男性的人。

父亲＋有子女＋成年 ＋男人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有子女的成年男人。

父亲（ 近亲属）→ （ 生育关系）＋男性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在生育关系中处于生育一方的男性

近亲属。

父亲“ 男性”“ 比自己长一辈”“ 直系”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比自己长一辈的直系男性。

“ 父亲”一词词义成分分析的不同在于：选择的类词语不同，

提取种差的着眼点、角度不同。若以“ 人”为类词语，则“ 男

性”表特征，若以“ 男人”“ 男性”（ 名词用法）为类词语，则

“ 男性”不再表特征。若从血统关系、辈分关系着眼，则父亲可

有“ 直系亲属”“ 长（ 一）辈”的特征。若视父亲是对子女而言

的，则父亲可有“ 有子女”的特征。若从父母同子女依存关系着

（ 生育关眼，则父亲可有“ → 系）”的特征（ 按，“ →（ 生育关

系）”指生育者一方，“ ←（ 生育关系）”指被生育者一方），等

等。

根据以上说明的对表名物词意义的解释和分析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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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讨论在第二章介绍里奇的词义类型划分时提出的问题：词

的概念义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里奇明确地认为是

封闭的，但他承认“ 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

。莱昂斯也曾对成分，还是一个含蓄特征而犹豫” 仅以性别这

个特征作为区别男人和妇女的绝对标准表示异议 。我们认为，

由于事物现象都有多方面的特征，人们在区别它们时一般根据本

质的、一般的特征。例如在上面所举各词典关于猫的说明中，

“ 善捕鼠”这一点都列举出来了。这可以说是猫的一个本质的特

征。但有时人们又常常根据人们熟悉的特征（ 有时它并不是本质

特征）来认识事物。如《 新华》列举猫的特征“ 趾有肉垫”“ 行

无声”，《 四角》说猫“ 脚有利爪”。我们在第一章所引苏联学者

阿尔诺里德说明猫的词义的三角图中，指出猫的特征是“ 有柔

毛”，都只是列举了人们所熟悉的特征。这些特征都记录在词典

的释义之中，不能否认它们是属于词的概念义的范畴的。所以应

该说，词的概念义表示的特性不是封闭的，不是固定的。有些特

征对于区别某些事物现象来说是重要的、本质的特征，但说明词

义时可以提出足够的特征，也可以只提出某些大家熟悉的、引导

人们认识该事物的特征，后者正是通俗性的语文词典释义中所经

常采用的做法。

因此，根据不同的词典释义说明某个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

构成模式”时可以有差异。如“ 猫”，根据《 新华》则为：

根据（ 四角）则为：

它们都属于猫的概念义，但说明的内容并不相等。

可以把各词典所列举的特征综合起来，得到“ 猫”的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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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内容。如果以《 现汉》对“ 猫”的释义为基础，补充其

他词典说明而《 现汉》所无的内容（ 参看上表），则人们对猫特

征的了解就更全面了，但仍不能说它的内容是封闭的。

可以根据各种比较的需要，挑选确定某些一般、本质的特

征，挑选恰当的类词语，帮助分析词义。例如，比较“ 猫”和

“ 狗”的词义内容。

狗　　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毛有

黄、白、黑等颜色。是一种家畜，有的可以训练成警

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 现汉》）

哺乳动物。听觉嗅觉敏锐，易受训练，可守门或助

猎。（《 新华》）

家畜，听嗅觉很敏锐，性机警，能看门或帮助打猎

等。（《 四角》）

哺乳动物。犬科。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听

觉、嗅觉特别灵敏，性机警，易受训练，可以用于看

家、打猎、放牧、警卫、玩赏等。（《 大字典》）

犬 家畜名。⋯亦称“ 狗”。哺乳纲，犬科。为人类最

早驯化的家畜。耳短直立或长大下垂，听觉、嗅觉灵

敏。犬齿锐利。舌长而薄，有散热功能。前肢五趾，

后肢四趾，有钩爪。尾上卷或下垂，性机警，易受训

练。发情多在春秋两季，持续三周，妊娠期约６０天，

年产二胎，每胎产仔２－８头，寿命１５－２０年。品种

很多，按用途可分为牧羊犬、猎犬、警犬、玩赏犬以

及挽曳及肉用等。（《 辞海》）

根据各种词典对“ 猫”“ 狗”的解释，一般可以挑选确定的特征

（ 种差）和类词语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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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不用括号的种差是从词典释义中挑选的，用括号的是我们

补充的。“ 哺乳动物”隐含着许多哺乳动物具有的特征，这是猫、

狗共同的；“ 犬科”“ 猫科”又隐含着一些特征，这是猫、狗不同

的。显然，这样确定的词义内容对于区别猫、狗来说是足够的，

但仍不是封闭的。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我们同样可以根据上面总结的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

成模式”的框架，帮助检查词典的释义，比较同义近义词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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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说明词义的发展。

１、检查词典释义

对于用定义式释义的表名物的词，主要是检查说明它的类词

语是否恰当、周全，说明它的种差的词语是否恰当。对于非定义

式的名词性释义词语，主要是检查其中心语和修饰语所表示的词

义内容是否恰当。我们主要从《 现汉》中找出一些释义例子来讨

论。

声明 公开表示态度或说明真相

②声明的文告

①义是动词用法，②义是名词用法。 义的类词语是“ 文告”，

不能概括①义转用作名词时的意义。“ 声明”既可指正式的书面

表达（ 如：报上刊载了政府的声明），又可指某人口头上郑重地

说的话（ 如：他同意老张在会上的声明），似可在释义词语后添

类词语“ 或话语”。

文章简炼单纯，不加渲染烘托的写白描 作风格

“ 白描”既可以指作家的写作风格（ 如：他写人物，爱用白描，

同另一位作家爱作细致描写相映成趣），也可以指一种描写方法

（ 如：描写方法中有所谓白描）。似可在释义词语后添类词语“ 或

写作方法”。

地摊　　　　就地陈列货物出卖的摊子

“ 就地”意为“ 就在原处（ 不在别处）”之意（ 如：就地取材、就

地使用），“ 地摊”无这个空间的限制。似可改为：（ 在街市）地

上陈列货物出卖的摊子。

别针　　　　一种弯曲而有弹性的针，尖端可以打开，也可以扣

住，用来把布片、纸片等固定在一起或固定在衣物

上

用“ 弯曲”说明别针的形貌不够清楚，用法的说明也可简括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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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可改为：一种闭合长回形的针，尖端打开别上纸布等物，扣上

使固定。

凌汛　　　　由于江河里的冰融化而造成的洪水

“ 凌汛”不是由于江河里的冰融化造成的，它也不一定引起洪水。

这个解释不正确，类词语和种差都要改写。实际上凌汛是：冰块

堆积形成冰坝阻 。塞水流而引起的河水上涨现象

２、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根据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也能帮助说明表

名物的同义近义词概念义的异同。例如：

侨胞　　　　侨居国外的同胞

侨民　　　侨居国外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

“ 侨胞”的类词语是“ 同胞”（ 语素“ 胞”表示），这是从同祖国、

同民族的联系上说的。“ 侨民”的类词语是“ 居民”（ 语素“ 民”

表示）这是从固定居住在某一地区这个特点上说的。它们的种差

也不同。“ 侨民”保留本国国籍，“ 侨胞”则可能保留也可能不保

留。这两个词内容相同之处是所指示的人都“ 侨居国外”。

医道　　　治病的本领（ 多指中医）

医术　　　　医疗技术

“ 医道”的类词语是“ 本领”，指的是能力、技能。“ 医术”的类

词语是“ 技术”，指的是人积累的知识经验或操作技术。语素

“ 医”所表示的种类基本相同，但“ 医道”多用于中医，还是有

不同。

下面根据词典的释义，考察语言的应用，以表名物词“ 词义

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分析比较“ 榜样”“ 样板”“ 表

率”“ 标兵”“ 模范”等词意义的异同（ 结合能力的不同不详细讨

论）。

（１）比较词典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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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　　值得学习的好人好事

样板 比喻学习的榜样

表率　　　　好榜样

标兵　　　　比喻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或单位

模范　　　　值得学习的人或事物

从释义说明的内容很难看出这些词词义的细微差别，甚或还可能

有误解。例如认为“ 标兵”和“ 榜样”词义是完全一样的，“ 表

率”比“ 榜样”的评价还要高。

可以通过考察语言应用的实例来发现它们的差别。

（ ２）考察语言应用实例

①老张是我们学习的□。

“ □”处“ 榜样”“ 样板”皆可用，用“ 表率”则评价略低，用

“ 标兵”则暗含领导在一个范围内树立的，用“ 模范”则评价比

其他都高。

②老王是他们厂评选的□。

“ □”处“ 榜样“” 表率”皆不能用“，样板“” 标兵“” 模范”能

用，用后者比前二者的评价高。

③雷锋是我们学习的□。

“ □”处“ 榜样“” 样板“” 模范”皆能用，用“ 表率“” 标兵”则

评价不足。

④鲁迅是正确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

“ □”处“ 榜样”“ 模范”皆能用，用“ 表率”则评价颇低，习惯

上不用“ 样板”，“ 标兵”不能用。

⑤红光厂是我们学习的□。

“ □”处“ 榜样”“ 样板”“ 模范”皆能用，用“ 表率”则评价颇

低，用“ 标兵”则暗含领导在一定范围中树立的。

这个厂技术革新的事迹是我们学习的□。

“ □”处“ 榜样“” 样板”能用“，表率“” 标兵“” 模范”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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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考察语言应用的实例可以发现有些词的词义特点或词义的孳

生特征在释义中没有说明，或在概括性很高的释义中也难以说

明。为了分析和比较，可以用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

式”为框架，将各词的词义内容展示开来。

（３）“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比较

说明：１）类词语据语言应用实例作了调整。２）种差不用括号的

是比较固定的词义内容，用括号的是词典释义难以说明的内容，

或词义的孳生特征。如“ 榜样”一般是“ 自然形成、大家公认

的”，而“ 样板”可以是“ 公认的”，也可以是“ 选定、树立的”，

①②例句显示了这一点。３）“ 表率”据语言应用改换了词典释义

原用的种差，以示这个词的评价比其他词要低。４）“ 模范”的种

差改为“ 可作为标准供人学习的”，它在语言应用中表示的评价

比其他几个词要高，这样说也符合组成这个词的语素的意义

（“ 模”，法式，标准“；范”原义指模子，引申也有标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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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表名物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作为框架，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这主要表现在类词语和种差内

容的异同（ 或名词性释义词语中心语和修饰语内容的异同）。如：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床 　　　供 人 躺 在 上 面 睡 觉 ［ ］睡觉用或放东西、

　的家具　　　　　　　　　　　　　　　　　　　　　　工作用的家具，上有平面，

桌子　　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

下有支柱，在上面

放东西或做事情

普通话用两个词表示的两种家具，文昌话用一个词表示，同普通

话对比，文昌话的床可分为两个义项。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饭 ＝ 饭［ ｍｕｅ ］

粥 ＝ 粥［　ｔｏｋ ］

干饭　 □［ ｉ　做熟后 ］不带＝

汤的米饭

普通话的“ 干饭”是用类词“ 饭”作为语素，加上限制性语素组

成的复合词，所指事物文昌话则另用一个单纯词表示。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２１锅　　　　炊事用具，圆形□［ ］炊 事ｉａ 用具 ，底

中凹，多用铁　　　　　　为弧形，多为铁制。

制。

罐子　　盛东西用的大口罐［　ｋｕａｎ ］炊事用具，

的器皿，多为陶　　　　　　圆形，平底，多为陶器。

器或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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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种差和类词语可以看到，普通话的“ 锅”同文昌话虽是一类

东西，但后者有种差“ 底为弧形”的限制，其实只是普通话

“ 锅”所指的一个品种。普通话的“ 罐子”和文昌话的罐是不同

的东西，类词语不同，种差（ 主要是用途）也不同。

普通话　　　　　　　　　　　　　　　　　　　　　　粤方言

房子　　有墙、顶、 门、窗， ＝屋［ｕｋ

供人居住或做其他

用途的建筑物

屋子（ 房间）　　房子间隔成＝房［ｆ ］

　　的各部分

“ 屋”“ 房”在粤方言中可用作单纯词，在普通话中则用来构成合

成词（ 也可单用，如：买房。进屋去）。但表达的意义却互相交

换了。

４、说明词义的发展

可以以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更具

体地、有条理地说明表名物词词义的发展。

我们先分析“ 園”（ 园）词义的发展。义项划分和书证主要

根据《 汉语大字典》，适当补充《 汉语大词典》引用的材料。

園

《 说文》“：園，所以树果也，从□，袁声。”

①种植花果、树木、菜蔬的地方，四周通常围有垣篱。

如：花园；果园；菜园⋯⋯《。 诗·郑风·将仲子》“：将

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毛传：“ 园，所以

树木也。”晋陶潜《 咏贫士》之二：“ 南圃无遗秀，枯

条盈北园。”《 西游记》第二回：“ 闲时即扫地锄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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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修树。”又，《 汉语大词典》引唐韩愈《 镇州初归

诗》“：还有小园桃花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②供人憩息、游乐或观赏的地方。如：公园；戏园；动物

园《。 汉成阳令唐扶颂》“：白菟素鸠，游君园庭。”《 世

说新语·简傲》：“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

园。”鲁迅《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又，《 汉语大

词典》引《 旧唐书·路恕传》：“ 恕私第有佳林园，朝之

名卿，咸从之游。”

③帝王或后妃的墓地。《 正字通·□部》：“ 园，历代帝后葬

所曰园。汉制陵园有令。如文帝陵名文园，宣帝祖武帝

戾太子葬处名戾园，是也。”《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 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汉书·苏建

传附苏武》：“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

武帝园庙。《” 后汉书·光武帝纪》“：迁吕太后庙主于园，

四时上祭。”李贤注：“ 园，谓茔域也，於中置寝。”又，

《 汉语大词典》引南朝梁沈约《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 东首茔园，即宫长夜。”

④比喻事物丛集之处。汉司马相如《 上林赋》：“ 修容乎

《 禮》园，翱翔乎《 书》圃。”清姚燮《 高阳台》“：十载

文园，无端泪满鲛绡。”

根据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框架，说明

“ 園（”园）的各个意义如下（：见下页表）

很明显，②义从①义来， 义表示功用的种差“ 供人憩息、

游乐或观赏”开始时可能是词义的孳生特征，出现了庭园、公

园、戏园这一类地方后，这个特征就固定下来，成为本质特征，

而原来的“ 种植花果、树木等”的特征，或者成为次要特征，或

者消失，“ 園”（ 园）就有了新义，词义转移了。③义也从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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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埋葬帝王后妃”这一特殊功用成为这个意义的本质特征，

“ 种植花果树木等”的特征或者成为次要特征，或者完全消失，

这种地方有专门的类词语“ 墓地”，词义又转移了。④义也从①

义来，显然是从“ 树木花草众多密集”这一点上生出联想而产生

的新义，也属词义转移。

下面再分析“ 城”词义的发展。义项划分、书证主要根据

《 汉语大字典》，并补充《 汉语大词典》引用的一些材料。

城（ ｃｈéｎｇ）

《 说文》：“ 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

①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内称城，外称郭。⋯《 广韵

·清韵》“：城，城郭。”《 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

也。”《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五版而堵，五堵而雉，

百雉而城。”唐李白《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

东城。”叶剑英《 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又《， 汉语大词典》引《： 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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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城高以厚，地广以深。”

古代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大小不

同墙垣的都邑为中心，这些都邑通称作城。后泛指一般

城市。如：山城；城乡互助。《 诗·大雅·瞻卬》“：哲夫

成城，哲妇倾城。”郑玄笺“：城，犹国也。”《 史记·廉

颇蔺相如列传》“：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 新唐书·陆贽传》“：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

以摇疆埸。”清魏源《 默觚下·治篇九》“：圣王求士与士

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又，《 汉语大词典》

引：杜鹏程《 保卫延安》第一章：“ 延安，这个挨长城

靠黄河的古城。”

③城垣以内的地方。如：东城；西城；内城；外城。

④ “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左筑城《。 诗·小雅·出车》；

传·庄公二 ，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十八年》“：筑郿

之主曰都，无日邑，邑曰筑，都曰城。”《 明史·本纪三·

太祖》“：是月，城西宁。”又《， 汉语大词典》引《： 汉

书·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

千人城长安。”宋苏轼《 儒者可与守成论》“（： 秦始皇）

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

⑤守城《。 宋史·李庭芝传》“（： 李）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

《 金史·石盏女鲁欢传》“：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

则镇戎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又，《 汉语大词典》引：

清魏源《 圣武记》卷一：“ 我朝纵还臺堡降卒二千，城者

拒之，虽往返议和之使，亦不令入城。”

可以根据表名物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框架，说

明“ 城”的各个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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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义是动词义，据表动作行为的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

模式”说明如下：

说明：１）表中种差不用括号的是词典说明的内容，用括号

是隐含的内容，用括号又加横线的是必要的内容。可以看出，

“ 城”指王朝、诸侯的都邑时“，作为行政中心”是必要的词义内

容“，人口聚居”是隐含的内容，而当“ 城”指一般城市时“，人

口聚居”成为必要内容，而“ 作为行政中心”这个特征可能消

失。２） 义由①来，因为②所指正是①所指“ 城墙”所防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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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都邑、城市）。词义转移了，词义的主要特征都不同了。

３） 义是②义泛指城市的一种特指用法。“ 城”既可以指整个城

市，则城市的各地区也可以用“ 城”来指称。此义起于何时，不

明，故在“ 存在时 ⑤义是“ 城”间”中用“ ⋯”号表示。４）

从表名物义发展出来的表动作行为的意义。词性转换引起词义的

转移，其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都不同了。④义从①义来，同

①的联系是，④义表示的行为以①义表示的事物为对象。④义本

身也有一个扩大的过程，先指修建有宗庙先君之主之都的城墙，

后泛指修建一般城市的城墙。⑤义可能从②之指一般城市义来，

②义所指是⑤义这种动作行为的对象。

附 注

本段据拙文（ 表名物词的释义》（（ 辞书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修改补

充写成。

②词的反身指代义参看本书第二章四“ 词的反身指代义”。

③王德春《 词汇学研究》，１４３页，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④徐思益（ 论句子的语义结构》（（ 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⑤贾彦德《 语义学导论》，６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池上嘉彦《 符号学入门》，７８页，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１９８５年。

Ｇ．　Ｌｅｅｃ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１２３．

Ｊ．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ｔｉｃｓ，　Ｐ．　４７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

这条据金天增《 试谈＜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国语

文）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本例取自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２０６页，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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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表性状的词意义的分析

一、词典释义模式

表性状的词内容很复杂，有的表示人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物

的性质，如红、绿、冷、热、酸、甜、响亮、低哑；有的表示感

官感受到的特征只能以相对标准来说明，如大、小、长、短、

深、浅、迅速、缓慢；有的表示对人的品性、外貌、精神、行为

的评价，如漂亮、温顺、贤慧、精明、泼辣、难看、笨拙、丑

恶；有的表示对人的物质创造物、精神创造物、对自然的评价，

如伟大、雄伟、精巧、肥美、渺小、粗糙、荒凉，等等。表性状

词没有统一的释义模式，词典对性状词的释义，主要有４种类

型。下面分别说明。

１、准定义式和定义式

蓝 像晴天天空的颜色

咸 像盐那样的味道

“ 颜色（”名词）和“ 蓝（”形容词）的词类不同“，味道（”名词）

和“ 咸”（ 形容词）的词类不同，不可把“ 颜色”看作“ 蓝”的

真正的上位词，同理，“ 味道”也不是“ 咸”的真正的上位词。

莱昂斯把ｔ （ｒ 酸 ）、ｂｉｔ－ａｓｔ（ｅ 味道）一词之下的ｓｗｅｅｔ（ 甜）、ｓｏｕ

ｔｅｒ（ 苦）看作“ 准下位词”（ｑｕａｓｉ－ｈｙｐｏｎｙ 。据此我们提出ｍ　）

“ 准上位词”的概念，把“ 味道”看作“ 咸”“ 甜”等的准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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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用准上位词作类词语加上种差说明意义的释义方式叫准定义

式释义。再如：

膻　　　　像羊肉的气味

痛　　　　疾病创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感觉

准上位词用得最多的是“ 样子”。“ ⋯的样子”用来解释一大

批表性状词的意义。如：

迷茫　　　　　　广阔而看不清的样子

懒洋洋　　　　没精打采的样子

索然　　　　　　没有意味、没有兴趣的样子

“ ⋯的样子”一般表示视觉范围或能用视觉感受的情状，味觉、

肤觉、听觉不能用，如不能说“ 咸，像盐的样子”“ 痛，疾病创

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样子”。视觉能感受，但不是多少有形象性的

情状也不能用，如不能说“ 蓝，像晴天天空的样子”。

“ 样子”二字也可换为“ 情状”“ 状态”等，词典统一用“ 样

子”，是为了一致。“ ⋯的样子”相当于我国古代辞书中的“ ⋯

貌” ，衣厚貌。”现代编写式，如《 说文》“：衯，长衣貌”“。

的词典也还有用此式释义的，如：《 辞海》：“ 峨峨，高峻貌。”

“ 惺松，睡醒貌。”《 汉语大词典》“：凶凶，凶恶貌。“”冷嶒，高

峻突兀貌。”

“ ⋯的样子”式有时前面还加“ 形容”二字（“ 形容⋯”也是

表性状词的一种释义方式，后面谈），如：

潺湲　　　　　　形容河水慢慢流动的样子

热腾腾　　　　形容热气蒸发的样子

这里“ 形容”可删，“ ⋯的样子”不可删。删去有可能认为词义

指的是“ 流动”的行为，“ 蒸发”的变化，而词义指的是一种状

态，非行为、变化。

少数表性状的词可以有定义式释义，条件是被解释的词有上

位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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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　　深绿

通红　　很红；十分红

鹅黄　　淡黄

靛蓝　　　　深蓝

２、“（ 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式

如：

明亮　　　光线充足

滑稽　　（ 言语动作）引人发笑

这种释义词语的语法结构可看作主谓结构，适用对象（ 如上

二例中的“ 光线”“ 言语动作”）为主语，性状的说明描写是谓语

（ 如上二例中的“ 充足“”引人发笑”）。性状说明描写本身，还可

以是一个主谓结构。如：

干巴巴　　（ 语言文字等）内容不生动不丰富

清通　　　（ 文章）层次清楚，文句通顺

这是表性状词的最重要的一种释义方式。在运用中又有许多

变化。

从适用对象出现方面看，有三种情况。

（ １）适用对象是一个。如：

滂沱　　（　雨）下得很大

清越　　（　 声音）清脆悠扬

（２）适用对象有多个。如：

激越　　（　声音情绪等）强烈、高亢

轻浮　　　　言语举动随便、不严肃不庄重

（３）适用对象不出现。如：

细碎　　　细小零碎

结实　　　　坚固耐用

适用对象不出现，一种情况是适用对象广泛，一种情况是适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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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限制，但词典在释义中没有说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

表性状词的一般功能是充当句子谓语、定语、状语，修饰限

制事物现象行为或别的性状，也就是说，表性状词可以修饰限制

的对象是复杂的，词典释义为反映这种词义的、也是用法上的特

征，故在释义词语的主语位置上列出主要的、一般的形容、修饰

对象，我们就称之为“ 适用对象”。

从性状说明描写的方式看，常见的也有三种情况。

（ １）对释语素义。如：

细密　　　　精细仔密

清亮　　　　清晰响亮

确切　　　　准确；恰当

严峻　　严厉；严肃

前两例是对释语素义组成的扩展性词语；后两例用同义近义词解

释词的意义，意为“ 确切”有两个接近的意义，一为“ 准确”，

一为“ 恰当”，“ 严峻”有两个接近的意义，一为“ 严厉”，一为

“ 严肃”。后两例不是扩展性词语组成的释义，不在讨论之列。如

果适用对象出现，如悠久，年代久远。悠长，（ 时间）长。则是

扩展性词语组成的释义。

（２）用否定表述。如：

自然　　　　不勉强；不局促；不呆板

勉强 不充足：这个理由很勉强

浮漂（ 工作或学习）不塌实

否定表述可以同肯定说法结合使用。如：

呆板　　死板；不灵活；不自然

含胡 不认真；马虎

简略（ 言语、文章的内容）简单；不详细

（３）具体的说明描写

闲散　　　　无事可做而又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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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干　　　　纵横交错、参差错落

蒙蒙　　　　雨点很细小

迷漫　　　　满天遍地，茫茫一片，看不清楚

对于性状的说明描写还可以联系原因，如：

漫漶　　　　文字图画等因磨损或浸水受潮而模胡不清

腻烦　　　　因次数过多而感觉厌烦

适用对象出现的三种情况和对性状说明描写的三种情况可以交叉

组合而成为不同的释义方式，上面举的例子中有的已显示了这一

点，再如：

亲善（ 国家之间）亲近友好

稀朗（ 灯火星光等）稀疏而明朗

乖戾（ 性情、言语、行为）别扭，不合情理

豪 （ 建筑、器物、设备或装饰）富丽堂皇，过分华华

丽

“ 亲善”是“（ 适用对象一个）＋对释语素义”“，稀朗”是“（ 适

用对象多个）＋对释语素义”，“ 乖戾”是“（ 适用对象多个）＋

肯定结合否定表述”，“ 豪华”是“（ 适用对象多个）＋对性状具

体说明描写”。

“３、形容⋯⋯”式

如 ：

势利　　　　　　形容看财产、地位分别对待人的恶劣表现

黑压压　　　　形容密集的人，也形容密集的或大片的东西

上二例“ 形容”二字不能删去，若删掉，按解释的意义这两个词

就成了名词，而它们是形容词。从意义上说，它们是表性状的，

不是表名物的。再如：

悠扬　　　　形容声音时高时低而和谐

悠忽忽 形容悠闲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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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神情恍惚

上二例删去“ 形容”二字，也仍是表性状词的释义方式（ 符合

“（ 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类型）。但删去、不删去有差

别。这里“ 形容”意近于“ 描写”，删去，这些词的意义就是情

状本身；不删去，词的意义是对这些情状的描写，更强调它的情

状的意味。

不能滥加“ 形容”二字，如说“ 结实”是“ 形容坚固耐用”，

“ 细碎”是“ 形容细小零碎”。这里加上“ 形容”二字是一种累

赘，原因是词义本身指的就是某种性状，而不是对这个性状的形

容。因此，除了不加“ 形容”二字不足以说明所解释的词是表性

状的词（ 如上“ 势利”“ 黑压压”例），或加“ 形容”二字能增加

某种情状的意味（ 如上“ 悠扬”“ 悠忽忽”例）外，一般表性状

的词的意义的说明，加“ 形容”二字就是多余的了。

４、 ⋯⋯的”式

如：

常任长期担任的

专门 专从事于某一项事的

理性 指属于判断推理活动的

这里的“ 的”不是构成体词性结构的“ 的”，而是附着于偏正结

构中修饰语部分之后的“ 的”。此式运用的条件一般是：所解释

的意义只能用作修饰语（ 定语或状语），如：

常任

做定语：常任理事 常任主席

不能做谓语：＊理事常任 ＊主席常任

专门

做定语：专门人才 专门技术

做状语：专门找你 专门跟他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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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能做谓语：＊人才专门 专门

理性②义

做定语：理性认识

＊行为不能做谓语：＊认识理性 理性

“ 理性”能做宾语，如“ 有理性”，但这时它用的是①义“ 从理智

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 理性”是名词性的。

形容词一般都能做定、状、谓、补语，当某个形容词的意义

或某个义项的意义只能充当定语、状语时，才用这种方式解释。

因此下列“ 好”“ 坏”的一个意义的解释，我们认为可以斟酌：

好好 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 跟“ 坏”相对）：好人

好东西 人民公社好 庄稼长得好。事情

坏 缺点多的；使人不满意的（ 跟“ 好”相对）：坏人

坏事 工作做得不坏。

释义的例证表明“ 好”的①义能充当定、谓、补语，这个“ 好”

的重叠式能作状语：好好地睡一觉。“ 坏”的①义除了如例证表

心坏明能做定、补语外，也能做谓语，如：人坏 。因此“ 好”

的①义可作：优点多；（ 情况）使人满意。“ 坏”的①义可作：缺

点多；（ 情况）使人不满意。

上面归纳的表性状词的各种释义模式普遍性有多大呢？我们

分析了（ 现汉）中ｙｏ　ｕ，ｍａｎ两个音节中所有表性状词的释义，

得下表：

１、用准定义式的（ 第一个词引释义， 其余列词目，下同）

油绿　　　　有光泽的深绿色

悠然　　　　满登登　　　　漫漫

２、用“（ 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式的

（１）适用对象不出现，对释语素义的：

幽寂　　　　幽静寂寞

幽静　　　　幽雅　　　　有力　　　　有限　　　　有益　　　　有余 友爱　　　　满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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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面　　　　 漫天满腔　　　　满眼

（（２）适用对象不出现，性状说明用否定表述的 可能同

肯定表述结合）：

油滑　　　　圆滑；世故；不诚恳

蛮①

（ ３）适用对象不出现，对性状作具体描写的：

优柔： 犹豫不决

优异　　优惠　　　　优先　　　　悠谬　　悠闲　　　　悠远 有恒　　　　有年

幼小　　　　颟顸满 满满当当有意思 　　　　满心

曼延

具体说明描写中联系原因的：漫漶（ 上已引）。

（４）适用对象出现，用同义近义词解释词义的：

优厚（ 待遇）好

优游　　　　优质　　　　幽闲　　　　悠长　　　　 有益　　　　幼稚①悠久　　　　悠远

曼妙　　慢性子①

（ ５）适用对象出现，对性状作具体的说明描写的：

（５，１）适用对象为一类事物现象的

油嘴　　　　说话油滑，善于狡辩

蛮 横 曼 声

（５．２）适用对象为多类事物现象的

优良（ 品种、质量、成绩、作风等）十分好

优秀　　　　幽深 友好②慢 　　　　幽婉　　　　幽微　　游移　　　　有限

３、用“ 形容⋯”式的

３．　 １．说明适用对象的

幽幽　　　　形容声音、光线等微弱

悠 油汪汪 幼稚②扬　　　　悠悠忽忽 油然①

３．　 ２．不说明适用对象的

悠忽　　　　形容悠闲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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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 悠悠荡荡　　　　悠 油光　　　　慢腾腾　　　　漫悠悠悠忽忽

４、用“ ⋯⋯的”式

如：

含油腻 油多的

幽默　　右倾　　　　漫长　　　　慢性①

５、用同义近义词解释的（ 非扩展性词语）

如：

优美　　　　美好

优柔 幽幽　　　　悠悠①　　　　优渥　　　　幽暗　　　　幽眇　　　　幽邃　　　　幽闲

②优异　　　　油亮 黝有意思　　　　油汪汪　　　　有方　　　　有余

黑 满 慢慢腾漫 腾

从上表可以看出，表性状词用得最多的释义模式是“（ 适用对象）

＋性状的说明描写”式。在９７个词１０２个义项中，属于这个模

式的有７４个词的７８个义项，占　７６．４％，远高于其他模式所

占的比例。而许多用同义近义词来释义的词，也可以用这个模式

释义。上表中用“ ⋯的”式释义的“ 油腻①”“ 右倾”“ 幽默”

“ 漫长”等都能作谓语，也可以改用这个模式释义。因此，我们

认为这个模式是表性状词最主要的释义模式。其他各式的运用都

有一定的限制。

二、“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从上面的说明中我们了解到，“（ 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

写”式是表性状词的最主要的释义模式。我们将把它作为表性状

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一种主要的框架。若以（ ｎ）

代表“（ 适用对象）”，以ｔ代表性状特征，则可以把这个模式或

框架记为（ ｎ）ｔ。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其他各种释义模式能否变换成（ 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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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呢？

１、释义模式的变换

我们做过初步的试验 ，表性状词各种释义模式有的可以变

换，有的不可以变换，这同各个词的词义特点关系密切。现在我

们主要考察各式转换为（ ｎ）ｔ式的可能性。

（１）原用准定义式的（ 原用指《 现汉）用的）

有的不能变换成（ ｎ）ｔ式，如：

甜　　像糖和蜜的味道

甜

“（ 适用对象）”中出现“ 味道”，不妥。因为这个词说的不是一般

的味道，而是特定的一种味道。

有的可以变换成（ ｎ）ｔ式，如：

迷茫　　　　广阔而看不清的样子

迷茫　　　　辽阔而看不清（《 新华》）

（ 新华）的释义是用（ ｎ）ｔ式，（ｎ）不出现。

（２）原用“ 形容⋯”式的

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已谈到，有的可变换成（ ｎ）ｔ式，但

不够贴切，如“ 悠扬”“ 悠忽忽”。但如果保留“ 形容”二字，成

为“ 形容（ ｎ）ｔ模式，则不仅可以概括“ 悠扬”“ 悠忽忽”这

一类词的词义内容：

悠扬

悠忽忽

而且也可以概括“ 势利”“ 黑压压”这一类词 不过，的词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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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释义模式要变换成“ 形容（ ｎ）ｔ”式，如（ 原释义见上，

变换后）：

势利

黑压压

再如：

灰溜溜

可变换为：

（ ３）原用“ ⋯的”式的。上面已说明，凡被解释的词除作

定、状语外，还能作谓语的，一般都可以改用“（ｎ）ｔ”式，如

“ 好“”坏“”幽默“”油腻”等，不再举例。

２、以主要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可以以主要释义模式“（ｎ）ｔ”作为表性状词“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的框架。

同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比较起来，表性状词的释义

多概括说明，少具体描写，重意会而不易言传。词义成分不易进

一步分割。因此，对词义成分的说明，更重用语准确。这一方面

要依托词典，另一方面要注意比较用例。下面举些例子说明分析

的不同情况。

（ 生活、境遇）称心如幸福 意

③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 大词典》）》

两部词典对“ 幸福”③义的说明一致，区别在于适用对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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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境遇等　　　　　　 称心如意

凄厉（ 声音）凄凉而尖锐

悲惨而尖厉（ 多指声音）（《 新华》）

③形容声音凄惨而尖锐刺耳（《 大词典》）

这个词《 现汉》《 新华）用“（ｎ）ｔ”式释义，《 大词典）用“ 形

容⋯”式释义。可用“（ｎ）ｔ”式分析其“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

模式”。三部词典都说明了词的适用对象是“ 声音”，性状特征的

说明基本相同，但“ 悲惨”不用以形容声音，“ 厉”义为“ 猛

烈”，解释为“ 尖锐”较 只可能是词义的孳生特征。好“，刺耳”

故词义可说明为：

声音　　　　　　　　　　　　　　　　凄惨而尖锐

刚正　　　　刚强正直

刚强正直（《 新华》）

刚直方正（《 大词典》）

（ 现汉》《 新华》释“ 刚”为“ ，《 大词典》释“为 刚直”。刚强”

比较“ 刚正不阿”中“ 刚正”的意义（ 这个成语一般解释为不迎

合、不偏袒、不逢迎附和），则“ 刚”解释为“ 刚直”义胜。这

个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可说明为：

（ 人） 刚直方正

危亡（ 国家、民族） 接近于灭亡的危险局势

用不用括号。因此“ 幸福”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可以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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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局势（《 新华》）

危急，灭亡（《 大词典》）

《 大词典》未说明这个词的适用对象，是考虑到古汉语中这个词

适用对象较宽泛。如所引《 荀子·富国》：“ 百姓晓然皆知其水汙

·郦生陆贾列传》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 史记· “：不下汉王，危

亡可立而待也。”《 南史·虞寄传》：“ 况将军 ，罪异毕衅非张

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 危亡”可用于个人、某个政

治集团。但从现代汉语的用法来看，这个词适用对象已大有限

制，已不能用于个人了。所以“ 危亡”的现代义应是：

国家、民族　　　　　　　　接近于灭亡的危险局势

平展（ 地势）平坦而宽广

平坦宽广，平整光溜（《 大词典》）

《 大词典》释“ 平展”有“ 光溜”义，所引书证有华山（ 山中海

路》：“ 掏出一捧大的一块矿，黑里透红，和镜子般的平展，闪闪

发光。”这里“ 平展”形容镜子，故说有“ 光溜”义。这里的

“ 平”可解释为“ 平坦“”平整”“，展”本身难说有“ 光溜”义，

“ 光溜”只可能解释为由于语境产生的词义的孳生特征。又“ 平

展”在应用中已不限于形容“ 地势”（ 如可说：地上铺着平展的

地毯。宣纸平展地铺在桌子上），故“ 平展”词义可说明为：

地势 平坦而宽广

物的平面 平而宽

下面是“用 形（容 ｎ）　 ｔ模式分析词义的例子。

形冷冰冰 容不热情或不温和：冷冰冰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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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形容不热情、冷淡。⋯王统照《 游离》“：他住

在这个冷冰冰的家庭中毫无快感⋯”吴运铎《 把

一切献给党·童年》“ ⋯先生冷冰冰地板着面孔，

不教我了。⋯”（《 大词典》）

《 现汉》释“ 冷冰冰”有“ 不温和”义。从语言应用的情况看，

这个词主要指“ 不热情、冷淡”。适用对象两部词典在释义中未

说明，可补出。故词义可说明为：

形容　　　　　　　　态度、表情　　　　　　　　不热情、冷淡

光溜溜 形容地面、物体、身上没有遮盖的样子：孩子们

脱得光溜溜的在河里洗澡。

②裸露貌；光净貌。华山《 大戈壁之夜》：“ ⋯他在

风沙里脱得光溜溜的⋯⋯ ”严辰《 路》诗：“ ⋯穷

得光溜溜的父亲，分到了土地⋯。”（《 大词典》）

《 现汉》释义比《 大词典》具体，词义可据《 现汉》说明为：

形容　　　　地面、物体、身体　　　　　　　　没有遮盖

（ 大词典）用“ 光净貌”解释这个意义的比喻用法，但用“ 光净”

易误解为实指，从所引书证看，实指“ 穷得没有任何财物”。故

词义可说明为：

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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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其他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释义不能变换“为（ｎ）　 ｔ”式的，可以按原来的模式分析。

我们以用准定义式、定义式释义的一组表红的颜色词的分析为

例。

红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据光学知识，则又可说明为：

红 ７７００－６２００埃 （ ）光波作用于人的眼睛产生的感

觉。

两种说明是不同的。首先是类词语不同，一指出红属某种性状范

畴（ 准上位词“ 颜色”所示），一指出红属于物作用于人的一种

感觉（ 准上位词“ 感觉”所示）；种差的说明也不同，一用个别

显示一般的方法描写其“ 形”，一则说明它的来源。两种说明的

角度不同，在认识上是相互 主补充的。但对语言词义分析来说

要应以日常理解的意义为分析对象。因此当说明“ 红”和“ 蓝”

（ 释义本章开头已引）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一般仍说它们都是

“ 颜色（”类词语相同），不同在于一种颜色“ 像鲜血或石榴花”，

一种颜色“ 像晴天天空”（ 种差不同）。下面以词典释义为根据，

用准定义式、定义式为模式，说明一组表红颜色词的异同。

鲜红

桔红

通红

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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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红

上面几个词的释义中，类词语有用上位词的，多数用准上位词，

而且层次也不一样（ 如“ 红色”属于“ 颜色 ，但可以确定，它

们所指的是同类的范畴，是可以比较的。词义的不同，可以通过

比较种差而获得。“ 鲜红”的特点是亮度是“ 鲜明”的，“ 桔红”

的特点是有“ 像红色桔子那样的”色调，“ 通红”的特点是浓度

，“ 肉红”的特点是浓度“ 浅”，且有“ 像肌肉”那样的色

调，“ 殷红”的特点是，它非纯红色，而是“ 带黑的”。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１、检查词典释义

可以用表性状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检查

这类词的释义，如：

细弱　　　　细小柔弱

这个词“用（ｎ）　 ｔ”式释义，但ｎ未出现。实际上这个词的适用

对象并不宽泛。例如动物、人工制品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细

弱的小马驹 ＊细弱的小面人）。它一般只用于形容植物和人的身

体，如可以说：细弱的小树 细弱的几 细 细弱的小女孩根麦苗

弱的身体。因此这个词可解释为：（ 身体、植物等）细小柔弱。

亮晶晶　　　　形容物体明亮闪烁发光

这个词用“ 形容ｎｔ”式释义。ｎ为物体，但实际上这个词的适

用对象并不是一般的物体。比较：

亮 晶 晶 的露 珠 ＊亮 晶 晶的 玻 璃 窗

亮 晶 晶 的宝 石 ＊亮 晶 晶的 探 照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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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晶 晶的 戒 指 ＊亮 晶 晶 的灯 塔

可见这个词的适用对象是“ 体积小的物体”。释义可改为“ 形容

体积小的物体明亮闪烁发光”。

凶恶　　　　形容行为相貌或景象十分可怕（《 大词典

这个词用“ 形容ｎｔ”式释义，但“ 形容”二字多余。这个词由

两个同义的语素“ 恶”构成，词义就是语素所表示的意义，凶”

即凶狠、可怕 它有一定的适用对象，即释义指出的行为、相等。

貌、景象等。因此词义就是释义指出的性状，而不是对这种性状

的形容。

玄妙　　　　形容事物深奥微妙，难以捉摸（《 大词典》）

这个词用“ 形容ｎｔ”式释义，“ 形容”二字也多余。构成这个词

的语素“ 玄”意为“ 深奥”“，妙”意为“ 奥妙“”神奇”。这个词

也有一定的适用对 如思想、理论、道理等。释义用“ 事物”

一词概括，是可以的。因此，词义就是释义指出的性状，而不是

对这种性状的形容。

下面谈词典“用（ｎ）　 ｔ”式释义中，用对释语素义来说明ｔ，

不加节制，形成变相的互训、递训，甚至是“ 自训”的毛病。

：

精细　　　　精密细致

精密　　　　准确细密

细致　　　　精细周密

细密 精细仔密

可以看到，“ 精细”的解释中有“ 细致”，“ 细致”的解释中又出

现“ 精细”。“ 精细”的解释中有“ 精密”，“ 精密”的解释中有

“ 细密”，而“ 细密”的解释中又出现“ 精细”。这也说明，滥用

对释语素义的方法解释词义，很难把词表示的性状讲清楚。如果

用来对释语素义的词，是用具体说明描写的方法解释过的，性状

明显的提高词释义的水平就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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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有许多词词义的异同，词典解释相当清楚。如

亲　密　　　　感情好，关系密切

亲　　昵　　　　　　十分亲密

这两个词都用“（ｎ）ｔ”式释义（ ｎ未出现），词义的不同在于表

示的性状有差异，“ 亲昵”表示的“ 感情好、关系密切”的程度

比“ 亲密”深。

昏暗　　　　光线不足

昏黑　　（ 天色）昏暗

词典说明这两个词词义的不同主 ” 一般只要在适用对象。“ 昏黑

容“ 天色“”，昏暗”可以形容的事物要广泛得多。如

天色昏暗　　　　天色昏黑

屋里昏暗　　　　＊屋里昏黑

＊昏黑昏暗的街灯 的街灯

昏暗的田野 ＊昏黑的田野

对于许多意义差别细微的同义近义词，可以比较多部词典对

它的解释，并充分考察语言运用情况，借助于表性状词的“ 词义

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比较它们意义的异同。下面我们来

分析比较“ 坚决“”坚定“”坚强”这几个词。

（１）比较词典释义

坚决（ 态度、主张、行动等）确定不移；不犹豫

（ 态度、行动）确定不移，不犹豫　（　《 新华》）

谓意志、主张、行动等确定不移　（　《 大词典》）

坚定（ 立场、主张、意志等）稳定坚强；不动摇

（ 立场、主张、意志等）不动摇，坚强　（　《 新华》）

（ 立场、主张、意志等）稳定、坚强；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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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词典》）

坚强强固有力，不可动摇或摧毁

强固，不可动摇　　（　　《 新华》）

强固有力，不可动摇或摧毁　　（　　《 大词典》）

三部词典都用“（ｎ）ｔ”式解释这三个词的意义，“ 坚决”“ 坚定”

的适用对象有说明，“ 坚强”无说明。

，这三个合成词中的语素“ 坚”，义为“ ③坚定，坚决”

“ 定”义为“ ①稳定“”，强”义为“ ①力量大”。语素义往往表示

词义的重要内容 ，分析语素义可以印证词典的释义。但词义往

往有语素义未包含的内容，这主要通过考察语言的应用来发现。

（２）考察语言应用实例

下面从一些常见的用法中看这三个词的异同。

①办这件事他的态度□。

“ □”处“ 坚决”“ 坚定”可用，“ 坚强”不可用。用“ 坚决”表

示下定了决心，强调选择上很强的倾向性、专一；用“ 坚定”表

示稳定，强调稳固地保持某种确定了的选择。这里的“ 坚定”未

显示词典释义所说的含有坚强义。

②他□地主张应该信守合同。

“ □”处“ 坚决“”坚定”可用“，坚强”不可用。用“ 坚决“”坚

定”的不同同①句。

③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

“ □”处“ 坚决”“ 坚强”不能用，“ 坚定”能用，表示稳定，不

动摇。

④他有□的革命意志。

“ □”处“ 坚决”不能用，“ 坚定”“ 坚强”能用，用“ 坚定”表

示信仰、决心、行动稳定，不动摇，用“ 坚强”一方面表示决

心、信仰的稳固，又表示精神、影响等有力量。

⑤他是位□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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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坚决”不能用“，坚定“”坚强”能用，这说明“ 坚决”

“ 坚强”则可以不能直接形容人，“ 坚定” 。用“ 坚定”“ 坚强”

的不同同④句。又不能说“ 他是个（ 坚定、坚强）的反革命（ 顽

固派）”，这说明这两个词不能形容不好的人、坏人。

他□地要撕毁合同。

“ □”处“ 坚决”能用，“ 坚定”不能用，这说明“ 坚定”也不能

用来形容不好的行为。“ 坚强”不能用，它不能作状语，这是用

法问题，词义也不能搭配。

这个党（ 连队）是个□的党（ 连队）。

“ □”处“ 坚强”能用，“ 坚决”“ 坚定”都不能用，这说明“ 坚

强”可以形容组织、团体，“ 坚决”“ 坚定”不能。用“ 坚强”则

表示这个组织高度团结，指挥行动统一，有很强的战斗力，难以

摧毁等等。

（３）以“ ｎｔ”模式帮助分析词义

从上面用例中显示的词义内容来看，各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

中有侧重强调的内容，如“ 坚定”在①中形容办事的态度，强调

稳固地保持某种确定的选择，在④⑤中形容革命者的意志、品格

时，又侧重于强调信仰、行动的稳定。也可能有词义的孳生特

征，如“ 坚强”在形容组织时和形容人时，词义就有不同。形容

组织时指高度团结，指挥行动统一，因而有很强的战斗力，难以

摧毁等，这看作词义的孳生特征更加恰当。在具体的上下文、语

境中有更具体的内容可能是表性状词的一个特征。词典的释义一

般只能概括其共同的性状。上面所引几部词典对这三个词词义的

概括说明是比较恰当的，但仍可根据“ ｎｔ”模式作一些补充：

（ １）“ 坚强”未说明适用对象，实际上它的适用对象是人、人

的意志、性格，还有组织、团体等。它不能用来形容不好的人、

坏人。

（ ２）“ 坚定”的适用对象不能是坏人坏事。词典释义说“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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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含“ 坚强”义，实际上此义不明显。

３）“ 坚决”的适用对象可以是好人的态度、行为，也可以是

坏人的态度、行为。

４）词典说“ 坚强”含“ 不可摧毁”义，实际上它可能只是

词义的孳生特征。

可以用“ ｎｔ”模式说明三个词的意义如下：

好人（ 或坏人）的态
坚决 确定不移；不犹豫

度主张、行为

好人、好人的立场、
坚定 稳定，不动摇

主张意志、行动等

好人的意志、性格，
坚强 强固有力，不可动摇

好人、组织团体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表性状词适用对象的说明只能是类型化

的，有代表性的。适用对象出现的句法位置是不同的，它们可以

充当主语（ 如①例句中的“ 态度”，③例句中的“ 立场”），可以

充当定中结构的中心语（ 如④例句中的“ 意志”，⑤例句中的

“ 革命者”），也可以充当状中结构的中心语（ 如②例句中的“ 主

张”）等等。这种复杂情况一般的词典无法在释义本身加以区分。

这说明词义分析要结合分布（ 结合能力）来描写才能更加细致。

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上面我们说过，表性状词的释义多概括说明，少具体描写；

重意会而不易言传。通过同义词的对比分析我们又看到，表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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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侧重的内容，可能有词义的孳生特

征。所以如何对表性状词表示的性状本身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是一

个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比较的目的，一般可以以词典释

义概括的特征为根据，对一组词的性状内容进行分析，看看表示

的是“ 一个”特征，还是“ 多个”特征（“ 一个”“ 多个”只能在

相对的意义上理解），是什么内容的特征，例如上述“ 坚决”表

示的词义特征是“ 确定”，“ 不移”“ 不犹豫”基本上只是同一特

征的否定表述。“ 坚定”表示的词义特征是“ 稳定”，“ 不动摇”

基本上也只是同一特征的否定表述。“ 坚强”表示的词义特征是

“ 稳固“”有力“”，不可动摇”基本上只是“ 稳固”这一特征的否

定表述。因此，“ 坚决”“ 坚定”词义更加接近，“ 坚强”由于含

有“ 有力”这一词义特征而同上二词有明显的区别。

３、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 ｎｔ”模式作为框架，说明普通话、方言表性状词词

义的异同。这主要表现在适用对象ｎ和性状特征ｔ的异同。

如：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脂肪少；＝　　瘦 　　　　　瘦［　ｔａｎ ］

肉少

如：

人 瘦 人 　　　　　［ ］ｔａｎ

ｎ　牛 １　］瘦牛　　　　　　　［ｔ

ｉ（ 食用的　＝　　 ］　 　赤［ ］

肉）脂肪少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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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 ｉ［［ ］肉　［

４２肉瘦 ｉ肉［ ａ　］

可以用“（ｎ）ｔ” 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

普通话的“ 瘦”①

文昌话的“ 瘦”

人、动物　　　　脂肪少；肉少

普通话的“ 瘦”②
食用的肉　　　　　　　　脂肪少文昌话的“ 赤”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胖 人体）脂肪多，＝　　　　　　 ｉ　　　　　　肥 ］［　

肉多。如：

这孩子很胖　　　　　　　　　　　　　　　　　　　　这孩 ｉ ］子真［

肥 （ 动物）脂肪＝　　　　　 ｉ　　　　　　　肥 ［　 ］］

多，肉多。如：

猪 ｉ肥 　　　　　　　　　　　　猪 ［ ］

鸡 肥 　　　　　　　　　　　　鸡［　 ｉ］

３１②（　食用的肉）脂肪＝　　　　　　　　　　　白［ 　］

多。如：

３１肥 肉 　　　　　　　　　　　［ 　］肉
３１肉 肥 　　　　　　　　　　　肉 ［ 　］

可以以用“（ｎ）ｔ”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

普通话“的 胖”

文昌话的“ 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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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普通话的 ①

文昌话 “ 肥 ”②的

普通话的

文昌 食用的肉话的

闽南方言普通话 文昌话

热 ｄ热［　ｚｉｅｔ ］
３１ｄ□ ｚｕ［ ａ①温度高。感觉 ］

温度高，如：

＝ ［ 　ｄｚｉｅｔ热水 ］水

＝ 水水热 ］［ ｄｚｉｅｔ
３１＝夏天到夏天很热 ［ｄｚｕａ

３１
＝［ 　ｄｚｕａ热天 ］天

烫

如③物体温度高。 ：

＝ 水 到这水烫。 ［ ｄｚｉｅｔ

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可以“用（ｎ）　 ｔ”

普通话的“ 热”

文昌话的“ 热”

普通话的“ 热”
３１ｄｚｕａ文昌话的［

普通话的“ 烫”

文昌话的“ 热”

脂肪动物 多，肉多

“ 肥 ”②

脂肪多

］啦

］啦。

温度高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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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文昌话把物体温度高和大气温度高区分为两个词，普

通话则用一个词表示；普通话把物体温度高根据热的程度区分为

两个词，文昌话不作区分，在表示热的程度很高时，加修饰语。

４、说明词义的发展

可以根据“（ｎ）ｔ”模式帮助说明表性状词词义的发展。下

面以“ 浓”为例。义项划分和书证主要据《 汉语大字典》，补充

《 汉语大词典》引述的一些材料。

浓（ ｎóｎｇ）

《 说文》“：浓，露多也。从水，农声。”

①露多。⋯《 诗·小雅·蓼萧》：“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

毛传：“ 浓浓，厚貌。”

②厚； ·密；多。《 抱朴子 外篇·安贫》：“ 贽币浓者，瓦石

成珪璋；请托薄者，龙骏弃林垌。”南朝梁简文帝《 奉

答南平王康賚朱樱诗》：“ 花茂蝶争飞，枝浓鸟相失。”

宋陆游《 冬暖》“：浓霜薄霰不可得，太息何时见三白！”

清王士祯《 蚕词》：“ 戴胜初来水染蓝，女桑浓叶满江

南。”陈毅《 六国之行》“：海滨禾稼美，沙漠石油浓。”

③颜色重；液体或气体中所含某种成分多。晋左思《 娇女

》：“ 浓朱诗 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北周庾信（ 同会河

阳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绝浓。”

唐李贺《 昌谷读书示巴童》：“ 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

浓。”宋苏轼《 雨中过舒教授》：“ 浓茗洗积昏，妙香净

浮虑。”陈毅《 题西山红叶》：“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

浓。”又，《 汉语大词典》引明徐渭《 女状元》第四出：

“ 琥珀浓未了三杯，真珠船又来一载。”

④（ 某种感情）深厚。南朝宋鲍照《 代陈思王京洛篇》：

“ 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唐孟郊《 古乐府杂怨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2

首》之三：“ 持此一生薄，空成万恨浓。”明诸圣邻

《 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回：“ 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

时趁早休。”《 西游记》第三十一回“：只恐你与他情浓

了，舍不得他。”清黄肇敏（ 黄山纪游》：“ 时日光已

见， 更浓。”又，《 汉语大词典》引汉班固《 车骑游兴

将军窦北征颂》“：弘浓恩，降温泽。”

⑤（ 容姿）艳丽。唐杜甫《 丽人行》：“ 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清洪昇《 长生殿·舞盘》：“ 逸态横

生，浓恣百出。”又《， 汉语大词典》引宋王安石《 虞美

人》集句诗：“ 虞美人，态浓意远淑且真。⋯⋯”

酣熟，酣畅。唐吴融《 雨夜》“：何人得睡浓，溪上钓鱼

舟。”《 水浒全传》第八十五回“：上阵时，仗条浑铁点

钢枪，杀得浓处，不时掣出腰间铁简，使的铮铮有声。”

清佚名《 题虎门炮台》“：料得枯杨春未醒，莺啼燕语梦

魂浓。”

（深 用于季节）。唐贾岛《 慈恩寺上座院》“：曩昔曾宿

此，今夕值秋浓。”清王士祯《 秦淮杂诗二十首》之一：

“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可以根据“ （　ｎ） ｔ”模式说明各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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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①是本义，其他各义的产生决定于两个因素：１）相似性

的思维联想。本义指“ 露多”，在“ 数量大”的含义上可以通过

联想产生 中各义、③中之“ 含某种成分多”义；数量大从另一

角度讲是程度深（ 量的积累多），通过联想可以产生出③之“ 重”

义、④ 义。２）各义表示性状的内容的决定因素是“ 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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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饰形容的对象，即适用对象。表性状的词用来形容新的对象

时，人们往往移用意义相当、相近的形容这个对象的一般词语来

解释这个性状词的意义。如“ 天冷”的“ 冷”是“ 温度低”的意

思，而“ 他待人真冷”中的“ 冷”，相当、相近的表示这个意思

的一般词语是“ 不热情、不亲切、冷淡”等，这样，“ 他待人真

冷 的” “ 冷”就有了“ 不热情、不亲切、冷淡”的意义。“ 浓”

各义所表示的性状的内容，也是如此产生的。如“ 浓”用来形容

有厚度的事物时，意为“ 厚”（ 如：浓霜），用来形容丛集之物

时，意为“ 密”（ 如枝浓），用来形容可以量计的事物时，又可以

有“ 多”义（ 如：石油浓）。这就是“ 浓”③中的各义。④义形

义形容睡梦义为“ 酣熟”，容情感称“ 深厚”， 形容动作熟练义

义形为“ 酣畅”。 义有些特殊，形容容季节义为“ 深”。３）

容恣而有鲜明、美丽义，“ 鲜明”是“ 含有⋯程度强”，同“ 浓”

原义有联系，“ 美丽”难以从“ 浓”原义产生。可以这样解释，

因“ 浓”常用来形容佳人的容貌、恣态，因而产生了词义的孳生

特征，固定下来，就成为词义的一个内容。

词义发展中，如果词性变换，可以用不同类型的“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模式”作为框架来说明不同的意义。如：

小

①细；微。⋯《 说文》“：小，物之微也（。”书·康诰》：

又使变小。《“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孟子·梁惠王

下》“：匠人斫而小之。”⋯

④年幼的人。《 诗、小雅、楚茨》：“ 既醉既饱，大小稽

首。”郑玄笺“：大小犹长幼。”

“ 小”的本义是表性状义，后又生出“ 使变小”的行为义和“ 年

幼的人”的名物义。可以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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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出的新义主要是由于“ 小”的句法作用不同了，新义的

内容决定于上下文、语境所确定的指称对象。它们在表“ 量小”

这一点上有联系；本义表“ 小”的性状，行为义表可以产生这种

性状（ 的事物）的行为，名物义表具有“ 小”（ 这里指年幼）性

状的人。

附 注

①本段据拙文《 表性状词的释义》　（　《 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修改补充写

成。

　Ｉ，　Ｐ．　２９７，　Ｐ．　２９９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

③参看拙文《 表性状词的释义》。

④准上位词作类词语用Ｌ 表示。

⑤语素义的解释据《 现汉》。

参看拙文《 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 辞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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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词义的单位

一、词义的单位和它的性质

词义的单位是什么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明确的回答

和作出有根据的分析。但是人们在解读古籍、编纂字典词典的过

程中却不断地区分出词的不同意义，这就为人们从理论上认识词

义单位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长期以来，人们自然而然

地区分词义的数量。《 说文》：“ 琱，治玉也。一曰石似玉⋯”

“ 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今人则说词“ 具有一个意

义 “ 有两个以上的意义”” 。类似的说法也可以在西方语义学、

词汇学的著作中看到。 （ ａ“ 同一个词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

ｎｕ ｉｍ ｚｂ ｅｅ ｄｒ　ｏ 　ｓｆ ”ｅ ）　ｎｓｅ　 “（ａ 英语）ｓ 最常用词ｐｅｃ 意ｉ 义的平均ｌ 数

ａ（ｔｈｅ　ｖｅｒｅｇｅ ｎ　 ｕｍ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ｅ 有２５个。”ｒ 也有用词典划分词

义的单位“ 义项”来表示词义的单位的 。笔者也曾以“ 义项”

作 。认为语义的“ 最小单位是词义和语素义的义为词义的单位

项，，“ 准确地说，语素义义项是语义的最小单位。”现在看来，

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述。

笼统地说义项是词义的最小单位是有毛病的。因为“ 义项”

原是词典、词典学使用的概念，而词典中义项的内容不是单一

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１、一个义项是一个意义。包括（ １）单义词的义项。如：

光压　　　　射在物体上的光所产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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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过细致分析确定的多义词的义项。如：

浅 从上到下或从外 浅显。到里的距离小。 浅薄。

④（ 感情）不深 （ 时间）（ 颜色）不浓。厚。

短。

２、一个义项是几个相近意义的排列。如：

轻 数量少；程度浅：年纪轻 工作很轻 轻伤。

“ 年纪轻”“ 工作很轻”的“ 轻”义是“ 数量少”，“ 轻伤”的

“ 轻”义为“ 程度浅”。

哪一路路 种类；等级：这一路 病？人 头 二 三路货

路角色。

“ 这一路人“”哪一路病？”的“ 路”意为“ 种类”“，头路货”

“ 二三路角色”的“ 路”意为“ 等级”。

３、一个义项是某个方面意义的概括，其下细分不同的意义。

如“ 打”《， 新华词典》处理为：

①击，敲

②指某种动作（ 例）打（ 捉）鱼／打（ 买）油／打（ 收）

粮食／（打 织）毛衣／（打 画）格子／（打 捆）行李／打

（ 发出）电报／（打 做）短工

③器皿等撞击破碎

其义项②先概括其总的意义内容，下再举例细分出不同的意

义。

这三种类型的义项所包含的意义内容是不一样的。可以这

样设想：把第一种类型叫义项（ 狭义的义项），把第二种类型

叫义项组，把第三种类型叫义项目。只有第一种类型的义项

（ 狭义的义项）是词典经过细致分析后所得到的词义单位，才

是词义的最小单位。

笔者以前曾根据“ 共存”由两个语素构成，其词义为两个

语素义相加“ 共同存在”这类的例子，得出结论“ 准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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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义义项是语义的最小单位”。现在看来，在分析词（ 包括

语素）义的最小单位时，不应该从合成词的词义和语素义的关

系来讨论问题。词（ 包括语素）义单位的划分，是分析它在不

同组合中意义的同异，这种组合可以是句子、词组，也可以是

合成词。经过细致分析后概括出一个个词义、语素义，就是词

义、语素义的最小单位。“ 共存”是单义词，“ 共同存在”就是

这个词词义的最小单位。因此，“ 共”的“ 共同”义，“ 存”的

“ 存在”义，“ 共存”的“ 共同存在”义都是词（ 或语素）义的

最小单位。说“ 共存”中包含有语素“ 共”和“ 存”的意义，

是分析合成词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问题，同词（ 语素）义

最小单位的分析问题，不在一个平面上。

如果把上面说的词典中经过细致分析得到的一个个意义作

为词义的最小单位（ 狭义的义项），则它有下列性质：

１、它以一定的语音形式为其物质外壳，因此语言中同音

的义项比同音词多得多。

２、它都有概括性，但其概括范围、概括程度有很大的差

别。如：山－山脚／手－手心／脸－鼻子，它们基本义的概括范

围不同，前是整体，后是其中的一部分。液体－水／粮食－米／

金属－铁，它们基本义概括的程度不同，前一个概括程度比后

一个高，前可以包括后。但作为义项，它们的地位相等，使词

（ 或语素）以其代表的意义在语言中起作用（ 词义和语素义的

作用不同）。

３、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有些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

并起来，用更概括的语言来表述。如：

矮《 现汉》作①身材短：矮个儿

②高度小的：矮墙／矮凳

《 四角》作：不高，低。例矮墙／矮一头。（ 四角）

将《 现汉》分作①②两个义项的意思合并为一个义项。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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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 现汉）作①脂肪少；肉少（ 跟‘胖’或‘肥’相

对）

②（ 食用的肉）脂肪少（ 跟‘肥’相

对）：这块肉太肥，我要瘦一点儿的。

《 四角》作① 满脂 例瘦肉／瘦弱肪少，肌肉不丰 。

４、存在某个词义义项，表明某种语言把某个意义“ 词化

”　（ｌｅｘｉｃ ）　 。“ 词化”指某个意义用词来表示，ａ 非词ｌｉ 化指ｚ 某个ｅ 意

义用词语表示。词化、非词化的区别可用下表来说明：

词　　化　　　　　　　　　　　　　　　　　　　　　　　　　　非词化

牧童（ 汉）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ｂｏ（ｙ 英）

暮（年汉）　 ａ（ｇｅ英）　　　　　　　　　　　　　　　　　　　　　　　　　　ｏｌｄ　

ｓｈｉ（ｅｒ英）　　　　　　　　　　　　　　　　　　　　　　　　　　　　　　　　　易受惊的（马汉）

（ 英）　　　　　　　　　　　　　　　ｉｔａ 　　　　　　特大城市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 的居（ｎ 民汉）

有人建议把词义的最小单位称作“ 义位“”。义位”一词高名

凯先生曾在其所著《 语言论》中使用，指的是一个词位的意

义 。多义词的不同意义高先生称作“ 词位义位义素”。用“ 义

位”指称词义的最小单位是近年来使用的 。笔者以为，词义的

最小单位都有上述性质，不因名称不同而改变。笔者仍倾向于用

狭义的义项作为词义最小单位的名称。它在词典中有形式的标志

（ 如，由释义有时加书证构成，多义词的义项有标号等）。它区别

于词典中广义理解的义项，是指经过细致分析后所得到的最小的

词义单位。

二、词义单位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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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双语词典中义项的划分

单语词典中多义词用多个义项表示它的不同的词义单位，双

语词典中对象语用说明语来解释，对象语的词在说明语中往往也

分出多个义项来说明它的意义。这种现象很易使人把双语词典的

义项同单语词典中的义项视为相同性质的东西 ，其实它们的性

质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以汉语和景颇语的对比为例 ：

汉语　　　　　　　　　　　　　　　　　　景颇语

饭 ｓｈａｔ

洗 ｇａｓｈｉ洗碗ｎ

②　ｍｙｉｔ洗脸

ｕｎｇ③　ｂ ｈｋｒｕｔ洗头

ｈｋｒｕｔ洗衣服

①裤子
Ｉａｂｕ

②裙子

人或 ｍａｒｏ动物的发 ｎ叫 音器 人叫，②　ｋｙｅｋ小孩叫，

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 ｇａｔｅｋ母鸡叫， ｋｒｉ　ｋ　　蝈蝈

　叫某种情 ｗａｕ绪、感受或愿望。 ， 公５　ｇｏ 鸡叫， 狗

叫， ｎｐｙｅ羊叫， ｎｐｏ黄牛

ｓ叫， ａｂｎｙｏｔ水牛叫， ｍｈ

老 猫叫，虎叫， ｎｙａｕ ｇｒｔ

子叫麂 ， ｈｏｎｇ象叫，

ａｙａｐ小鸡叫，ｃｈｙ 猪ｎｇｕｔ 叫，

ｋ ｋａｋ乌鸦叫 ａｎｇ， 马鹿叫，

野猫ｇｒｉ 叫

汉语“的 饭”和景颇语的ｓｈａｔ相当，可以说它们的意义一样。但汉

语中“的 洗”相当于景颇语中的４个词，在《 汉景词典》中用四个义

项来解释，能否“说 洗”有四个义项，有四个词义单位呢？景颇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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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Ｉ ｕ相当于汉语的两个词，在《 景汉词典》中用两个义项来解释，

ａｂｕ能否说Ｉ 有两个义项、两个词义单位呢？典型的是，相当于汉

语“ 叫”①义项意义的词，在景颇语中有十八个，因此分为１８个义

项来解释，能否认为汉语的“ 叫”义可以再分为１８个意义单位呢？

回答是不能。我们认为：一个词的词义单（位 用狭义“的 义项”

表示）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对词义的划分。在一个语言系统内

部，人们根据这个语言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根据这个语言系统

内部形成的概念、观念来区别每个词在不同场合表示的不同意义

而归纳出词义单位，在词典中记录下来，成为义项。双语词典词义

对比分出的义项，往往不合本族人的词义单位的观念。如以使用

普通话的汉人的观念来说，“ 洗”不因其动作支配对象不同而要分

出不同的意义单位。“ 叫”指包括人和所有动物发音器官发出声

音，不因其施动者是大人还是小孩，是人还是动物，是什么样的动

物而区分不同的词义单位。同样，我们也可以推断，在景颇人的观

念 ｂｕ中，Ｉａ 是穿在下身的东西，不因汉人区别为“ 裤子“”裙子”而

分为两个意义单位。其次，一种语言的某个词相当于不同语言几

个词所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据北京外语学院编的《 汉英词

ｃ（ｒｙ叫喊，鸟兽叫），典》，相当于汉“语 叫”①义的有 ｓｈ（ｏｔ大声叫），

ｂａ（ｒ狗叫），ｂｌｅａｔ羊叫）等，据上海外语学院编的《 汉俄词典》相当

，　
叫”于 义汉“语 的有 （狗（ 发出声音），　

（ 鸟叫）， （ 蝉叫）等叫）， 。我们按照汉语

同哪一种语言的对比来确定某个词有多少个意义呢？实际上，双

语词典“ 义项”的划分是寻求不同语言的词的等价关系时出现的，

犹如不同货币的兑换。一种货币“ 一元”相当于不同货币的比值是

不同的，但在这种货币系统中“，一元”则是它的货币单位。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词义单位的划分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

部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它同某种语言语音系统的单位 音位

的确定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把在本族语言中有辨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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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特征作为区别音位的根据，在别的语言中，同样的语音特征没

有辨义作用，就不成为区别音位的根据。例如在汉语普通话中，双

唇塞音的送气不送气是不同的音位，如［ｐａ（ｎ］班）和［ｐ‘ａ（ｎ］番）不

同，／Ｐ／和／Ｐ‘／是不同的音位；而在英语中，双唇塞音的送气不送

气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而不区分为不同的音位。

２、古代、现代义项划分的不同

在同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距离较远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

同一词的词义单位的划分也有明显的差别。拿汉语来说，我们只

要对比一下古人对某一词意义的解释和今人对这个词意义的解释

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对语言中的某个词，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对它的不同意义的详

尽分析和说明。就汉语来说，是历代学者在解读古籍过程中，在

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编纂工具书的过程中，逐步把见于不同古

籍某个词的不同意义分析、概括出来的。把同一个词的这方面的

材料汇集在一起，就反映了这种词义分析、归纳的过程。清《 康

熙字典》、阮元的《 经籍纂诂》、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等辞

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人编的《 中华大字

典》，在利用古籍提供材料的基础上，对词义的划分已引入近人

的观念。现代人编的《 现代汉语词典》《 辞海》《 辞源》《 汉语大

字典》《 汉语大词典》，更是有意识地对词义进行细致、科学的分

析，力求准确、完备或较完备地说明词义。下面我们以“ 地”本

义、及有关的一些引申义的分析来说明这种情况。

（ 经籍纂诂）汇集关于“ 地”的解说材料近６０条，有许多收

录的是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对地的本性、性质的不同理解，并不

是语词的意义，也有不少是重复的。真正属于语词意义的不多，

说明其本义及相关的引申义的更少。重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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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也

土之别名也

谓神 下无取於地注州及社稷

邱陵原 陂隰总而曰地

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

所陈列也。从土，也声⋯⋯

这说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 地”是主要的构成物“ 土”，中国

的地域“ 神州”，各种地貌变化的组合物（“ 邱陵原隰陂隰总而曰

“ 地”），万物活动存在的广大空（间“ 万物所陈列也”）。

《 康熙字典》所收“ 地”这方面意义的解释，未超出上述范

围。《 中华大字典》列出了“ 地”的不少语词义，令人注目地补

充了下述意义：

（ 二）地球。广大之土块形如球，围绕太阳。自西向东运

行。亦行星之一也。吾人生息于其上。

这反映了当时“ 地球”一词及其概念进入、存在于汉语中，可用

来说明“ 地“ 的意义。

现代人编的《 现代汉语词典》《 辞海》《 辞源》《 汉语大字典》

《 汉语大词典》对“ 地”这个范围的意义的分析说明大同小异，

现列表比较于下：
《《辞 辞源》 《《海《 现 大字典》 大汉》 》 词典》

①①地 ①地球的球 大地， ①大地，； 大地。⋯

地面地 地面表面层； 亦指地球壳
地面；陆区域②陆 地壳地 ， ②陆地 地

③领土；地 领土 ③区；③ 田土土地； 属

田 田土国 地；地区④土 ④疆土地
土地；田④地面 地 点；③土地； 地

⑤ ⑤地方；场地区 田 处所地
地区 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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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说明这些意义的书证，除个别义项外（ 如地球、地壳义）最

早的都出自先秦两汉古籍。现列出《 汉语大字典》所引上述各个

意义最早的书证如下：

①大地，地面。 ·⋯《 说文 土部》：“ 地，万物所陈列也。”

《 易·乾》“：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

也。”

②陆地。⋯《 ·诗 小 ·雅 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③田土。⋯《 管子·权修》：“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

倦，而人君之欲无穷。”

④疆土。《 周礼·地官·大司徒》：“ 诸公之地，封疆五百

里。”

⑤地点；处所。⋯《 荀子 儒效· 》：“ 无置锥之地，而王公

不能与之争名。”

地区。

地区义（ 汉语大字典》 引古籍书证，但据《 汉语大未 词典》

“ ③领土，属地；地区”项下所引书证，则唐韩愈《 梁国惠康公

主挽歌）之二：“ 秦地吹箫女，湘波鼓瑟妃”中之“ 地”正可作

“ 地区”解。这就说明，这些意义绝大多数在先秦、汉代的语言

中已经包含着，但是这些意义除了个别的同古代辞书著录的某些

意义相当之外（ 如《 汉语大字典》①大地，地面引《 说文》“ 地，

万物所陈列也”为证，二者相当），其余的在古书注疏和辞书中

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或相关的解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现代人

所编的词典是根据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现代人的概

念、观念，对古代语言的词语的意义进行分析、概括，区分出意

义的单位，其中有许多同古人的分析概括是一致的，但有一个明

显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思想意识、语言语汇的发展，人们对

客观事物的区分越来越细，许多概念、观念的区分越来越细，对

词义的划分也越来越细。特别是出现了表示新概念、新观念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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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时，人们会利用这些新的词语去帮助区分词的意义内容，分出

新的词义单位。上述现代人所编的几部词典，用“ 大地”“ 地方”

“ 陆地“”田土“”疆土“”地点“”处所”来说明“ 地”已包含在

古代语言中的意义，正是利用了主要是近代现代在语言中新产生

的这些词（ 例如，据《 汉语大词典》，“ 大地”一词最早虽见于北

魏温子昇《 寒陵山寺碑序》，但广泛使用在近代、现代。章炳麟

《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地方”一词之

某一区域义，较早的书证见于清昭梿《 啸亭·杂录·傅阁峰尚

书》“：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同

时也就是利用这些新概念、新观念，区分出古人未能、不可能分

析归纳出的意义来。

因此可以说，词义单位的划分不仅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进

行的，而且是在这个语言系统内部一定时期的词汇系统、词义系

统中进行的。

人们对词义单位的客观性、概括性认识得比较清楚，但对词

义单位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语言材料分析归纳的产物，人们的主

观因素对词义单位划分的影响认识得不够清楚。人们的主观因素

受语言系统，受语言的词汇、词义系统，受一定时期形成的概

念、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距离较远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词义的

分析、概括有明显的差别，这种情况是认识词义单位、义项性质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影响义项划分的因素

影响词典义项划分有多方面的因素 ，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

语言、语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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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词义发展的因素

词由于指示新事物新概念而分出新的义项（ 如“ 网”原指捕

鱼捉鱼的工具，后指用网捕捉。“ 学者”原指求学的人，后指学

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不必详论。但上面我们说到，随着社会

生活、思想意识、语言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区分越来越细，

许多概念、观念的区分越来越细，词义的区分也跟着越来越细。

上面说的现代编写的几部词典为“ 地”立“ 大地”“ 地方”“ 陆

说明包含在先秦汉代语地”等义项， 言中“ 地”的意义，就是这

种情况的表现。再如《 汉语大字典》为“ 浅”立下列义项：

①水不深《。 说文·水部》“：浅，不深也。”《 玉篇·水

部》“：浅，水浅也。”《 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

厉，浅则揭。”孔颖达疏“：若过深水则厉，浅水则褰

衣。”（ 后代书证略，下同）

②从上到下或从外到内距离（小 跟“ 深”相反）《。 管子

·问》“：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

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

⑤肤浅，不深刻《。 左传·昭公十二年》“：深思而浅谋。”

浅薄 ·。指学问不深，见识短浅《。 荀子 修身》“：多闻

曰博，少闻曰浅。”

颜色淡 　薄《。 仪礼·士冠礼》“：纁裳”汉郑玄注：“ 纁

裳，浅绛裳。”

（ 其他义项略）

可以看到，引述的这些意义在先秦两汉古籍中都有用例。但其中

义（ 其 少⑤ 义未见于《 经籍纂诂》《， 中华大字典》立 闻

曰浅。见《 荀子 修身》）。很明显· ，这些意义已包含在先秦、汉

代的 “ 肤浅、浅薄、淡薄”这些语词和观念之语言中，在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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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区分出来，因此 义是对原来“ 浅”一词的意可以说，⑤

义内容细致区分的结果。

２、影响表名物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表名物词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可以指所表示事物现象的

不同的数量范围、不同的部位方面、不同的具体对象 。这种不

同一般不视为意义的不同而分立义项。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方

面的差异又有可能区分为不同的义项。例如上面所引《 汉语大字

典》为“ 地”新立的一些义项，就主要是“ 地”所指不同范围、

部位、方面的差异：

①“ 大地”义，指“ 地”的广阔的表面。

②“ 陆地”义，指“ 地”的非海洋部分，是地的一部分。

③“ 田土”义，指“ 地”的耕作部分。

④“ 疆土”义，指“ 地”之中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

那部分。

“ 地点”义，指“ 地”中很小的一部分。

“ 地区”义，指“ 地”的比较大的一部分。

可见“ 地”的这些义项的划分，主要表现为指示对象的不同范

围、部位、方面的划分。但这些划分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是

并列的。

再如，《 现代汉语词典》为“ 人”立了下列义项：

①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④指 介绍人。军人 主持人某种人：工人

指人的品质、性格或名誉：丢人 这个同志人很好 他

人老实。

指人的身体或意识：这两天人不大舒服 送到医院人

已经昏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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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④义，是人大类下的小类，是范围的不同， 义是人的不

同方面、不同部位的区别。就事理讲，“ 牛”“ 马”等表动物的

词，也可以有类似“ 人”一词的这样的区别，但一般不会为

“ 牛”“ 马”等词区分出类似的义项。词典对许多表植物的词一般

只立一个义项，而对某些植物的可供食用、可供应用的部分可分

立义项，如：

苹果 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红晕。

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普通水果。 这种植

物的果实。

马铃薯 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叶，小叶有柄，卵

圆形，花白色或蓝紫色，结浆果，球形。地下

块茎肥大，供食用。 这种植物的块茎。

因此可以说，一般表名物的词作为指示整体对象的代表，在一定

的上下文、语境中有表示所指对象不同数量范围、不同部位方

面、不同的具体对象的作用，人们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可以

区分出这些不同情况。当这种区分对社会生活、对思想表达、对

阅读理解、对交际交流显得非常必要时，词典会在不同程度上反

映这种要求，将这些特指的不同意义分立义项。对“ 人”一词特

指的内容尤为关注，区分得最细。

３、影响表动作行为的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表动作行为的词词义内容中包含有施动者、动作行为、关系

对象、对动作行为各种限制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同异都会影响义

项的划分。可以因强调某一方面的共同点而合为一个义项，也可

因强调其中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的义项，下面举例说明。

说

《 现汉 作：》 用话来表达意思：我不会唱歌，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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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笑话。

②解释：一说就明白。

用话来表《 四角》作： 达，解释。［例］说明。

（ 新华）义项处理同《 现汉》《。 现汉》之 解释以扩展性词语表

述是“ 说明某事的含义、原因、理由等”。可以调整释义词语，

用表动作行为的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说明《 现汉》①

②义如下：

可以看到，①②义分开是强调Ｅ关系对象（ 这里是表述的内容）

有差异，合为一个义项是因为强调行为的共性，不仅ｄ、　Ｄ１相

同，Ｅ也有共同点，都是表述的内容。

织

《 现汉》作：①使纱或线交叉穿过，制成绸、布、呢

子等：纺织 织布⋯

用针使纱或线互相套住，制成毛衣、

袜子、花边、网子等。

《 四角》作：用丝、纱、麻、毛线等编制成绸、布、

呢子或衣物等［。例］织布 织毛衣

可以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说明上

述释义如下：（ 见下页）

可以看出，《 现汉》将①②划为不同的义项，是强调其中

的差异：①的行为是“ 使⋯⋯交叉”，②是“ 使⋯⋯套住”，②

常用工具“ 针”，①②的制成品也不一样。《 四角》将其合并，

是强调其中的共同点：用的原料相同，动作行为同属“ 编制”，

有性质相近的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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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塞（ ｓā１或ｓè）一词《 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义

项划分的不同。《 大字典》作：

①窒；堵塞。《 诗·豳风·七月》：“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鲁迅 ·《 书信 致曹聚仁（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

“ ⋯许开一个窗，但总在覗机想把它塞起来。”

填塞。⋯《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塞井夷灶，成陈

以当之。”唐元稹《 酬乐天江州见寄》：“ 山岳移可尽，

江海塞可绝。”⋯

④阻塞。《 左传·襄公十八年》：“ 卫杀马于隘以塞道。”

⋯明李梦阳《 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 ⋯是

日观者涂路塞。”

相当以上三个义项的《 大词典》中是“ 塞”的①义：

①堵塞；填塞。《 诗·豳风·七月》书证同《 大字典》。⋯

《 明史·太祖纪》“：是月，河决开封，发民塞之。”《 儿

女英雄传》第七回：“ ⋯掏出一个小板凳儿来塞在屁

股下坐了。”周立波《 暴风骤雨》第一部十一：“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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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红、棒子和蘑菇，都能塞肚子。”

可以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说明上述

“ 塞”的意义如下；

①堵塞（ 人）把物　　放入 窗户、垂直面上的洞等

②填塞（ 人）把物　　放入 井、河、地面上的洞等

④阻塞人、物　　　　　　　　　　阻住 道路等

可以看出，①②义的Ｅ（ 关系对象） 不同，所表示的行为有些差

异《 则把它们处理为义项组，不， 大字典》分立义项《， 大词典》

分立义项，这是因为更看重其中行为的共性。④义的Ｂ（ 施动

者）Ｄ１（ 行为）和Ｅ同①②义有明显的差异，《 大字典》将它单

立义项。

４、影响表性状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主要有两种情况。

（１）可因强调适用对象不同，表示的性状有某种差异而分为

不同的义项，也可因强调其中的性状特征有共同点而合为一个义

项。上面讲词义单位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时，所举“ 矮”“ 瘦”

二例，就属这种情况。现据《 现汉》（ 四角）释义，用表性状词

的“ （　ｎ）　ｔ”模式，说明如下：

矮

《 现汉》：　　　　　　　　　　　　　　　　　　《 四角》：

①义
（ 人）　　　　　　　　身材短 （ 人、物）　　　　　　不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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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 高 度 小

瘦

《 现汉》： 《 四角》：

①义 脂肪少， （ 　　）脂肪少、
（ 人、动物）

肉少 肌肉不丰满

②义
（ 食用的肉）脂肪少

”可以看到《， 现汉“》 矮 ①②义的划分，是由于强调适用对象不

同，表示的性状有差别，《 四角》不强调这种差别，因而合为一

个义项。“ 瘦”的情况相同。

再如，《 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对“ 小”义项划分的一

个差异如下：

《 大字典》：

①细；微。与“ 大”相对。《 说文 小部》：“ 小· ，物之微

也。”《 ·玉篇 小部》“：小，细也。”《 书·康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唐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 ⋯

渭城已远波声小。”鲁迅《 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胡

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千元程仪，价钱

不算小。”

《 大词典》

①形容事物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

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同“ 大”相对。《 诗·小雅

·吉日》“：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三国诸葛亮《 前

出师表》：“ 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老舍《 四世同

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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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选购一两个价钱小而手工细的泥兔儿。”⋯

③细，形 。 《 周礼容 考工记·轮人》：条状物横剖面小 ·

“ 毂小而长则柞，大而短则挚。”⋯《 韩非子·扬权》：

“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

很明显，（ 大词典）分出③义，是因为强调“ 小”用于形容条

状物时所表示的性状特征有独特之处，《 大字典》不强调这种

差别，合在①义中。

（２）可由于对词表示的各种性状的共同点、关系认识不同

而义项分合有差异。如：

《 大字典》　　　　　　　　　　　　　　　　　　　　　　　　　　　　　　　　　《　大词典》

冷 冷落；寂静。 ③冷清；清闲；冷落。

引申为冷僻的。 生僻；冷僻；少见。

④闲散；清闲。

壮 人体高大，引申为 ①强壮；壮盛；盛大。

肥壮凡物大之称。 ；粗壮。

②盛大。

③旺盛。

④强壮。

可以看出，“ 冷”一词《 大词典》之③义项组，相当于《 大字

典》之②④义项组， 义项组同《 大字典》②之引申义对应。

“ 壮”一词《 大词典》之①义项组，相当于《 大字典》之②④

义《， 大词典》之 义项组，又同《 大字典》之④义、①义之

部分内容相当。这种义项分合、义项组归并不同的情况是常见

的。原因就是对词表示的各种性状哪些共同点更多一些，其间

的关系哪些更接近一些认识有差异。其中，存在着多种可能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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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语法因素对义项划分的影响

常见的有下列几种情况。

（１）词义和语素义的区别

词义指词的可以作为词来运用的意义，语素义指只存在于

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语素的意义。不成词语素的意义都是语

素义。成词语素的意义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个意义既是词义又

是语素义。例如“ 轻”的“ 重量小；比重小”的意义是词义

（ 语音形式联系词义时可以作为词来运用：背包很轻／油比水

轻）又是语素义（ 可以存在于它构成的合成词、固定结构中：

轻巧／轻重／轻于鸿毛）；另一是有些意义只是语素义，例如轻

的“ 轻松”义只存在于合成词“ 轻音乐”“ 轻松”、固定结构

“ 轻歌曼舞”等之中。词义和语素义的不同也影响到义项的划

分。词义和语素义一致的，词义义项也就概括了语素义的内

容。如上面说的“ 轻”的“ 重量小；比重小”的意义。语素义

出现在多个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要单立义项。如“ 专家”

“ 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中的“ 家“”，指掌握某种专门

知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是语素义，《 现汉》等词典都

立了义项。语素义只出现在极少数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有

时在解释合成词、固定结构的意义中加以解释，不单立义项。

如：

练拳打拳 术

打 盖图章印

有的在古汉语中是重要意义，在现代词典中也有单立义项的，

如：

民风 歌：采风

（２）词性不同

（ １）名词、动词、形容词用法的区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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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典》

地 ·地点；处所。⋯《 荀子 儒效》：“ 无置锥之地，

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引申为居住。《 书·盘

庚》：“ 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孔传：“ 言我当与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长居

新邑。”

凶 凶恶；残暴《。 书·泰誓中》“：凶人为不善，亦惟

日不足。”⋯

恶人。汉曹操《 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

群凶。”

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词中某一类中的词，用在通常是另一

类词出现的位置上，如果可以接受，人们就用另一类词中通常

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相当的词来解释它， 这样，这个词就获得了

另一类词才能有的意义。如上引例名词“ 地”有“ 用永地于新

邑”的用法，“ 地”用作动词时，人们就用通常出现在这个位

置上的相当的动词“ 居”“ 住”“ 居住”等来解释它的意义，

“ 地”就获得了动词义。上面引例中形容词“ 凶”有“ 兴兵讨

群凶”的用法，“ 凶”用作名词时，人们就用通常出现在这个

位置上的相当的名词“ 恶人”来解释它的意义，“ 凶”就获得

了名词的意义。可以用“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不同来

说明上述词义的变化：

地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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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一般看作词性转换引起的词义转移。新获得的意义同

原义有联系，受思维中关联性联想规律的制约，如这里“ 地”

的原义指地点、处所，即某个空间位置，引申义指以这个空间

（ 地点、处所）为对象的行为。这里“ 凶”的②义指一种性状，

引申义⑤指具有这种性状的人。

因此，一般应该承认，词的词性不同，意义也不同，可以

分立义项，有时也可以放在一个义项组中。

（ ２）自动、使动用法的区别

有些动词，有自动、使动用法的区别，有的词典分立义项

表示这两种用法意义的不同，有的词典不区分这两种用法和意

义。如：

变

《 现汉》作： 改变（ 性质、状态）；变成：后进变

先进。

③使改变 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 四角》作 穷则思落后变先进： 变化，更改。

变。

腐化

《 现汉》作：①思想行为变坏（ 多指过分贪图享乐）：

生活腐化 贪污腐化。

使腐化堕落。

《 四角》作：①思想行为变（坏 多指贪图享乐）。

自动、使动用法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可以说明如下：（ 见下页）

（ ３）量词用法

词有了量词用法，可立量词的义项。词获得量词的意义，

主要由于语法作用，不是思维联想规律的作用，难以用引申、

比喻等联系来解释。上古汉语量词很少，名词获得量词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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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　　　新的 　　　　　新的

或物　状态 　　　　　　　状态

坏人 的 某 坏 的 状的思 人 思

状态 想行为 态想行为

马五·五马　　　　马五马　　　　　　马五匹　　　　　　五匹马

甲骨文中已有“ 马五匹”这种格式，金文中才有“ 五匹

马”这种用法。《 书·文侯之命》：“ 用赉尔⋯马四匹”。可见，

“ 匹”在先秦确已成为用于马的量词。再如“ 株”本义是“ 露

出地面的树根、树干或树桩 “ 株，木根也。”大约。”《 说文》：

到三国时期，发展出量词的意义，用于计算草木。《 三国志·蜀

志·诸葛亮传》：“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

自有馀饶。”因此可以说，由于出现了新的语法格式，词出现

在新语法格式中表示数量的“ 量”的位置上，才有了量词的意

义。量词这个范畴是随着新的语法格式出现而产生的，表现了

新的概括新的抽象。

４）虚词用法

本书不讨论虚词的意义和虚词的释义。但词义单位划分涉

及到虚词用法时应该对虚词的意义和释义特点作一个简要

的说明。

虚词的意义和作用很复杂，许多虚词（ 连词、介词等）表

示各语言单位（ 词、词组、句子）之间的关系（ 词语之间的关

系也反映思想内容、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一部分虚词表示

语气（ 如语气词“ 吗、吧”等），有些虚词也表示某种概念内

（容 如一部分副词）。

具体说明虚词的意义也要用扩展性词语。但这种扩展性词

“ 马”称“ 匹”为例，经 。一个发展过程。以 过下列阶段

变 义（ 人、 变 义　　　　人使⋯变成物）变 成

义 义 人腐化 腐 使变为 ⋯化 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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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自己的特点。解释实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有两个特点：

（１）许多可以具有同被解释词相当的语法性质（ 如用谓词性词

语解释动词、形容词，用体词性词语解释名词等）。（２）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 不是所有情况），将释义词语作些调整变换，

可以替换在句子中出现的被解释的词，而整个句子仍是可以接

受的。如“ 携手”义为“ 手拉着手”，将它替换“ 我们携手前

进”中的“ 携手”，成为“ 我们手拉着手前进”，是可以接受

的。“ 裁判”有一义是“ 在体育竞赛中执行评判工作的人”，将

它替换“ 张老师是裁判”中的“ 裁判”，显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 高尚”意为“ 道德水平高”，将它替换“ 老王是个高尚的人”

中成为“ 老王是个道德水平高的人”，同样可以接受。而解释

虚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大多数不可能具有同被解释的虚词相

当的语法性质，一般采用的是“ 表示（ 某种含义）”“ 引进（ 某

种词语）”的格式，去 。说明它的意义、作用

如：

因为　　　　连词，表示原因或理由。

对于　　　　介词，引进对象或事物的关系者。

这样的扩展性词语是不可能替换出现在句子中的“ 因为”“ 对

于”的。

有一部分虚词可以用同义近义的虚词来解释。如：

马上　　　　立刻。立即　　　　立刻。

但“ 立刻”仍须用扩展性词语释义：表示紧接某个时候。也有

二者结合的，如：
２
和 连词，表示联合；跟；与。

这种情况，同实词相似。

当某些词发展出虚词的用法时，要分出虚词的义项。如

“ 把”的本义是“ 执，握持”，《 说文》“：把，握也。”在历史

上，它发展出多个动词义，如“ 控制；把持”，“ 看守；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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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后来它充当了“ 把”字句的介词“ 把”，能表示多种语词

的意义关系，下面引述《 大字典》对它的部分作用的说明如

下：

介词１、将谓词的宾语前置。ａ．表示处置。如⋯⋯

唐李白《 清平乐三首》之三：“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白云揉碎。” ｂ．表示致使。如⋯《 儒林外史⋯⋯ 》第

三十回：“ 有这样的妙事，何不早说？可不要把我乐

死了！ ｃ．表示动作的结果。元郑德辉《 倩女” 离魂》

第二折“：（崄 險）把咱家走乏。”⋯⋯

６、义项划分的评价

人们由于学习、整理、研究的需要对词的意义进行辨析，

归纳出一个个意义单位。人们对词义单位划分的细致程度看来

是有等级的。对词义单位最细致的划分表现在大型的详解词典

中（ 历史详解词典如（ 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

的详解词典未编出，但中型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词义的划分

还是相当细致的），或专门的论文、专著中。普及型的、小型

的词典划分词义单位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多作概括，有去有留。

因此对义项划分的评价应该结合词典、研究论文、专著的性质

任务来考虑。下面我们试图提出一般性的标准。

（１）符合语言实际。由于理解分析有误或有片面性，建立

的义项不合或不全符合语言实际。

如“ 孤僻”一词，旧《 辞源》所立义项为 性不和物也。

所居荒远也。苏轼郑谷诗“：孤僻谢朝衣。” 诗“ 我生孤僻本

无邻”。实际上，两首诗中的“ 孤僻”意义是一样的。郑谷

《 喜秀上人见访》“：忧荣栖省署，孤僻负朝衣。”苏轼《 述古以

诗见责屡不赴会复次前韵》：“ 我生孤癖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

珍。”诗中两个“ 孤僻（ 癖）”意思一样，不应分为两个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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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 辞源》改为 。：性情古怪，难与人合

又如１９７９年版《 辞海》“ 披”有这样的义项：④翻阅。韩

愈《 进学解》“：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翻阅”义是从整句意

思中生出来的，“ 披”字只有“ 。翻”义，并无“ 阅”义

再如《 现代汉语词典》“ 抖”一词立义项⑤称人因为有钱

有地位等而得意（ 多含讥讽意）。但“ 抖”还有这样的用法：

“ 到了那时“ 你算走对了路子，抖起来了。”（ 老舍《 龙须沟》）

（ 浩 》）候 然，种田用机器，嘿，那可就抖起来了。” 《 金光大道

，义项如何概括这里的“ 抖”并无贬意 ，还可斟酌。

（ ２）完成为词典性质、任务所决定的词义描写。词典的性

质、任务决定了要考察、说明的语词的范围（ 现代的、断代

的、历史的等）和从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帮助读者掌握所

说明的语词。义项的分析、确定应有助于达到既定的目的。词

典所确定的词义、语素义义项，至少应该能对收录的词语的意

义（ 除失落的或有特殊变异的之外）作出正确的解释。在这方

面，《 现汉》义项的划分和确定，有很多是做得好的。我们举

“ 淡”一词为例。《 现汉》为“ 淡”立的义项是：

①液体或气体中所含的某种成分少；稀薄（ 跟“ 浓”相

对）

（ 味道）不浓；不咸

③（ 颜色）浅

④冷淡；不热心

⑤营业不旺盛

（ 方）没有意味的；无关紧要的

各义项皆有例证（ 略），收入“ 淡”为第一个语素或音节的词十

五个。十五个词中，除三个词中“ 淡”的意义失落（ 音译词“ 淡

巴菰”中的“ 淡”）或有特殊变异（“ 淡菜”中的“ 淡”和“ 淡

竹”中的“ 淡”）外，其余十二个词中的淡义，在义项中都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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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可以根据所确定的义项对各个词中的“ 淡”做出正确的解

释。

淡泊 义（ 释义略）“ 淡”为

淡薄 密度小“ 淡”为①义

②味道不浓“ 淡”为②义

③（ 感情、兴趣等）不浓厚“ 淡”为④义

④（ 印象）因淡忘而模糊“ 淡”为①的比喻义

淡季“ 淡”为⑤义

没淡漠 有热情；冷淡“ 淡”为④义

②记忆不真切；印象淡薄“ 淡”为 的比喻义

淡青“ 淡”为③义

淡然“ 淡”为④义

淡水 义“ 淡”为

淡水湖“ 淡”为①义

淡水鱼“ 淡”为①义

淡忘“ 淡”为①的比喻义

淡雅“ 淡，，为③义

淡月“ 淡”为⑤义

但也有一些词义项的处理，还可斟酌。如“ 严”立四个义项：

“ ①严密；紧密。②严厉；严格。③指父亲。④姓。”而所收词

“ 严冬”解释为“ 极冷的冬天“”，严寒”解释为“（ 气候）极冷”，

这两个词中“ 严”的“ 极⋯”义在所立义项中无反映（ 义项②不

能完全概括这个意义）《。 四角》为“ 严”立义项“．程度深的，厉

，，《 新华害 》立义项“ 厉害的，高度的 则能”， 概括这个意义。

又，《 现汉》在“ 严”下所收的“ 严厉“”严明“”严整“”严正”

中，语素“ 严”都解释为“ 严肃”，又未立义项“ 严肃”。这就使

得立的义项不能完全对收入的词、语素作出解释。

（３）同一部词典中义项划分的标准应该一致。不同的词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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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词、语素义项的划分可以不一致，但一部词典中划分的标准

应该一致，对情况相近的词、语素义项的处理更应该如此。

“ 丰富”“ 端正”同为形容词而可作动词用。《 四角》为“ 端

正”一词立动词用法义项③使端正：例端正态度，而“ 丰富”

一词《 四角》并不为其动词用法另立义项。

“ 低”一词（ 现汉》《 四角》《 新华》都把其基本义①从下向

上距离小，和引申义②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下，③等级在下

的，分为不同的义项（《 新华》将《 现汉》《 四角》之②③合并为

②程度或等级不高），而“ 低”的反义词“ 高”《， 现汉》《 四角》

划分义项的标准同“ 低”一样，把基本义①从下向上距离大，引

申义③在一定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④等级在上的，分立。《 新

华）则把“ 高”的基本义和这个意思的引申义合为一个义项：离

地面远，上下距离大，与低相对。泛指等级在上超过一定水准

的。《 新华》处理“ 低”“ 高”义项的原则不一致。

《 现汉》为“ 瘦”立义项①脂肪少；肉少（ 跟“ 胖”或“ 肥”

相对）。 （ 食用的肉）脂肪少（ 跟“ 肥”相对）。为“ 瘦”的反

义词“ 肥”立义项①含脂肪多（ 跟“ 瘦”相对，但通常不用来形

容人）。按照“ 瘦”义项划分的原则，“ 肥”应立两个相对的义

项：①（ 动物）脂肪多；肉多。②（ 食用的肉）脂肪多。现合为

一个义项“ 含脂肪多”，未能把指“（ 动物）肉多”的意思概括进

去。

附 注

①见王力主编《 古代汉语》（ 上），８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 ．　　

　　

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１６２

ａ（　Ｔｈｅ　Ｅｎｇ－

ｌｉｓ ｏｃｋＭ Ｂａ １９６６。ｈ　Ｗｏｒｄ），　Ｐ．１７７，　

④王力主编《 古代汉语》在《 怎样查字典辞书》一节中说：“《 辞源》《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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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有几个意义，都用数目字标出”（６８页），已将义项作为海》⋯⋯一

词义的单位。

见拙文《 义项的性质和分合》（《 辞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高名凯（ 语言论》，２１６－２１７页。

见唐超群《 义项·义位·概念》（《 辞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６期）；蒋绍禹

《 古汉语词汇纲要》第二章第三节“ 义位”。

唐超群《 义项·义位·概念》一文，以《 汉英词典》“中 诉说ｔｅｌｌ；　 ｒｅｌａｔｅ；

ｒｅｃｏｕｎｔ”等为例，说明义项和义位不能一一对应，包含有汉语的“ 诉说”

可据英语的解释，区分为不同义位的理解。

例子取自徐桂珍《 编纂（ 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的几个问题》（《 辞

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６期）。

拙文《 义项的性质和分合》曾提出影响义项划分的三个因素： 语言运用

的实际情况，词典的性质和任务，语言表述的多种可能性。

参看拙著《 现代汉语词汇》３９－４０页； 本书第二章言语义部分。

黄载君《 从甲骨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和发展》

（《 中国语文）１９６４年第６期）。

虚词的释义常常要说明虚词出现的位置和搭配的词语，有许多变化，这

里不详谈。

此例据刘叶秋《 纠谬、补缺、充实—— （＜辞源＞修订散记》 《 辞书研究）

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此例据邹酆（ 论义项的概括与分合》（《 辞书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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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一、语言中词义模胡的现象

词义模胡问题牵涉到哲学、逻辑学。有语言的模胡，又有思

维的模胡。近年我国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的讨论，发表了

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公认的结论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者从

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

１、语言的精确表述和模胡表述

介绍一个人的外貌、身体情况，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如：

（２）（１） （３）

ａ． ａ．他高 他身高两个 米 健康检查子

ｂ．大块头 ｂ．体重８５公斤

Ｃ．高 ｃ．鼻子 鼻子 ｂ． 体重高 ８５公斤２．　６厘

米

ｄ．大 ｄ．嘴宽７厘米嘴巴

（１）使用语言中用相对标准表示的性状词“ 高”“ 大”来说明，

这种词被认为是词义模胡的词。（２）使用语言中精确表示数量的

词来说明。（２）中的ａｂ在日常谈话中有时用，有时不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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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ｃｄ在日常谈话中是不用的。（３）中的ａｂ是必须用的。

（１）是语言的模胡表述（，２）　 （３）是语言的精确表述。一般认

为，人们有精确的思维、精确的语言，也有模胡的思维、模胡的

语言。这是人思维、语言的两面，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而

对机器人，只能输入精确的数据才能按照要求操作。如拿杯子，

不输入精确的数据，它或者用劲过大而将杯子捏碎，或者用力不

。足使杯子掉在地上

精确思维、精确语言的优点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模胡思

维、模胡语言的优点和作用是：第一，可以用最少的单位，表达

尽可能多 都是“ 高”，的信息量，如“ 人高“”、墙高“”、楼高”

但不同的说明对象“，高”所传达的信息不一样“，高”这个单位

有可能传达很多的信息。第二，虽然不能从精确性上把握事物的

分毫，但效率、可靠程度仍然很高；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大致

。的信息材料，反映事物的大概面貌，给事物以整体性的评价

２、对性状作两项对立划分的词义模胡现象

上面说到的“ 高”“ 大”是用相对标准表示的表性状的词。

它同其反义词“ 低（ 或矮）”“ 小”组成二分的表性状的词。所谓

二分，指语言的词表示某方面的性状，只用对立的两项，如：

大－小 高－低（ 矮） 深－浅 长－短 宽－窄 重－轻。这类词

被认为是词义模胡的词，是因为这些词所表示的意思，因涉及不

同事物现象而有不同的标准。一尺对于积雪，是深；但对于河

水，则浅。二百斤请一个工人搬运，显得重，用起重机吊装，太

轻了。其中所说的深、浅、重、轻，只应看作是相对的。

这类词词义被认为是模胡的还有另一个理由。要问“ 这河有

多深？”回答可能是“ 深着呢”，也可能是“ 很浅”。同样，要问

“ 房子有多大？”回答可能是“ 大着呢”，也可能是“ 很小”。因

此，这里的“ 深”实际是问河的深浅，“ 深”的意义实际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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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浅的意义。这里的“ 大”，实际是问房子的大小，“ 大”的意义

包括了小的意义“。高“”长“”宽“”重“”快”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是所有对性状用对立的两项表示的词都能这样用。如问

“ 那人有多胖？ “ 热”中就” ”“ 胖 中就不包括瘦“。那儿有多热？”

不包括冷。

我们认为，“ 这河有多深？”“ 这 中的“ 深”房子有多大？”

“ 大”看作不同于其基本义的另一意义比较合理。《 现汉》为

“ 深“”大”的这两种意义立了不同的义项：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井太～深 ／这院子很

深度：河水有多～？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

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大小：那房间有这两间～。

的解《 现汉》“对 深度” 释是：深浅的程度；向下或向里的距离。

对“ 大小”的解释是：指大小的程度。可见，深的②义，大的②

义指示的是事物现象某方面的量的程度的意义，已不是表某方面

的性状的意义。这两种意义的释义模式完全不同。伏敏娜把词的

意义分为自由义、非自由义（ 参看第三章）。“ 深”“ 大 的基本”

义属自由义“，深“”大”的 义属非自由义，它出现的语境不

同，结合的词语很有限制。“ 深”“ 大”的②义不能单独回答问

题，“ 深”“ 大”的①义则可以，它出现在疑问句中，前面要加

“ 多”：这河（ 有）多深（ 啊）？／这房（子 有）多（大 啊）？

应该注意到，语言虽然常常用对立的两项表示某方面的性

状，被认为是增加了表述的模胡性，但是语言还用其他方式加以

补偿，减少表述的模胡性。在汉语中就是可以在二分的性状词前

加否定词或各种表程度的词语（ 副词居多）。如：

１）（ 加否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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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河不深“。不深”不等于“ 浅”，比“ 浅”深。

这河不浅“。不浅”不等于“ 深”，接近于深。

这房子不大“。不大”不等于“ 小”，接近于小。

这房子不小“。不小”不等于“ 大”，接近于大。

（２）加表程度的词语（ 以深为例）：

这河极（ 最、顶、十分、非常）深。

这河很深。

这河 深了。太（ 更加）

这河比较（ 有些、有点）深。

这河稍稍（ 稍微）深了些。

（３）加表程度词语又加否定词：

这河不很深。

这河不太深。

这河不十分深。

很明显，在二分的性状词前加否定词，加各种表程度的词

语，提供了多层次的、多级的度量，使表示的深、浅等量的程

度、范围扩大了，补偿了二分对立划分的不足。

３、时间词的模胡性

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都论述过思维、语言对现实的“ 分割”

“ 切分”。黑格尔说：“ 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

个环节彼此分割开来考察” 。语言学家把一个个词对客观现实

的指示和反映也看作是一种分割、切分。兹古斯塔说：“ 不同的

语言对于客观现实的同一部分，加以不同的组织和切分，得出不

同的所指内容，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观察到” 。语言

对无始无终的时间的切分很引人注意，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汉语的

词对时间的切分。这种切分可以分为下列不同的情况。

（１）根据自然变化的情况和规律作的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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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年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等

ｂ．季节春，夏，秋，冬

下面的切分有客观变化的根据，又有社会的约定性：

ｃ．月１月 ⋯⋯ １２月，２月，３月

ｄ．星期　　　　星期一，星期 ⋯⋯星期日二，星期三

ｅ． 日 １日， ２日， ⋯⋯３０日，３１日３日

ｆ．早晨　　　　上午，中午，傍晚，晚上⋯⋯

（２）用人工设计的精密仪器所作的切分，如：

分，秒，１／１０秒⋯⋯

（３）以某时点为标准作相对的切分，如：

ｇ．前 ⋯⋯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

ｈ．过去　　　　　　现在　　　　　　将来

从前　　　　　　现时　　　　　　未来

已往　　　　　　如今　　　　　　来日

昔日　　　　　　目前　　　　　　今后

古 今

近来　　　　　　　　　　　　　　　　过会儿

近日　　　　　　　　　　　　　　　　回头　　　　一会儿

近年来，我国语言学者讨论了以上ｂ、　ｆ、　ｈ组中的词语义

模胡的问题。ｂ、　ｆ情况相似，ｈ属于另一种情况，下面分别讨

论。

关于ｂ“ 春、夏、秋、冬”语义模胡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 春天”与“ 非春天”

边界不明，具体地说，一方面与“ 夏天”另一方面与“ 冬天”没

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些词语义具有模胡性 。一种意见认为，

春、夏、秋、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来确定，如根据月序标准，阴

历正、二、三月为春，根据习惯标准，立春开始至立夏为春，

等。不论“ 采用何种标准，‘春’、‘夏，、‘秋’、‘冬’的语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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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边界分明的”。

关于ｆ“ 早晨、上午、中午、傍晚、晚上”等词语义模胡的

问题

这些词所代表的时间，《 现汉》说明的一般的理解，其间都

没有明确的界限。如“ 早晨”指“ 从天刚亮到八九点钟的一段时

间”，起点和终止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上午”是“ 指清晨到正

午１２点的一段时间”，“ 早晨”“ 上午”有交叉，“ 早晨”中从哪

一时点起算“ 上午”也不明确。“ 中午”是“ 白天１２点左右的时

间”，“ 中午”的起点、终点不清楚，它同“ 上午”的界限也不清

楚，如此等等。因此这些词的词义是模胡的。

我们认为，ｂ是对一年的连续季节的切分，ｆ是对一天的连

续时间的切分，性质相似，但切分的情况不同。ｆ中“ 早晨”

“ 上午”等的切分本身，界限就不清楚，也就是说，一般运用这

些词，并不赋予它严格的起点、终点的规定。说这些词语义是模

胡的，没有什么争论。ｂ的对季节的切分，情况不同。春夏秋冬

在自然的时序变化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人们又努力划出严格

的界限，说它们语义模胡不模胡，牵涉到哲学问题。

从唯物辩证的观点看，思维和语言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都是把

相互联系的客观世界．“ 割断”开来。“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

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

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像、表达、测量、描述运动。” 春夏秋冬

等词对季节的切分，自然也是一种测量和描述。我们认为，不应

把春夏秋冬这类词的词义内容看作是单一的、统一的，它积聚着

人们多种认识。从作为反映自然季节变化的词，它不可能消除季

节变化界限不明的性质来看，这些词的词义有模胡性。人们根据

长期的经验、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划分季节的标准又是明确的、

边界清楚的。应该注意到，按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季节时间是不一

致的（ 如以阴历正、二、三月为春同以立春到立夏为春，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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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恰恰反映了自然中季节变化无明确的界限。人们认识

的发展可以使划分的标准越来越科学，但这只意味着对界限不明

的东西的测量越来越精确，界限不明仍是存在的。因此，从春夏

秋冬等词的概念内容如实地、辩证地反映相应的季节变化上讲，

这些词的词义内容是有模胡性的；人们根据经验、科学认识对这

界限又是清些季节所作的术语性的划分， 楚的。这两方面是人们

对季节变化的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认识。

下面谈ｈ组的情况

我们来讨论“ 过去”“ 现在”“ 将来”语义模胡的问题。一种

意见认为，这一组词语义模胡表现在它们表示的时间有交叉。

“ 现在”包括过去、将来，如：现在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现

在”有时仅指将来，如：我现在就走。“ 现在”有时仅包括说话

前、不包括说话后的情况，如：他（ 病人 这）现在情况怎样？

是一种理解。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 我现在就

走”，这个“ 现在”指说话后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否属于

“ 将来”？我明天、下星期、下月去上海，能不能说“ 我将来去上

海 ，？不能。可见说话以后的一段时间，现代汉语并不用“ 将来”

示“ 他（ 病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其中表 的“ 现在”指说话

前，但这段时间是不是属于“ 过去”呢？我昨天、前天收到朋友

的信，不能“说 我过去收到朋友的信”，可见说话前一段较短的

时间，现代汉语并不用“ 过去”表示。因此说“ 现在”表示的时

间同“ 过去”“ 将来”有交叉的根据不足。我们认为，这三个词

语义模胡表现在它的起止时间、延续时间不明确，不固定。如

“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他们阔过”“ 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

是光荣的历史”三句话中的“ 过去”，所指的开始、结束、延续

时间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十分明确的，“ 过去”只是相对地指出

以前的一段时间。上面三句话中的“ 现在”，所指的开始、结束、

连续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十分明确的，“ 现在”只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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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说话时的一段时间。同理“ 将来要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

“ 孩子将来会懂得的“”人类的将来是美好的”中的“ 将来”，开

始、结束、延续时间也不一样，也不十分明确，只是相对地指出

以后的一段时间。

４、表示人的生理阶段的词的模胡性

这可以用“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组词作为代表。

一般认为，由于实际上人的生理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没有明

确的界限，所以这些反映人的生理阶段的词边界是不明的，语义

是模胡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区分客体的模胡，人划界（ 认

识）的模胡和语义的模胡。人的生理变化中，少年—青年一中年

—老年有中间环节，是客体的模胡，词典对这 界些词的解释，划

不清楚，是人划界（ 认识）的模胡。如《 现汉》说“ 少年”是

“ １０到１６岁左右“”，青年”是“ 十五六到三十岁左右“”，中年”

是“ 四五十岁”，老年是“ 六七十岁以上”。而《 辞海》则说“ 少

年”是“ 十二三到十五六岁 “ 十六七到二十三四”，“”，青年”是

“ 中年”是“ 四五十岁“”，老年”只说“ 与少相对”，无年龄说

明。而根据科学认识，对这些词作精确划界后，这些词的语义就

不模胡了。例如，可以考虑把“ 少年”规定为“ １０岁以上到１６

岁”“，青年”是“ １６岁以上到３５岁”“，中年”是“ ３５岁以上到

６０岁”， 。“ 老年”是“ ６０岁以上”

我们认为，把人划界（ 认识）的模胡和语义的模胡对立起来

是不妥的。词义也是对客观的反映，也是一种认识，同用词语、

语句表示的认识比较起来，它的特点是用词来表示（ 即“ 词

化”）。上面引述的《 现汉》《 辞海》对这几个词的解释，是人的

划界，人的认识，也是这些词的词义内容。同“ 春”“ 夏”“ 秋”

“ 冬”这些词一样，这些词集积着人们的多种认识，它的内容并

不是单一的、统一的。从这些词如实地、辩证地反映相应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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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发展阶段来说，它的语义有模胡性。人们根据经验、科学认

识对这些词表示的年龄界限作术语性的划分，其界限可以是很清

楚的。这两方面是人们对人的生理阶段的变化的有联系但又是有

区别的认识。人们认识的发展可以使划分的标准越来越科学，但

这也只意味着对界限不明的东西测量越来越精确，界限不明仍是

存在的。同表示季节的词不同的是，人的生理阶段会随着社会经

济文化条件的改善而变化，在古代，“ 人生七十古来稀”，５０岁

应该算老年了，而现代人则倾向于进入６０岁才算老年。术语性

显得细节上都很精确，但它的规定可以界限明确， 对辩证地反映

客观渐进的变化来说，它又是有局限的。列宁说：“ 所有的定义

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

各方 不可把术语性的规定当作语义的唯一内容，并面的联系。”

据此讨论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５、颜色词的模胡性

综观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它们词义的模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是不同语言往往有不同的颜色词，几个方面 它们对光谱

的切分有很大的差异。如：

其次是不同语言对同一颜色的不同色彩表示不同，如汉语说“ 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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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ｄ得发青（ 紫）的脸”，英语则说Ｈｉｓ　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ｂｌｕ ，直译

是：他的脸冻得发蓝。再次是不同语言对同样的东西可能用不同

６（ 黑面包的颜色词来表示。如俄语ч ），英语说ｂｒｏｗｎ

ｂｒｅ（ａｄ棕色面包）。

在一种语言中，颜色词意义的模胡表现在颜色词之间的界限

模胡，有中间过渡状态。如红一橙一黄一绿⋯⋯之间都有中间过

渡的状态。同一颜色还有深浅、明暗、色调等方面的变化，在说

明一种颜色时，既难以概括，又难以具体描写。如绿，《 现汉》

解释为“ 像草和树木茂盛时的颜色”，但各种草和树木的颜色是

不同的，又有变化的《。 辞海》解释“为 青中带黄的颜色”，带黄

的程度如 。何？也不清楚

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同颜色可以从光

。谱上明确划开，原来语义模胡的颜色词变为语义精确的词了

如说“ 红是０．７７－０．６２２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

“ 橙是０．６２２－０．５９７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 黄是

０．５９７－０．５７７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我们认为，

应该分清颜色词的术语义和普通义。普通义和术语义有联系但并

不相等。颜色词普通义反映的是人们眼睛感受到的颜色的特征，

它的术语义讲的是精密仪器测定的作用于眼睛的光的不同波长。

不能否认普通义反映的特征也是颜色词的词义内容，在日常生活

的应用中，颜色词的普通义更起作用。

６、对词义模胡的不同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指出语言语词的模胡的性质。例如英国

语言学家琼斯说：“ 我们大家（ 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

说话和写作时常常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

原则，这并不妨碍我们所用的词是非常有用的”。沙 夫说“： 如

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模胡性实际上是所用语词的一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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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客观实在中的事物现象，比任何分类和任何表示这种分类

的语词所能够表现的东西，都要丰富得多，都要有更多的多面

性。”美国电子学教授扎德说：“ 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

部分是模胡集而不是非模胡集的名称（。”《 模胡集》，１９６５）这些

学者都认为语言中语词的意义多数是模胡的。也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语义模胡应限于语义界限不清的那部分词，“ 边界不明显是

模胡语义的本质 ，” 或者只限于指语义有相对性的那些词，“ 相

对性是 。我们认为，应该允许从不同语义模胡的根源和本质”

方面、不同角度对语义模胡的问题进行探讨，这对认识词义的性

质是很有帮助的。实际上，不同的学者已经提出和分析了不同的

语义模胡现象。例如在第二章中我们谈到，里奇认为词的概念义

人们对事物特征的了解是所含特征本质上是有定的， 无定的、开

放的，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成分，还是一

个含蓄特征而犹豫，里奇认为，这种模胡是语言所特有的。我们

认为，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常常也难以划清。如“ 成

家”《， 现汉》解释为“（ 男子）结婚“”（， 男子）”处理为结合词

语“；出嫁”《， 现汉》解释为“ 女子结婚“”，女子”处理为词义

成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语义模胡现象，我们将在本章第三部分

讨论。

二、词义模胡的词的释义

绝大多数是我们分解释词义模胡的词所用的释义模式， 析过

的。但有些特点也值得注意。

借助这些１、在释义中使用其他词义模胡的词， 词来说明意

义。如：

深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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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小

两点之间的距离长 大

两点之间的距离小短

这里“ 深、浅、长、短”的释义，都借助于词义模胡的“ 大”

“ 小”来说明。又如：

立春以后若早春 干天

临近晚上的时候傍晚

上述二词的释义，借助于表示不定量的“ 若干”“ 临近”来说明。

２、列举多个可能的解释。如：

夏季一年的第二季，我国习惯指立夏到立秋的三个月

时间。也指农历“ 四、五、六”三个月。

下午　　　　从正午１２点到半夜１２点的一段时间，一般也指

从正午１２点到日落的一段时间。

上面我们说过，对这些时间词的不同解释，正是这些时间词之间

无明确界限的一种表现。

３、用比较的说法。如：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

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小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

或不及所比较的对象。

上述释义中用“ 超过”“ 不及”的措词，就是一种比较的说法。

４、循环定义。利用两个或少数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互相

说明意义。如：

春天　　　　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

冬天　　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

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把“ 黄色（ ”解释为“ 光谱

上的一种基本颜色，介乎橙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把“ 绿色

）”解释为“ 介乎黄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这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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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循环定义

如何恰当地解释词义模胡的词的意义也有讨论。

《 现汉》把“ 黄”解释为“ 像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一

种意见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科学，这些花只是黄色的一种，各种黄

色并不相同。用某个具体物的颜色给意义十分概括的颜色词下定

义，逻辑上不妥当，例如我们不能将“ 马”定义为“ 赛马场上比

赛的动物” 。我国的词 ⋯⋯的颜色”的方书多用“ 像（ 某物）

式来解释颜色词的意义。在第六章中我们说明这属准定义式的释

义方式。不仅是颜色词，其他好多表性状的词（ 如：甜，像糖和

蜜的味道。膻，像羊肉的气味）也是用类似的方式解释意义的。

这种说明是有逻辑根据的，它用准上位词（ 颜色、味道等）说明

种差部分的词语用个别体现一般的了被释词意义的类别， 方法说

明了“ 黄”（ 或“ 甜”“ 膻”）的性状，它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不

可能提供“ 黄”“ 甜”等的全部信息），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这同

把“ 马”解释为“ 赛马场上比赛的动物”的情况不同。“ 马”是

表名物的词，要用“ 种差＋类词语”的定义式释义方式来解释，

而恰当地解释表名物的词，要选择恰当的类词语，要说明某些一

般的、本质的特征（ 种差），上述对“ 马”的解释，“ 动物”虽可

充当类词语，“ 赛马场上比赛的”却不是“ 马”的重要特征（ 而

且释义词语中出现了被解释的词），因此，对“ 马”的这种不当

的解释不能证明上述对“ 黄”的解释不恰当。

具体解释词义模胡的词，要 的正确、周到。如对注意措词

“ 黎明”一词，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解释：

《 新华字典》作：天快亮的时候

《 学习字典》作：天刚亮的时候

（ 现汉）作：天快要亮或刚亮的时候

“ 黎明”虽是一个时间变化过程，但一般理解是天开始亮了的

时候。毛泽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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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黎明者，天刚亮也。”反映了一般人的理解。“ 黎明”一

词在汉代就出现了《。 史记·高祖本纪》“：沛公乃夜引兵还，黎

明，围城三匝。”司马贞索隐“：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

“ 比”相当于“ 到”，“ 比至天明”，即到天亮。如果把“ 黎明”

解释为“ 天快亮的时候”，则指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不符合

一般对“ 黎明”的理解。

三、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

先看例子。

成 （ 男子）结婚家

女出嫁 子结婚

（ 老人）身硬朗 体健壮

经济繁景气 荣

上面划杠的词语，《 现汉）有的用括号，有的不用括号。用括号，

处理为这个词的常用的结合词语；不用括号，处理为词义成分。

是词义成分还是词的结合词语，二者难以绝对划清界限，这也是

一种重要的词义模胡现象。

语法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是结合词语。如李临定在《 现代

汉语句型）中说（ 该书第３页）：

在句子里边动词和表示施事的名词的结合，常常可以说是

无限制的，比如“ 吃”，可以和一切动物名词结合，“ 死”

只可以和一切动物和植物名 词结合。但是有些动词 和有限

的名词结合，比如一些表示动物吼叫的动词可以结合的名

词就极少。如：

狼嗥　　　　虎啸　　　　马嘶猿／鸟／鸡啼

词典学家处理这个问题有分歧。正如兹古斯塔在《 词典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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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所说的（ 见该书５０－５７页）：

我们也许可以把词的使用范围看作词义的第三个基本

成分。（ 按：其他两个成分为指称成分，即所指内容、所

指对象；附加含义，即不同的风格、感情色彩等）⋯⋯英

语 ｃｏｒｎｅｄ一词作“ 腌”解时，其使用范围非常有限，通

常在现实生活中只用来修饰牛（肉 ｃｏｒｎｅｄ　 ｂｅｅｆ咸牛肉）。

汉语的“ 白皑皑”也只能用来修饰雪。⋯⋯在某种意义上

说，词的使用范围受到“ 风格特点”“ 与语义有关的考虑”

“ 语法范畴”的限制。但是词典编纂者主要关注的是可以

看作有关的词的个别特性，在应用范围方面更具体的限

制，这些限制条件似乎经常和所指内容的核心特征相交叉

（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认为（ 词的）使用范围（ 按：

在经过严格限定意义上讲的使用范围）是词义本身的构成

成分，这种意见并不是所有语言学家都会接受的⋯⋯即使

词典编纂者认为（ 词的）使用范围不是词义本身的构成成

分，他也必须把它看作是有关的词怎样使用的具体规则，

看作是该词的所指意义的一部分，结果反正是一样。

词的结合能力、词可以结合的词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如语法性质的制约，逻辑（ 一般事理）的制约，受习惯上某种

结构（ 格式）的制约（ 非自由义），还受到语体风格的制约。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结合词语“ 同所指内容核心特征相交叉”

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从汉语一些表动作行为的

词要求特定的施动者，表性状的词要求特定的适用对象的情

况，看它们的发展过程。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本义就要求特定的施动者，一直保

持到现代。如“ 娶”，《 说文》“：娶，取妇也。”《 书·益稷》：

“ 娶于涂山“”，娶”要求的施动者是“ 男子”，一直到今天也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9

如此“。嫁”也一样《， 说文》“：嫁，女适人也。”《 诗·大雅·大

明》：“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这个本义一直存在

到今天，要求特定的施动者“ 女子”。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来要求的施动者是多类事物，发展

到今天习惯上只要求某类的施动者。如“ 嗥”，原可泛指吼叫。

（ 广韵·豪韵》“：嗥，熊虎声。”《 左传·襄公十四年》“：狐狸所

居，豺狼所嗥。”唐鲍溶《 壮士行》：“ 砂鸿嗥天末，横剑别妻

子。”在今天“，嗥”所要求的施动者习惯上是“ 豺狼”。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有多义，某义要求某类施动者，发

展到今天这个意义成为基本义。如“ 嘶”，原有“ 发声沙哑”

（义《 汉书·王莽传》“：莽为人⋯⋯露眼赤睛，大声而嘶。”），

又有“ 马鸣”义（ 北周庾信《 伏闻游猎诗》：“ 马嘶山谷响”，

唐温庭筠《 菩萨蛮》：“ 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又指

“ 虫鸟声凄切幽咽（”宋苏轼《 青溪辞》“：雁南归兮寒蜩嘶”。），

发展到今天，“ 马鸣”成为基本义，它要求特定的施动者

“ 马”。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来要求的施动者比较宽泛，但在某

个时期又要求特定的施动者。如“ 死”《， 说文》“：死，澌也，

人所离也。”《 方言》“：澌，⋯尽也。”《 书·康诰》“：暋不畏死，

罔弗憝。”又古代又曾用以称年少者或庶民、下级官员的死亡。

《 周礼·天官·疾医》“：死终则各书其所以。”郑玄注“：少者曰

死，老者曰终。”（ 礼记·曲礼下》：“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

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死”在今天所要求的施动

者则很宽泛。

有的表性状的词原来有确定的适用对象，发展到今天，适

“ 好，美也。”用对象宽泛了。如“ 好”，《 说文》： 段注“：本谓

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好”原指女子貌美《。 战国策·赵策

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于纣“。”好”在今天的适用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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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宽泛的。再如“ 宽”，原指房屋宽敞。《 说文》：“ 宽，屋宽

大。”后来适用对象不限于房屋了，物面积大都可说宽。

我们认为，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特定的一类物作为施动者

的，把所要求的特定的一类施动者看作词义成分比较合理，如

“ 娶”所要求的“ 男子”“，嫁”所要求的“ 女子”“，嘶”要求

的“ 马”等；表性状的词要求特定的一类物作为适用对象的，

把所要求的特定的一类物作为词义成分比较合理，如“ 硬朗”

所要求的“ 老人”，“ 白皑皑”所要求的“ 雪”。这类词是词义

成分制约着该词的结合词语。要求的施动者很宽泛的表动作行

为的词，要求的适用对象很宽泛的表性状的词，它们的结合词

语一般只受词的逻辑意义和语法特点的支配，不存在词的结合

词语同词义成分界限不清的问题。要求的施动者有多类但不是

没有限制的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的适用对象有多类但不是没

有限制的表性状的词，存在词义成分和结合词语界限模胡的问

题。如：

返航（ 轮船或飞机）驶回或飞回出发的地方

流动（ 液体或气体）移动

稀朗（ 灯火、星光等）稀疏而明朗

荒疏（ 学业、技术）因平时缺乏练习而生疏

上述释义括号中的词语，看作词义成分或词的结合词语都有理

由，正是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界限模胡的地方。表动作行为

的词要求的关系对象有多类但又不是没有限制的情况同此相似。

如：

探问　　试探着询问（ 消息、情况、意图等）

肃清　　 坏事、坏思想）彻底清除（ 坏人、

这种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互相制约，界限难分的现象，

莱昂斯也有具体的论述。他说：“ 词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是

词位意义的一部分。如说明ｂｏｎｄｙ（ 两腿向外弯曲）的意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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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一难不联系它结合的ｌｅ（ｇ 腿）（ 通常用多数）。” 个词

经常同某些词语组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语的内容“ 压缩”（ｔｏ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　ａｔｅ）到该词的意义之中。如ｄｒｉｖｅ（ 驾驶）经常同ｃａｒ

ａ／ｔ（ 小汽车）连用，使“ ｈｅ　ｃａｒ“”　ｂｙ　ｃａｒ”的意义压缩到ｄｒｉｖｅ之

　ｄｒｉｖｅ　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Ｉ？”（ 是你开（ 车）还是我开中。“如 Ｗｉｌｌ　ｙｏｕ
（ 车“）？）Ｈｅ＇　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ｕｐ（　ｂｙ　ｃａｒ）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 他正开（ 车）

来伦敦。）莱昂斯指出了词的结合成分有可能转化为词义成分这

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有相反的情况，由于结合词语的扩大，使

原被视为限制词的使用范围的词义成分不再有效，因而消失，上

面谈到的“ 好”“ 宽”的古义变为今义就是这种情况。

词义 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互相制约， 时又能互相转化，少

数界限清楚，多数情况下界限不清的现象，还未引起足够的注

意，值得深入地探讨。

附 注

①参看伍铁平《 模胡语言学再探（》《 外国语》 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②参看吴竑《 模胡性思维探讨》（《 江汉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又《 新华文摘》１９８７

年第２期）。

③伍铁平《 模胡语言学初探》（《 外国语》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列宁《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见《 哲学笔记》２８５页，人民出版社

３年。１９６

兹古斯塔主编《 词典学概论》，３５页。

石安石《 模胡语义及其模胡度》（《 中国语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符达维《 模胡语义问题辨述》（《 中国语文》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列宁 ２８５页。《 哲学笔记》

。同

。同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６０页。

参看伍铁平《 论颜色词及其模胡性》（《 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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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参看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再探》。

沙夫《 语义 ３６２页。学引论》

。同

同 。

转引自伍铁平《 论颜色词及其模胡性质》（《 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同

Ｊ．　ｌ ⅡＰ．　６１３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 ．ｃｓ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Ｐ． ２６６．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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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词 群

一、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

１、索绪尔、巴利的观点

关于语言是一种结构、一种系统的观念，可以溯源到洪堡（Ｗ·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莱 。一般认为第一个完整布尼茨（Ｌｅｉｂｎｉｚ）等人

地提出这种思想的是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各个元素

组织起来的系统。他对词汇中词的联想关系作过描写。他说词可

以通过各方面的联想而把其他许多词汇聚在一起，成为联想系列；

：引起联想的那个词，成为星座的中心。下面是他举的一个例子

（ 见下页）

乌尔曼解释这些词的关系是：左行是词干相同，意义形式相似，中

左行是同义词，中右行是用同样的附加成分从动词构成抽象名词，

。右行是形容词和副词结尾部分偶然相同

索绪尔的学生巴（利 Ｃｈ·　Ｂａｌｌｙ）发展了他的观点，把索绪尔所

说的联想系列缩小范围，提出一个词的纯意义的联想的聚合，叫联

：想（场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ｆｉｅｌｄ）。“如（ｏｘ牛）”一词可以从三方面去联想

（１）ｃｏ（ｗ母牛 ｕ（ｌｌ公牛），ｃａ（ｌｆ小牛），ｈｏｒ（ｎｓ角），ｒ），ｂ ｕｍｉｎａｔ－

ｉ（ｎｇ反刍），ｂｅｌｌｏｗｉｎ（ｇ吼叫）等

（２）ｔｉｌｌｉｎ（ｇ耕种 ｕｇ（ｈ犁），ｙｏｋ（ｅ上轭）等），ｐ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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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ａｎｃ（ｅ耐劳），ｐａｔｉｅ（（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力量），ｅｎｄ ｎｔ坚韧），ｓｌｏｗ－

ｎｅｓ（ｓ迟钝），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笨拙），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ｙ服从）等

乌尔曼解释巴利的联想场说：词的联想场由复杂的联想网络构成，

有些是由于所指类似、相近，有些是由于意义有联系，有些是由于

名称有联系，有些是由于名称、意义都有联系。这样的场是开放

的，虽然其核心部分由不同的人联想起来可能大部分是一致的，但

。有些联想必然有主观性

后来的学者认为联想可以根据心理的经验，也可用纯语言学

方法来建立：收集最明显的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音义相近的

词，经常出现在同一组合中的词，等等。有人用这个方法为法语的

Ｃｈａｔ（ 猫）建立一个联想场，共包含２０００个词，其中３００个是

核心的。

２、易普森、特里尔、维斯盖别尔的理论

词汇（场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语义（场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有人也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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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ｓ）理论的出现使词汇系统问题的研究深入了

一步。这个理论是由德国学者易普（森Ｇ　·　Ｉｐｓｅｎ　）、特里（尔 Ｔｒｉｅｒ）　、

维斯盖别尔（ Ｗｅｉｓｇｅｒｂｅｒ）等人提出并加以发展的。易普森１９２４

年提出语义场的概念 。他认为，在语义场中，词就像拼成一个东

西的片状物那样存在。人们经验的粗糙的感受在场中是用独特的

方式来分析和提炼的。在这方面，各个语言不相同，各个时期也不

相同，表现 。特里尔在１９３１年提出词汇场出不同的价值和标准

的概念。他认为词汇场是词汇的各个部分，在场中，每个成分都同

其相邻的成分相制约，因此，“ 一个词汇成分的意义只有通过联系

同它相邻、相对立的词汇成分的意义才能加以确定” 。特里尔考

察了高地德语中世纪（ 约１２００年）和一个世纪以后的一个表智力

的词汇场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的变化。这个场原

由“ ｗｉｓｈｅí“ｔ”ｋｕｎｓｔ”“和 ｌｉｓｔ”组成，在现代德语中，它们的意思分别

是“ 智慧、才智“”技术、技艺“”灵巧、技巧”。但原先它们有完全不

同的意义和色彩“。ｋｕｎｓｔ”指显贵们的高贵的学问“，ｌｉｓｔ”指非显贵

的一般的技巧、技艺，而“ ｗｉｓｈｅｉｔ”则可以用来代替二者，并指示人

的各方面的智慧，包括神学的和世俗的。经特里尔的一个学生的

研究，新的词汇场大约在１３００年形成，这是由社会变革引起的。

“ ｗｉｓｈｅｉ“ｔ”ｋｕｎｓ“ｔ”ｗｉｚｚｅｎ”组成了新的词汇场“。　ｌｉｓｔ”退出来了，因

为它原带有轻蔑的感情色彩，现在不用了。“ ｗｉｚｚｅｎ”加了进来。

但这个场不只是换了成员，原来推崇封建显贵和蔑视平民的色彩

消失了“。ｗｉｓｈｅｉｔ”不再指示人类一般的智慧，而用来专指宗教的、

。
有神秘色彩的经验“，ｋｕｎｓｔ”用来指知识“，ｗｉｚｚｅｎ”用来指技艺

特里尔认为词汇场中一个词意义的变化会引起场中其他词意

义的变化，这是存在的。但不能把这个观点绝对化。当代学者列

拉（尔 Ａ　·　Ｌｅｈｒｅｒ）批评这个观点说：特里尔的这个理论包含两个假

设（：１）语义场中不存在意义交叉（，２）语义场中没有空（缺ｇａｐ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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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合语言事实 。艾奇逊（　Ｊ　·　Ａｉｔｃｈｉｏｎ　）说“：倘若认为聚集在整

个词汇场里的所有词项都像拼花地砖一样，块块平滑合缝，那是错

误的。实际上聚集着一群词，虽然彼此间都有联系，但不是排列得

整整齐齐的，有些词义是重叠的，有些是界线不清的，也有缺位空

白的。”

现代学者也批评了特里尔理论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沙夫说：

“ 按照特里尔的看法，语言‘创造’实在。语义场是一个给定语言词

汇（系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ｓｔｏｃｋ）的一部分，语义场是内在地一致的，并且是和那

些它们所联结的其他‘场’严格地区分的。像欢乐、衣服、天气这样

一些‘场’是如何形成的，这决定于有关的语言的性质。这样，‘语

义场’就在一个给定的语言中构成了一幅世界的图画和一种价值

的尺度。”沙夫认为这“是 这种或那种‘世界观’依赖于语言的选择”

的唯心主义的想法 。苏联语言学者也批评了特里尔的语言学使

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概念成形、语言影响思想、在人和世界当中

存在一个概念的“ 中间世界”等唯心主义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

排除唯心主义的束缚，使他的理论得到正确的发展，在现代语义学

。中是会有积极成果的

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学者维斯盖别（尔 Ｌ　·　Ｗｅｉｓｇｅｒｂｅｒ）重新阐

述并发展了特里尔的理论。莱昂斯认为可以把他们的理论叫做

“ 特里尔 。维斯－维斯盖别尔理（论 Ｔｒｉｅｒ　－　Ｗｅｉｓｇｅｒｂ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盖别尔在他５０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对“ 场”理论的论述更加广泛和

深入，显示了用这个理论来研究现代德语是有效的。他的某些研

究超出了语义学的范围，他认为词汇和语法二者都寻求组织人们

经验的方法，在人们和世界之间加入一个语言的屏幕（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ｒｅｅｎ）　

３、学者的多种探索

莱昂斯根据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提出“ 场”的分析比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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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ｃｏｎｃｅ法 。他说，一个词指示一个概念 ｐｔｕａｌ　ａｒｅａ），一种语言的

所有某方面的词组成一个词汇场，这些词所指示的概念区合起来

成为一个概念（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词汇场遮（盖 ｃｏｖｅｒ）概念场。

进行历时比较，有５种可能，并图示如下：

（Ⅰ）表示某一词汇场中的词 Ⅱ）及它们的意义关系都没有变化。（

表示词汇场中部分词变化，但它们的意义关系没有变化。（Ⅲ）表

示词汇场中的词没有变化，但概念场的内部结构有某些变化。

（Ⅳ）表示词汇场中一个或多个词已被更换，概念场的内部结构也

发生了变化（。Ⅴ）表示词汇场添加或失掉了一个或多个词，概念

场的内部结构也有变化。莱昂斯认（为 Ⅰ）　（Ⅱ）两种情况比较简单，

（Ⅲ（）Ⅳ（）Ⅴ）三种情况用场的理论能恰当地加以说明，而传统的

对语义变化研究的原子主义观（点 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则可能曲解

这些情况。

·　 ·　苏联学者乌菲墨洁（娃 ）在《 词汇体系研（究 据

英语材料）》（１９６２）一书中对古英语和现代英语“表 地”的词汇－语

－义词（群 ）作了比较研究。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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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时期词群中词的成员和表示的意义。莱昂斯上述设想同她

的分析方法比较接近。她的分析具体、细致。下面介绍她归纳的

。两个时期词群中所包含的成员及表示的意义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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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表“ 地”词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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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词群成员的变化、意义的发展以及同义词语的组成情况。

五六十年代，法国学者马托（列 Ｇ　 ·　 Ｍａｔｏｒé）提出从社会标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分析词汇的场的理论。他说，我们研究词，不把它

看作孤立的对象，而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成员。我们从社会结

构分析出发，对这个整体作有层次的分类。他考察了政治、社会、

新闻、商业、工艺、艺术、科学、法律、运动和其他部门的词汇。他想

。从研究词汇来解释社会。他把词汇学当作社会学的一种训练

有些语言学家致力于制定一个词汇的概念分类，使它能适用

于各种语言、不同时期甚至是不同个人的词汇。这样，把它们加以

。比较就是易事了

差不多和特里尔同时，德国学者波兹格（ Ｐｏｒｚｉｇ）提出一种建

立在词位组合关系上的语义场的理论。他特别注意到名词和动

词、名词和形容词之间内在、固有的意义联系。如牙－咬、舌－舔、

狗－吠、头（发 ｈａｉｒ）－亚 。它们组成了语义场。一麻（色 ｂｌｏｎｄ）等

般认为，波兹格“的 场”的理论是建立在组合关系上的，同主要是建

立在聚合关系上的特里尔的词汇场理论看似矛盾，其实是相互补

充的。

在五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沙克里特（奇 Ａ　·　Ｓｈａｉｋｅｒｉｔｃｈ　）试图从

组合关系研究语义场。他认为，语义上有联系的词应该在上下文

中共同出现，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词在上下文中经常一起出现，

那么它们意义必定有联系。他从乔叟（　 Ｃｈａｕｃｅｒ　 ）　 、莎士比亚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和其他英国诗人的词语索引词典中挑选出许多形容

词，用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研究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词群不是根据意义来划分，而是严格地按照形式上的标准，其成员

却呈现出意义上是有关的。例如ｆａｉ（ｎｔ虚弱的）、ｆｅｅｂｌ（ｅ无力的）、

ｗｅａ（ｒｙ困乏的）、ｓｉ（ｃｋ有病的）、ｔｅｄｉｏ（ｕｓ沉闷的）和所有表示健康的

词组成了一个词群。ｔｈ（ｉｎ薄）、ｔｈｉ（ｃｋ厚）、ｓｕｂｔ（ｌｅ稀薄的）组成

一个词群。他的成果证明，纯用共同出现的形式上的标准，可以作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2

。为划分意义上属于相同范畴的词的根据

二、词群的描写

１、词语的分类

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事物现象的各种性质，认识到它们的特

点和共性，因而能将事物现象加以分类，这是人类很早就发展起来

的思维能力。语言的词语是反映事物现象的，人们也很容易把对

事物现象的区分应用于对词语的区分。我国古代童蒙的识字课本

（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 史籀篇》，秦汉有《 仓颉篇》《 爰历篇》等，

现只传下汉代史游的《 急就篇》），就有将文（字 也就是当时的词）按

事物的门 如《 急就（类 如衣服、饮食、器物、草虫等）归在一起的。

篇》把表乐器的（字 词）编在一起：

竽瑟空侯琴筑筝，钟磬鞀箫鼙鼓鸣。

我国古代第一部汇集解说先秦典籍词语材料的词典《 尔雅》也

是根据义类编排的。其中不仅有事物的类的汇集（ 如《 释畜》下又

分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和六畜），而且有大量的同义近义词

语的汇（集 如《 释诂》中收录的各组同义近义词）。这种按义类编排

词语的方法，成为我国辞书编纂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代模仿《 尔

雅》体例“的 雅”书出现了不少。如汉代佚名的《 小尔雅》、魏张揖的

《 广雅》、唐陆佃的《 埤雅》、明朱谋玮的《 骈雅》、方以智的《 通雅》等。

这些书按类汇集了丰富的语词材料，有不少同现代所说的主题词

（群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是一致的。但这些书处理的主要是古语词，

大都是为训诂通经服务的，并没有从中探讨语言词汇系统、词汇

结构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书的编者还未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便于写作、语言应用，人们还编出了帮助挑选词语的义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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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９世纪初中期英国学者罗格特（ Ｐ·Ｍ·

Ｒｏｇｅｔ　）花５０年时间独力编成的《 英语词汇宝库》（Ｔｈ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全书立抽象关（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空（间 ｓｐａｃｅ）、物（理 ｐｈｙｓｉｃｓ）、物（质 ｍａｔｔｅｒ）、感（觉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智力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意（志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感（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等８大类，１０００个子目。

可以说全书根据意义对语言整个词汇作了划分。但这部辞典也未

提出探讨词汇体系、词汇系统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哲学关于事物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观念影响

下，在人们对语言事实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学者们认识到组

成语言各方面的要素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提出了语言是一种

结构、一种系统的观点。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语义场、词汇场的

理论。人们注意到各种语言的词汇、各个时期的词汇，不仅成员不

同，而且其间意义关系也不同，语义结构也不同，词汇成员之间的

意义能够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西方语言学者语义场、词汇场的理

论已如上述，在我国，对这种学说已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并开始了

有益的探讨。

我们把词汇场、语义场改称词群，以适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词

群并不是预先安排的，而是在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中形成的。人们

对词群的说明是逐步深入的。起先是把相同、相近、相关、相属的

词语归类，进而又说明其间的意义关系，如同义、上下位、整体部分

关系等。探讨词群成员间意义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是进一步的要

求。这需要更细致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任何有说服力的成果都

需要艰苦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词群成员的意义关系，词

群的组成类型，即着重讨论词群的静态描写。

２、词群的主要类型

词群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划分，可以大可以小。兹古

斯（塔Ｌ　·　Ｚｇｕｓｔａ）说“：表示客观世界⋯⋯一个领域的各个单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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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单位就是在语义上有关联的词（ 词汇单位）：表示亲属和家

庭关系的词，法律术语，表示海上生活的词，表示友谊和爱情的词，

或任何用同样的方式组成的一类词。”

我们主要根据词群成员的意义关系来给词群分类。主要类型

有下面几种。

（１）同义近义词群

词群成员最少是两个。不同意义的词群组成成员的数量不

同，不同时期词群的成员有不同。它们以意义基本相同而联系，又

因意义有细微差别、语体色彩、感情色彩有差别，用法有差别而独

立，这也是各个成员存在的条件。如果词群中出现了绝对等义词，

则其中之一就有被排斥 文法－语法 维他的可能，如母音－元音

命一维生素，后一个已完全排斥前一个，或在使用上占绝对优势。

下面举两个古今汉语词群成员不同的例子。

宋以前“，鸡卵”“和 鸡子”为同义词《。 吕氏春秋·明理》“：鸡卵

多卵段（”卵段，卵不孵化）《。 三国志·诸葛恪传》“：愿太子吃鸡

卵。《” 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功易于泰山破鸡子，轻于驷马载江

鲤“。”卵”称“ 蛋”始于宋。最初用“ 弹”字，后作“ ，再作“ 蛋”。宋

以后“，鸡子”“和 鸡蛋”为同义词，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鸡子”“的 子”

。儿化，“故 鸡子儿”“和 鸡蛋”为同义词

关于表死亡义的同义词群，古今有很大的不同。《 礼记·曲

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

死。”这说明先秦出现过表示不同地位的人的死亡用不同的词的现

象。现代表示死亡的词，如死、死亡、去（世 通用书面、口语，感情色

彩中性）、逝（世 褒）、与世长（辞 书面语、褒）、挺（腿 口语词，贬）等比

较，其构成完全不同。《 礼记》记载的词群的成员是按照人的地位

相区别，现代表示死亡词群的成员主要是按照语体色彩、感情色彩

等相区别。

同义近义词群可以被包含在更大的词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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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层次关系词群

这是词群中最重要的一种，又有不同的情况。

１）上下位关系词群

：莱昂斯用下图形象地表示上下位关系的词群

这是一个树形图，字母表示存在的词。在线的上方的是上位词，在

下方的是下位词。虚线表示可能分出更低一级的下位词。树根的

中表示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不存在一个词，它可以替之以准上位词。

许多学科对事物的分类，如对动物、植物的分类，是严格的上下位

概念系统，其中许多概念是用词表示的，也包含有词的上下位层次

关系。如（：见下页图）

日常应用很少使用专门术语，只使用通用的概念，因此“ 植物一豆

一大豆”可以构成上下位层次关系的词群。

古今汉语表示同一事物现象的上下位层次关系词群往往相差

很大。如据《 尔雅·释畜·狗属》所记，先秦表示狗的词群有这样一

些词：

犬生三，猣；二，师；一，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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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毫，狗。

。长喙，猃。短喙，猲

绝有力，狣。

尨，狗也。又《 说文“》：尨，犬之多毛者。”

根据这些说明，这个词群组成如下：

狗（ 在指没有长毛的小狗的意义上）

猃（ 长嘴的狗）
犬

（猲 短嘴的狗）
（ 狗）

狣（ 强壮有力的狗）

（尨 多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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猣（ 狗一胎生三子，狗仔称猣）

师（ 狗一胎生二子，狗仔称师）

（ 狗一 ）胎生一子，狗仔称

这同现代汉语“以 狗”为上位词，按品种可分狼狗、哈巴狗，按用途

可分猎犬、军犬、牧羊犬等词群的构成大不相同。大狗、小狗等已

用词组表示，不再用单个词表示。

２）整体部分关系词群

数词是一个典型的整体部分关系词群，大数是整体，小数是部

分，可以图示如下

大地区名和所属的小地区名、器物的整体名称同各部分的名称、大

的时间单位和小的时间单位之间，都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组成了

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层次词群。

古今汉语表示同一事物现象的整体部分关系词群往往不同。

据《 尔雅·释器》记载，古代表衣服各部分的名称同现代完全不同。

如“ 袸。”可以比较：黼领谓之襮。缘谓之纯“。”衱谓之裾。衿谓之

说明如下：

黼领 缘 衱

纯襮 裾

衣 ： 衿

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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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相 交领＊

间斧形 大襟

花纹的衣领

＊古代衣服领襟相连，故称。

古今衣服形制装饰有不同。现代已没有专门表示某种花纹衣领的

词。用“ 带“”、带子”称系衣裙的带，而这两个词又不专用于衣服。

其他部位相同的，名称却变了。表示整体的名称也由“ 衣”变“为 衣

服”。

再如，据《 尔雅·释宫》记载，古代屋子四角有专门的名称“：西

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窔。”这

同现代的称法也大不相同了。可以比较说明如下：

室： 屋漏 宦 窔奥

（ 西南） （ 东南）隅隅 （ 西 （ 东北）隅北）隅

屋子： （ 西北）（ 西 （ 东南）角南 角 （ 东北））角 角

角 角落 角落角落 落

古代表示室内四角从用专名到单“称 隅”，现代则“说 角“”角落”，需

分方位时加方位词修饰语。整体的名称也“由 室”变“为 屋子”。

３）等级关系词群

这是指社会组织机构（ 行政、军事等方面）上下级职位名称组

成的词群。它们也是有层次的，不过这反映的是社会形成的地位

的层次。

古今汉语等级词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以官职来说，秦代中央、

：地方的建制主要是

衣服： 镶边 衣服的结带（ 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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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皇 帝

少府御左右 史 治粟太 廷尉尉

丞 大夫相 内史

（ 辅佐 （ 掌握 （ 掌 （ 掌山 （ 备顾刑（（ 辅助 掌 财

丞相） 海地泽 问）全国皇帝处 军 法） 政 经

政理 国 税） 济 ） 的

政 ） 收，供

皇帝本

人的费

用）

地方：

郡（守 掌
县令（长 掌

一郡政事）
一县 三（老 掌教化）政事，

郡（尉 辅佐
啬（夫 掌狱讼、赋税）万户以上

郡守并主军事）
称令，以下 游（徼 掌捕盗贼）

监御（史 监
称长）

视郡守）

上表只是大体说明秦的官职建制，从中可以看到这个词群成员的

名称和等级关系。历代官职建制名称都有很多不同，同现代的差

异就更大了。

４）亲属关系词群

这是亲属词组成的词群，各民族不同，各时期名称也有变化。

《 尔雅·释亲》所“记 妻党”的称呼同今天就明显不同：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

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母之昆弟为舅。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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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之男子为从母昆弟，其女子子为从母

姊妹。

下面以表说明其间的关系，并列出今名，以资比较：

（母 母亲）
外曾王父 外王父 （舅 舅父）

（ 外曾祖父） （ 外祖父） 从母昆弟
外曾王母 外王母 （ 姨表兄弟）

从母（ 姨母）
从（ 外曾祖母） （ 外祖母） 母姊妹
（ 姨表姐妹）

亲属词群所显示的层次关系是生物上“ 代”的接续关系。亲属词群

。是目前研究比较深入的词群

５）层次词群中同位的词的关系

处在层次词群中同一层次的词，词义有多种关系，可以从不同

角度来分析，主要有：

ａ．并列关系

如植物下豆科中的“ 大豆“”、蚕豆“”、豌豆”，古代表室内四角

“的 奥“”屋漏“”宦“”窔”，秦代地方官制乡官中“的 三老“”啬夫“”游

徼”，古亲属母党中同母亲同辈的“ 母“”舅“”从母”，等等。

英国学者格鲁（斯Ｄ　·　Ａ　·　Ｃｒｕｓｅ）具体地说明了同位并列关系中

一些词的意义联系 。他区分“出（链 ｃｈａｉｎ）　 ”，下又分线性的，如：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肩膀）、ｕｐｐｅｒａ（ｒｍ上臂）、ｅｌｂ（ｏｗ肘）、ｆｏｒｅａ（ｒｍ前臂）、ｗｒｉｓｔ

（ 手腕）、ｈａｎ（ｄ手）等；环状的，如：ｓｕｎｄ（ａｙ星期日）、ｍｏｎｄ（ａｙ星期

一）、Ｔｕｅｓｄａ（ｙ星期二）、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星期三）、ｔｈｕｒｓｄａ（ｙ星期四）、

、　Ｆｒｉｄ（ａｙ星期五）、Ｓａｔｕｒｄ（ａｙ星期六）。又区分“出（列 ｒａｎｋｓ）　 “”，列”

下又分“ （度 ｄｅｇｒｅｅｓ）”和“ （级 ｇｒａｄｅｓ）”。　ｂａ（ｂｙ婴儿）、ｃｈｉ（ｌｄ孩子）、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青少年）、ａｄｕ（ｌｔ成年人）“是 度”；ｆｒｅｅｚｉ（ｎｇ极冷的）、ｃｏｌｄ

（ 冷）、ｃｏ（ ”。同位并列ｏｌ凉的）、ｗａｒ（ｍ暖和的）、ｈ（ｏｔ热的）等是“ 级

的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构成成比例序列（ ｐｒｏｐ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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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ｅ母马） ｓｔａｌｌｉ（ｏｎ公马）
ｅｗｅ（ 母羊） ｒａｍ（ 公羊）

最简单的成比例序列由４个词组成，从任何３个可以推出第４个。

其构成条件是，４个词分组成两组对立，其对立的特征是一样的。

如上述两组词的对立都是马和羊的对立。

ｂ同义、近义关系

上面我们说过，同义近义词群可以包含在更大的词群中。从

词群的层次关系来看，同义近义词群是处在同一层次意义叠合、或

大部叠合的词。这里不再举例。

ｃ．反义关系

从词群的层次关系来看，反义关系是同位关系的特殊情况。

其构成的条件是，词的意义有矛盾关（系 “如 真“”假”），或处于反对

关系的两个极（端 “如 黑“”白”）。构成反义词的数量可以是一对一

（ 如君子一小人），可以是一对（多 如高一低、矮），可以是多对（多 男

人、男子一女人、女子）。古今汉语构成反义的词有变化，如古汉语

“ 苦“”甘”对（立 苦尽甘来），现代汉语“ 苦“”甜”对（立 忆苦思甜），古

汉语“ 朝“”夕”对（立 只争朝夕），现代汉语“ 早“”晚”对（立 起早睡

晚）。

（３）非层次关系词群

许多表动作行为、表性状的词，在意义上有共同点、有密切联

系，可以组成词群，但各个词在意义上并非层次关系。对表动作行

为的词，可以用第四章讲过的“ 词义成分一词义构成模式”来分析

它们的意义。如现代汉语表示嘴部、嘴中器官活动的词主要有这

（些 有的释义据《 新华》）：

吃 用嘴嚼吞食物等（。《 新华》）

喝 吸食液体饮料或流体食物。（ 同上）

吞 整个地或成块地咽下去。

咽　　吞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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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 上下牙齿对着用力夹住或弄碎东西（。《 新华》）

吐 胃里的东西从嘴里涌出来。（ 同上）

吸 生物体把液体、气体等从口或鼻孔引入体内。

吹 合拢嘴唇用力吐气（。《 新华》）

舔 用舌头接触东西或取东西。

吻 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喜爱。

根据上述释义，可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

模式”的框架说明它们的意义。释义中描写行为的角度、强调的特

征、概括具体程度不同，在分析时可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于比较。

现统一把“ 人、动物”等处理为施动者，嘴、牙、舌头等处理为动作

行为所用的器官，将上述各词分析如下（：见下页表）

可以看出，这些词的意义并无层次关系，但仍是有系统的。各个

词义构成模式不同，但是在一定词词义成分、 的项目、关系中变

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表示嘴或嘴内器官的行为，行为的关系对

象大都是各种形态的食物或其他物。不同在于行为的不同情况，

如“ 吃”有“ 嚼”“ 吞”两个动作，“ 喝”一般无“ 嚼”的动作，

“ 吃”的食物是固体，“ 喝”的食物是液体，“ 吞”的行为“ 咽下

去”有独特的“ 整个、整块地”的方式。“ 咬”“ 舔”“ 吻”等则

有特定的动作部位，“ 吻”还包含有一定的目的的内容等。词群

中各个成员表示的意义、整个词群所表示的各种意义，反映了现

代汉语“ 词化”嘴部、嘴中器官活动的特点。

（ 固体）
吃（ 嚼人、动物）

物

吸食喝（ 人、动物）

（ 固体食 ）
吞用嘴 食物

液 体 流 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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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咽下个
（ 人、动物） 地 （ 物体）

整 去块

咽（ 人、 吞食 （ 物动物 体））
用 上 下

夹住
牙

咬（ （ 物体）人、动物） 或弄
用 力 对

碎
着

胃里的 涌出
吐 从嘴里

来东西

从口 液 体 体 内或
吸　　生物体 引入

气体鼻孔

用
吹 合 嘴　（ 拢 唇　人、 吐 气动物）

力

接触 物
舔　（ 人、动物）用舌头

或 物取

表示
用吻（ 人） 嘴唇 接触 人或物

喜爱

表性状词可以用第六章讲的表性状词的“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

来分析它们的意义。如现代汉语表示“ 穷”这个性状的主要有这些词：

①缺乏生穷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贫穷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缺乏。

窘迫 ①非常穷困。

穷困 生活贫穷，经济困难。

穷愁 贫困愁苦。

困顿 ②（ 生活或境遇）艰难窘迫。

困苦 （ 生活上）艰难痛苦。

困难 ②生活穷困，不好过。

艰难 困难。

贫贱 贫穷，社会地位低下。

拮据 缺少钱。

穷酸 穷而迂腐（ 讽刺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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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贫穷困苦；生活资料不足。苦

贫苦（ 旧时多形容读清苦 书人）。

贫弱 贫穷衰弱（ 多指国家民族）。

根据上述释义，这些词的一般用法，可用表性状词“ 词义成分－

词义构成”的一般模式“（ 适用对象ｎ）＋对性状的说明措写ｔ

来说明它们的意义（ 同义词只列一个）：

穷 （ 人、 缺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集体、国家）

穷困 生活 贫穷

困难经济

窘迫 非常穷困

贫困穷愁 愁苦

生活、境遇 艰难（ 即穷困 困）顿 窘迫

生困苦 活 艰难（ 即穷困）痛苦

生活 穷困 不好过困难

贫贫贱 穷 社会地位低下

拮据 缺少钱

（穷酸 文人 迂腐） 穷

（ 痛苦清苦 　读书人） 贫穷

（ 国家 衰弱贫弱 民族） 贫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词很难说有层次关系。它们都有表

示缺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内容（ 尽管释义措词不同）。各词

意义的不同在于，或是表示的角度、重点、程度不同（ 如“ 穷”

重在适用对象缺乏物质资料，“ 穷困”则重在表示人的生活经济

状况，“ 窘迫”表示的状况比“ 穷困”程度重等），或是在表示贫

穷的内容外还含有其 中有愁苦义，他相关的内容（ 如“ 穷愁”

“ 贫贱”中有“ 社会地位低下”义），或是有特定的适用对象（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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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酸”一般用于文人 ，词群中各个，“ 贫弱”用于国家民族等）

成员表示的意义，整个词群所表示的各种意义，反映现代汉语

“ 词化”这种性状的特点。

（４）综合词群

在一个大的词群中，可能存在种种层次关系、非层次关系，

以及其他关系，可称之为综合词群。法国学者穆南（Ｇ．

。Ｍｏｕｎｉｎ）描写的法语家畜语义场可作为综合词群的一个例子

他分析了法语表示关于驴、马、骡、牛、山羊等１６种家畜的词，

描写了这个语义场的词汇系统。下面介绍表示关于牛的词汇系

统，以见一般。这个词汇系统包括不同的情况：

〈１〉有上下位层次关系的词：种名Ｂｏｅｕｆ（ 牛）是上位词，

包括下列下位词：ｔａｕｒｅａｕ ｖａｃｈｅ（ 母（ 公的）、ｂｏｅｕｆ（ 阉过的）、

的）、ｖｅ（ａｕ幼畜）、ＴＡＵＲＩＬＬ（ＯＮ公幼畜）、ＧＥＮ　 ＩＳ（ＳＥ母幼

畜）等。

〈２〉有牛的集合体名称：ｂｏｖｉ（ｎｓ牛）。

〈３〉有意义相关的词，如有关的动作行为ｖｅｌｅｒ（ 生小牛，

动词），豢养的地方ｂｏｕｖｅｒｉｅ．（ 牛棚），特别的叫声ｍｕｇｉｒ（ 牛吼

叫声），具体的豢养者ｂｏｕｖｉ（ｅｒ放牛人），肉ＤＵ　 ＢＯＥ（ＵＦ牛

肉），形容词的派生词ｂｏｖｉｕ（ 牛的）等。

有上述关系的词同样也存在于其他表有关家畜的词汇系统

中。兹古斯塔说：“ 一种语义特征可能在不止一个词的词义中出

现”，“ 一再出现的语义特征的数目越多，它们的模式越规则，词

汇的这一部分系统性就更明显。”

三、汉语几个词群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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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文昌话表示人头部各个部位的词群比较

常见有普通话、方言个别词词义的比较，词群的比较则罕

见。这里的做法也是一种尝试。收集材料分析排比后发现，表示

人头部各部分的词的词群是一个相当有系统的词群。它以整体部

位关系为主。整体部分关系有５层（ 如：头－脸－眼睛－眼球－

眼白），有些词中也有上下位关系（ 如眼皮－眼泡〔 上眼皮〕），

处在同一层次的是同位关系，同位关系中的同义词相当丰富，下

面列表说明（ 上行是普通话，下行是文昌话，文昌话有音无字的

才以国际音标记音，其他 Ⅱ、　Ⅲ、Ⅳ表示整体部分不标音，Ⅰ　、　

关系的层次）：

Ⅰ 头顶、——脸、 脑勺子、头发、头皮、双鬓、头

头——面、 顶、头枕、头 头毛、头皮、——

——额 眉 宇 、 颧 骨Ⅱ、脸 、 眉 毛 、、

、——头额 ——、面面 、眉毛

、眉棱、眼眉心 睛、皱纹

、
——、— 纹—、　　　　目　、

鼻子、耳朵 下 巴、嘴、 、腮、

鼻 、 耳 、 嘴 、 颚 、

胡子、鬓角、太阳穴

须 —　　—　 ——

Ⅱ、头顶 ——囱门

头顶——囱门

眼皮、——眼Ⅲ、眼睛 球、 眼眶、眼窝

、目皮、目眶、　　　　— —目 目 仁、 ——

眼 、眼睫毛、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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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梁Ⅲ、鼻子 、鼻翅、鼻孔、鼻洼子

鼻 —— — ——、鼻孔、———、

——耳廓、耳孔、Ⅲ、耳朵 耳根

——　　——、耳孔、耳 耳根

Ⅲ、 ——嘴唇、牙、舌头、嘴角嘴

——嘴唇、牙、嘴 舌、嘴角

——Ⅲ、眉毛 眉头、眉梢

眉毛————、眉尾

—Ⅲ、额 —额角

—头额 —额角

—Ⅳ、眼球 —眼白

—目仁 —目白

　　Ⅳ、　、眼皮——　　——

目皮——目帘（ 上眼皮边缘部分）

Ⅳ、耳廓——耳轮、耳屏、耳垂

——　——　——、耳仔、耳珠

上面同层次的词构成同位关系。

这个词群中下面这些词构成上下位关系：

——眼泡　　　　眼角——眼梢（ 小眼皮 眼角）

目皮————　　　————目角

——鬓皱 纹 ——鱼尾纹、抬头纹　　　　头发 发
２１５

ｎｉａｏ 纹 头毛——————头纹

同义关系的词：

头、头颅、脑袋、脑袋瓜子、脑瓜子、脑瓜儿、脑壳

ｉ头、头ｌｅ ｎ 、、头 ｔ 头ｘａｋ

脸、脸蛋儿、脸面、 儿脸膛、 儿脸子、脸盆 、脸庞

面孔、面 、面目貌 、面容、面庞、面相

２１５毛、目头（ 双目角、目ｘｉ 眼内侧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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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目、眉眼、嘴脸
２１

面、　　面 ｋｏｕ

额、额头、脑门子、前额

头额、牛舌额

腮、腮帮子、腮颊、颊、面颊

颚

胡子、胡须

须

嘴、嘴巴、嘴子、嘴头、口、嘴皮子

嘴、嘴巴、嘴皮

囱门、头囱　　　　鬓角、鬓发　　　　两鬓、双鬓

囱门、囱

颧骨、孤拐　　　　　　眼皮、眼皮子、眼睑

面 ｋｏｕ 目皮

眼球、眼珠子眼框、眼圈

目仁　　　　　　　　　　　　目框

耳朵、耳　　　　　　耳孔、耳朵眼、外耳门

耳 耳孔

耳垂、耳珠子　　　　鼻子、鼻

耳珠　　　　　　　　　　　　鼻、鼻ｋｏｋ

鼻孔、鼻子眼儿、鼻观

鼻孔

下巴、下巴颏、下颌、颌、颏

ａｍ ｋ

牙、牙齿、齿　　　　舌、舌头

牙 舌

这是一个以整体部分关系为主的词群，可以比较词群中的词

对事物的“ 分割”情况。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整体的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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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都有指示的名称，如果“ 部分＋ ⋯＝整体”，则是完部分＋

全的分割，反之，“ 部分十部分＋⋯≠整体”，则是不完全分割；

第二，各部分分割的细致程度（ 表现为各部位多或少）；第三，

是连续分割（ 各部分间无空隙，相当于上述格鲁斯所说线性的意

义联系）还是离散性分割（ 各部分间有空隙）。比较普通话和文

昌话的这一词群可以发现：

（１）普通话词群多“ 完全分割”，如头＝脸＋头顶＋脑勺子

＋头发＋头皮＋双鬓，耳廓＝耳轮＋耳屏＋耳垂。文昌话则多

“ 不完全分割”，同普遍话比较起来，它有缺项，如文昌话无表

“ 双鬓“”耳廓“”耳轮”的词。

（２）普通话分割的细致程度高，以眼睛、眉毛及其周围部分

的分割为例，眼睛分割为眼皮、眼球、眼眶、眼窝、眼角、眼睫

毛，眼球的白色部分叫眼白，上眼皮单叫眼泡，外端的眼角单叫

眼梢；又整个叫眉毛，它的鼓起的底部叫眉棱，内端叫眉头，外

端叫眉梢，上方叫眉宇，两眉之间叫眉心。文昌话对这一部分的

分割虽也细致，同普通话比较起来，它有缺项，如无表示眉心、

眉宇、眉棱、眼窝的词。这一部分分割细致，无疑是这部分对传

达情意有重要作用。

（３）普通话、文昌话都多离散分割，如无表示鼻梁下两侧的

词，无表示耳朵背面部位的词，无表示眉毛中间部位的词。真正

称得上连续分割的可能是普通话、文昌话对眼睛的分割。

（４）文昌话有表示上眼皮边缘部分的词（ 目帘） 有表示双，

眼内侧的一端的词（ 目头），普通话则要用词组表示，可见方言

也有独到之处。

这个词群中，普通话文昌话都有许多同义词，而普通话的同

义词特别丰富。由于普通话的特殊地位，它比方言发展得多。普

通话的同义词由不同方式构成的词，不同来源的词，不同语体、

感情色彩的词组成。如“ 头”是通用词，“ 头颅”是书面语，“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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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是口语词“，脑瓜子”“ 脑袋瓜子”“ 脑壳”等来自普通话基

础方言。又如“ 脸”是通用词，中性词，“ 眉目”有褒意，“ 嘴

脸”含贬义，“ 面容”“ 面貌”是由两个近义语素构成的词，“ 眉

目”则是用借代法构成的词，等等。

从词群的成员看，普通话多双音合成词，多晚起的附加式的

合成词（ 脑勺子、鼻洼子、脑瓜儿等），文昌话保留了较多的古

汉语单音词（ 面、目、耳、鼻等），有某些来源不明的多音单纯
２１２１ ２４４ １５

词（ ａ ｏｋφｍ　 ）带语义模胡音节的多音词（ 面 ，　ｎｉｋ ａｏｏｕ

纹）。

２、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分析

颜色词曾吸引许多语言学家的注意，很多人比较不同语言颜

。他们多注意各语言的词表示颜色范畴的色词的异同 多少及其

对应关系，对颜色词群中众多的词意义的异同不大注意进行分

析，一个语言中颜色词群的发展变化也少有人论及。这里对古代

汉语（ 主要是汉以前的）和现代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试作一

。个分析比较

（１）古汉语（ 汉以前）表“ 红”的颜色词群

古汉语中反映事物“ 红”的属性，有“ 红”属性的事物，有

４种类型的词。

表示含有红色事物的词（ 各词来源释义书证皆１）、 见于附

录）。如：

瑕（ 碬）（ 有赤色之玉）

霞（　又作瑕、蝦、赮　（　）　赤色云气）

騢（ 赤白色马）

（ 略有赤色水虫）

驖（ 赤黑色马）

下列两词是红色为其词义的一个必要特征，词义还含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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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特征的表名物的词：

骝　　（　　赤色有黑毛尾马）

（ 马头有赤色毛马）

，古音相同而意义“ 瑕“”霞“” 騢“” 鰕”是一组同源词 相近。

段玉裁说“：凡叚声多有红义（”。《 说文段注》“ 騢”下注“）凡叚

声如瑕、騢等皆有赤色。”（ 同“上 ”下注）

２）由特指某类物的红色（ 或含有红色）变为指一般的红色

的词。如：

缙（ 帛赤色 浅赤色）

绯（ 帛赤色 红色）

红（ 帛赤白色 赤 赤色）白色

縓（ 帛赤黄色 浅红色）

缇（ 帛丹黄色→桔红色）

绀（ 帛深青扬赤 深青透红色）色

緅（ 帛 深青透红色）赤青色

类］浅纁（［ 帛 绛→浅绛）

类］（绛 深红绌（［帛 绛色））色

以下各词特指某事物红色或含有红色：

缲（ 帛深青带红色）

（ 日出之赤）

赧（ 面惭赤）

３）指颜色为红或能染红的某类物，又指红色的词。如：

朱（ 赤心木；大红色）

丹（ 巴越之赤石；赤色）

茜（ 茜草；大红色）

彤（ 彤管；朱红色）

绛（ 绛草；深红色）

赭（ 赤色的土；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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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单纯表示不同深浅的红色的词。如：

赤（ 红色）

赫（ 赤色鲜明貌）

赨（　赤色）（

（　　　　　　赤色）

赩（ 赤色）

（ 赤色）

繎（　　　深红色）

缊（　　　浅红色）

下面根据辞书、古注（ 见附录）中对各词意义的解释，分析

这个词群中各词的意义内容和意义关系。

第一类是表名物的词，可以用“ 种差 ）（ ｔ）＋类（ Ｌ ”去 分

析它们的意义。

第二、三、四类是表性状的词，总的来说，虽然都表示了红

（ 或含红）的色彩，但在表示色彩的浓淡、亮度、是纯色还是多

色、有无其他内容（ 表色彩以外的内容）、有无适用对象的限制

方面是不同的。下面就从这些方面列表说明部分词（ 其他可以类

推）的意义。在辞书、古注中无特别说明色彩浓淡或明亮程度

”的，都列入表中“ 浓度”“ 亮度”中的“ 中”类“， 号表示词

义由一种情况变为另一种情况。（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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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是以辞书古注的释义为根据，设计成形式化的表示

法，把“ 红”的性状（ 即红是像某种事物的颜色的内容）作为已

知的内容，比较各词所包含特征的差别。（ 见下表）

古汉语这些表“ 红”的性状词中，“ 赤”是上位词，在《 说

文》等辞书和古注的释义中，它可以当类别词。如：

绛，大赤也（。《 说文》）

赫，火赤貌（。《 说文》）段注作：大赤貌。

赪，浅赤也（。《 尔雅·释器疏》）

“ 赤”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它的意义纯粹是对颜色范畴的概括。

说它是古汉语表红性状词的类别词是有意义内容和语言运用上的

根据的。其他同“ 赤”同义的词（ 彤、赭等）有可能成为表红性

状词的类别词，但未见到它们在释义中充当类别词的材料，存而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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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分析，

可表示如下：

朱、绛、茜、赩、

赫（ 色 浓 ）、丹 、 、纁、缊、
赤

缙、縓（ 色淡）、

色 象有限制）
红、赨、 ）

绀（ 多色，深青透红）

緅（ 多色，深青透红）

缲（ 多色，帛深青带红）

在现代，古汉语（ 汉以前）表红的颜色词群中的词大多数已

经消亡，有一部分以不成词语素的身分存在于它构成的合成词中

（ 如朱墨、丹枫、茜纱、彤云等），只有“ 红”、“ 蝦”仍是词，

“ 赤”在书面语中也可作词（用 如：色赤）。

（２）现代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

现代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不像古汉语那样，由多个不同

来源的单音节词组成（ 有少数同源词），而主要是用从古汉语中

接受下来的词“ 红”作为词根，派生出一大群合成词，它们组成

了以“ 红”为核心的同族词群（ 有少数不是“ 红”的同族词，如

朱色、茜色）。这些词在构词上可分为几种情况。

１）一部分词由表红颜色的不成词语素（ 在古汉语中曾经是

词）加上“ 红 ”构成。如：

红赤　　　　绯红　　　绛红 　茜红　　　　朱红　　　　赭红

２）一部分词由表示带红色的事物的语素加上“ 红”构成。

如：

古汉语（ 汉以前）表红的颜色的性状词的系统

绌、繎、

、赧（ 适用对
（ 彤、赭、绯、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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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　　桔红　　　　枣红　　　　桃红　　　　肉红　　　　宝石红

３）一部分词由表示程度或性状的语素加上“ 红”构成。如：

大红　　　　通红　　嫣红　　　　嫩红　　　　焦红　　鲜红

４）一部分词由“ 红”加后加成分构成。如：

红艳艳　　红橙橙　　　　红彤彤　　　　红丹丹　　　　红不棱登

５）一部分词由表“ 红”和其他颜色的语素，或表带有红颜

色的事物的语素加上“ 色”构成。如：

红色朱色　　　　红栗色　　　　红铜色　　　　紫檀色

这些词有一部分语素的结合并不稳固，一、二、三类都能在

后面加上“ 色”变成同其本身同义的语言单位，必要时也可以用

其他表示带有红颜色的事物的语素加“ 色”组成新的语言单位。

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组等义的形式，如：

玛瑙红　　　　玛瑙色

脂红　　　　胭脂色　　胭脂红

桃花红　　　桃色　　　　桃红色　　　　　　桃花色

这种现象说明，现代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在构词上有严整的系

统性，但其组合又是比较灵活的，是能产的。

如果分析这些词的意义内容，可以看到，它们都是表示红的

（ 或含红的）不同深浅、亮度、色调的词，绝大多数词的适用对

象也不限于某一类物，表示的意义内容显得更加丰富，有些词还

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下面将这些词按照语法性质分成４组，

列出的词和词的释义分别采自《 现代汉语词典》《 同义词林》（ 梅

家驹等编《） 常用构词字典（》 傅兴岭等编《） 颜色词例释（》 章银

泉编）。

“ 红”组，形容词，这些词能直接作谓语。

红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赤红　　　　红色

绯红　　　　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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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红　　　鲜艳的红色（ 按：艳，好看。下同）

通红　　很红；十分红

鲜红　　鲜明的红色

红润　　红而滋润（ 多指皮肤）

惨红　　惨淡的红色

殷红　　带黑的红色

焦红　　暗红的颜色

酡红　　如酒醉时脸上出现的红色

艳红　　鲜艳的红色

嫩红　　浅红色

猩红　　像猩猩血那样的颜色

血红　　鲜红

火红　　像火一样的红色

“ 大红”组，不能直接作谓语，能作修饰语，性质接近区别

词。

大红　　　　很红的颜色

朱红　　　比较鲜艳的红色

橘红　　　像红色橘子皮一样的颜色

粉红　　　红和白合成的颜色

枣红　　　像红枣的颜色

肉红　　　像肌肉的浅红色

品红　　　比大红较浅的颜色

桃红　　　像桃花的颜色，粉红

红青　　（ 绀青）黑里透红的颜色

炭红　　　像燃烧中的木炭那样鲜红的颜色

霁红　　　陶器中一种红美而有光泽的颜色

水红　　　比粉红略深而比较鲜艳的红色

洋红　　　一种粉红色的颜料，又指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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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红　　　　红而有光泽的颜色

宝石红　　像宝石那样红而鲜亮的颜色

高粱红　　像高粱成熟后那样的褐红色

海棠红　　像海棠那样的鲜红色

鸡血红　　像鸡血那样的鲜红色

酒糟红　　像酒糟那样的暗红色

荔枝红　　像荔枝那样的紫红色

榴花红　　像石榴花那样的橙红色

玛璃红 像玛璃 而鲜丽的颜色那样红

女儿红　　小红萝卜的别称，像小红萝卜那样红而娇艳的颜

色

胭脂红　　像胭脂那样的红色

樱桃红　　像樱桃那样的鲜红色

“ 红艳艳”组，状态形容词，作定语、谓语、补语都要在后

面加“ 的”。

红艳艳　　形容红得鲜艳夺目

红橙橙　　形容颜色鲜红耀眼

红丹丹　　形容颜色很红

红光光　　形容颜色红而有光

红乎乎　　颜色很红

红堂堂　　形容颜色艳红

红鲜鲜　　形容颜色非常鲜红

形容颜色红红嫣嫣 而鲜艳

红彤彤　　形容很红

红巴渣　　颜色红（ 含厌恶意）

红不棱登　　红（ 含厌恶意）

红朴朴　　形容脸色红

“ 红色”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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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红的颜色

红晕　　　中心浓而四周渐淡的一团红色

红潮　　　　两颊泛起的红色

绛色　　　　　　　深红色

茜色　　　　　大红色

肉色　　浅黄中带红像人的皮肤那样的颜色

妃色　　　　淡红色

红珊瑚色　　　　像红珊瑚那样的颜色

红铜色　　像红铜那样的颜色

茶红色　　像红茶水那样红而鲜艳的颜色

酱红色　　像红酱那样的褐红色

椒红色　　像红辣椒那样的颜色

金红色　　像黄金那样红而艳丽的颜色

乳红色　　红而柔和的颜色

柿红色　　像柿子那样红的颜色

（ 檀色）像檀香木那样的檀红色 浅红色

锈红色　（ 铁红色）像铁锈那样的褐红色

杏红色　　黄中带红的颜色

血牙色　　　浅红色

银红色　　在粉红里加银朱调和的鲜红颜色

砖红色　　像红砖那样的颜色

紫檀色　　像紫檀木那样的红棕色

紫赯色　　脸色红中带紫

红褐色　　褐而红的颜色

红紫色　　又红又紫的颜色

紫红色　　深红中略带紫的颜色

红棕色　　棕而红的颜色

根据上述释义，也可以用分析古汉语中的词的作法，列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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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比较它们的意义内容。词的适用对象不限于一类物的在表中

都标记为“ ”（ 运用中所能形容的对象仍是有差别的，在细

致分析时应该指出，这里从略）。栏目中增加“ 色调”一项。按

照光学的理论，各种颜色都可从光的波长、色调、饱和度（ 即浓

度）、亮度等方面加以区分。“ 色调”决定于物体反射光的波长，

是物体反射光在质方面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色调，特指相当于某

种物体所具有的红色。亮度中特强的用“ 鲜明”“ 鲜亮”等说明，

一般亮度强的只加“ ＋”号。如（ 部分词，余可类推）：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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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不同词性的词组成的，以上下位层次关系为主的词群，可

表示如下：

红 通红、嫩红、腓红等

大红组，如朱红、桔红等

颜色 红色 红艳艳组，如红橙橙、红丹丹等

绛色、茜色、肉色等

○ 红褐色、红紫色、紫檀色等

“ 红褐色”“ 颜色”是名词，它是“ 红色” 等的上位词，是

它是“ 通“ 红”的准上位词；“ 红”是形容词， 红”“ 嫩红”等的

上位词；“ 红色”是名词，它是“ 通红”“ 大红”“ 红艳艳”等的

准上位词，是绛色、茜色等的上位词。

在这个词群中确定同义关系，不能不根据更严格的标准，可

以看作同义的，应该是表示浓度亮度相当、词性又相同的词，

如：

色浓的：通红－大红，红丹丹－红乎乎－红通通

绛色－茜色

色淡的：粉红－桃红－洋红－品红

血牙色－妃色

色明的：绯红－嫣红－鲜红－艳红

朱红－血红

红艳艳－红橙橙－红堂堂－红鲜鲜－红嫣嫣

中等的：红－赤红

含多色的：红褐色－酱红色

紫檀色－红棕色

贬义的：红巴渣－红不棱登

对于多数表示的浓度、亮度都属中等，但有不同色调的词，由于

它们的产生就是为了表示差别，就不能看作这个词群中严格意义

上的同义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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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古汉语（ 汉以前）和现代汉语的这个词群，可以指出下

面４点：

第一：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区别红色的深浅、明暗等是一

致的，但现代汉语词的数量要大得多；而色调的细致区分，表多

色词的增多，则是明显的发展，这是人们区分色彩能力提高在语

言上的反映。

第二，古汉语中有少数表示含红的事物的名词，多数是表红

的性状词，这些性状词的语法性质未发现明显差别。现代汉语这

个词群中，从内容上讲各个词都是表性状的，但其语法性质有明

显的差别，分属不同的词类或次类。这种差别，同词群中词的

增多，表达的意义更丰富一样，是语言表达手段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面，这可以使表述更多样、更灵活。

第三，现代汉语这个词群中的词是单纯表示颜色范畴的，古

汉语中表示含红事物的词如果还存在，则其中表红颜色的意义消

失，如“ 霞”指彩色的云，不专指红色的，“ 蝦”所指对象未变，

但“ 略有红色”义已消失，在需要表示它们的红的色彩时，要另

外加上表“ 红”的语素或词：红霞、红的蝦。表示含有红颜色的

事物的词，则用表颜色的语素加表事物的语素构成，如丹枫、茜

纱、朱墨等。这是词群中的词意义变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

个明显的例子。

第四，从词群成员的构成来看，古汉语表红的性状不全由表

性状的词承担，有相当多的词还同特定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部

分词表性状的意义正从表名物的词中发展出来，来源不同，成员

各异。而现代汉语这个词群的成员的构成则相当的严整。它基本

上是“ 红”的同族词。这反映出现代汉语以“ 红”一词代表这种

颜色范畴后，就以“ 红”为词根，利用合成词构成的种种方式，

构成了内容丰富，浓度、亮度、色调等方面有区别的词。这也可

以说是现代汉语这个词群系统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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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分析

对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群分析不多见。原因是这些词很难用

层次关系来说明。它们大多属非层次关系词群。这里以汉语表眼

睛活动的词群（ 主要是汉以前和现代汉语的词）为例，提出一种

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词群系统的方法。

我们用表动作行为的词“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为框

架，分析我们收集到的各个词的意义，发现它们可以有规律地归

入以前我们分析的各种类型。下面就分组说明这些词的意义（ 现

典》等辞书，分代汉语的释义据《 现代汉语词 析时有时作必要的

调整，不再列出各词的释义的材料；汉以前各词的出处、释义、

书证见附录）。

（１）表眼睛活动而不含视觉内容的词

现代

睁　　　　眼　　睛 　　　　　　　　　　张开

瞪　　　　　 用力　　　　睁大　眼睛　　　　

瞪眼　　 眼睛　　　　　　　　用力　　　　睁大

眯　　　　眼　　睛 微微　　合上

眯缝　　　　眼睛 微微　　　　合上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眨　　　　　　眼睛　　　　　很　快地 张开　　　　　　 　　　　闭上很快地

眨巴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挤咕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瞎　　　　　　眼睛　　　　　　　　　　　　　　　　丧失　　　　　　　　　　　　　　　　　　　　　　　　　　　　　　视觉

目眩　　　　眼睛　　　　　　　　　　　　　　　　发花

汉以前

眼睛　　　　　　　　　　　　　　　　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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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　　　　　　眼睛　　　　　　　　　　　　　　　　张开

睛眼 跳 动

瞚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瞑 眼睛 闭上

眼睛　　　　　　怨恨地　　　　张开

盷 眼睛　　　　　　　　　　　　　　　　转动

眩 　　　　　眼　睛 昏黑

发花

附作用于眼睛的词

眯　　　　　　物　　　　　　　　　　　　　　　　　　进入　　　　　　　　　　　　　　　　　　　　　　　　　　眼睛

挖　　　　　　　　　　　　　　　　　　　　　　　　　　　　眼睛

障蔽　　　　　　　　　　　垢物 　　　　　　　　　　　　　眼睛

（２）表眼睛产生视觉行为本身的词

现代
注视 事物或方向看 眼睛
感受看见 眼睛 到 事物

（ 同“ 看见”见 ）
（瞅 同“ 看“ ）

瞧 （ 同“ 看”）
（瞅见 同“ 看见”）
（ 同“ 看见，瞧见 ，）
（ 同“ 看，，）?

汉以前
注视 事物视 眼睛 或方向
感受到 事见 眼睛 物

（ 同“ 视”）目
（ 同“ 见”睹 ）

睼 （ 同“ 视”）
（ 同“ 视”）
（ 同“ 视”）

有一部分词，古籍皆释为“ 视”，有的来自方言，有的后代义有

变化，皆无书证，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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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表眼睛活动产生视觉而有种不同情况的词。这一类词数

量最多、内容丰富，可根据“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为不

同类型。

、１）ｄ Ｄ１型

ｄＤ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显示出行为的特征，ｂＢ、　ｅＥ

等多为不言而喻的内容，说明可略去。在Ｄ１相同的情况下，ｄ

的 、　Ｄ型，又分：不同又显出不同的特征，故可简称为ｄ

（１）词义内容有空间（ 即ｄ表示方位方向等）限制的词

现代
望 往 看远处
张望 向四周 看

或远处
瞻望 （ 抬头） 看

往远处
鸟瞰 从高 看处往下
俯视 瞰”（ 同“ 鸟 ）

（ 同“ 鸟瞰”俯瞰 ）
顾眄 回头 看

向两旁顾盼 看来看去
或周围

环顾 向四周 看
（ 同“ 环顾”）环视

瞻顾 向前向后 看
（ 抬头）向上仰望 看
（仰视 同“ 仰望”）

汉以前
直 看

眙 直 看
正面竀 看

眓 往高 看
（ 仰目）睢 往高 看

顾 往回 看
（ 同眷 “ 顾 ”）

眺 向远处
望 （ 同“ 眺 ”）
瞰 （ 同“ 眺 ”）

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5

睎 （ 同“ 眺”）
向 左 向 右 看
向 上瞻 或 向 前 看

临 从 上 往 下 看
往 深 处 看瞫

现代

很瞥 快 看地，
一下
一眼 看见瞥见

看（溜 一眼 很 （ 书报等）快地）
（ 人（扫 一 很 看快地眼） 、环境等）

迅速向周围扫 看视
汉以前
瞥 很快地，一下

（ 同“ 瞥”）
（ 同“ 瞥”）
（ 同“ 瞥”）
（ 同“ 瞥”）

其中“ 瞥”还有“ 一下”量的限制，“ 扫视”还有“ 向周围”

空间的限制。

表情（３）词义内容中有情态方式（ 即ｄ 态方式）等限制的词

现代
斜着瞟 眼睛 看

（ 短时间）
睃 看斜着眼睛
眄视 （ 同“ 睃 ”）
乜斜 略眯，斜 看着
瞻仰 恭敬地

（２）词义内容有时间限制（ 即ｄ１表示时间）的词

看

眼睛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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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特 看意
注视 看注意地
察看 仔 细地 看
端 （ 同“ 察看”）详

（ 同“ 察看”端相 ）

凝视 聚精 看会神地
怒视 愤 看怒地
张望 从小 看孔或缝

隙里
窥见 看暗中 到
窥看 暗中 察看
窥视 （ 同“ 窥看”）
目击 亲眼 看到
目睹 （ 同“ 目击”）
白 用白眼珠 看
逼视 在近处 看，

集中视力
汉以前

仔 看观 细地
（ 同览 “ 观”）
（相 同“ 观”）
（ 同“省 观，，）
（ 同胥 “ 观，，）
（ 同“ 观，，）
（ 同“ 观，，）

睘 惊恐 看地
矆 （ 同“ 睘”）

失意地 看
谨慎 看敬畏地

盻 愤怒地 看
暗中 看
（ 同窥 “ ”）
（ 同“ ”）
（ 同“ ”）觇
藏 看在人后

睪 窥 看伺地
眄 斜 看着眼睛
睇 （ 同眄）
眽 （ 同眄）
睨 （ 同眄）
瞴娄 眯着眼睛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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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看眼
经常、充分 看地

看转着眼珠
笑 看嘻嘻地
睁大 看眼睛
专注 看地

眼睛 看无神、直直地
眼睛 眯 看着向远处

翻着白眼珠
看

向上
张目往回 看

“ 瞯”“ 眮”等词，既含有情态方式的内容，

ｄ

＋ｅＥ型。

现代

阅 看览 书报
浏览 大略地 看 书报等

展览品、设参观 观察实地
施、名胜等

了望 监视从高远、远处 敌情

外国的观光 参观 景物、建设外地的

观战 从旁 观看 战斗、战争
参谒 进见 尊敬的 人

瞻仰 尊敬的人的 遗像陵墓等

目送 注视 离去的
人

离去的
车、船等

载人的
盯 集中精 某物力 看
瞄 看 某集中精 目力 远处 标
瞄准 对准把枪口、 某目炮口 标
打量 察看 人的 衣着、长相等

瞯

眮

其中“， ”“ ”

又含有空间的限制。

Ｄ２）　ｄ ＋ｅＥ 型

Ｄ 和ｅＥ为必须说明的词义内容，即词义以包含有一定的

动作行为及其关系对象为特征，ｂＢ一般是不言而喻的内容，故

可简 Ｄ称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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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前

水中、镜子
监 看 影子

中自己的

１ １ ２Ｄ３ ＋ｄＤ２） ｄ 型

ｄ１ １ ２Ｄ ＋ｄ ２Ｄ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即词义以含有两个以

上的动作行为为特征，ｂＢ、　ｅＥ的内容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

１１Ｄ ＋ ２ ２喻的， ｄ故可 。简称 Ｄ为 型ｄ

现代

观察 测量 天观测 文、地理方向等

欣观赏 观看 赏

游玩游览 欣赏 风景名胜等

仔观察 细地 察看 了解 事物现象

把 把守风 望风

观 典礼应邀礼 参观

汉以前

（ 两 互相人） 看着 行走

１４ Ｄ） １　ｂＢ　＋ｄ 型

１ｂ Ｄ１Ｂ、　ｄ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即词义以包含有特定的

施动者和一定的动作行为为特征，ｅＥ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

１１喻的 Ｄ，故可简称 型 。为ｂＢ＋ｄ

现代

阅兵 领导 检阅高级 军队

领导 按一定仪 军队检阅 高级

式视察 群从队伍

见面 两（ 多）人 相见

会面 两（ 多）人 相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9

会见　　　　不同　　　　　　领导人　　　　　　相见

国家的

相视　　　　两　　　　人　　 　　　　　互　　相　 看

对视 　　　两　　　人　　 看　　　　　　对着

汉以前

病人　　　　　　　　　　　　　　　　注视

两人　　　　一　块　 看

觌　　　　　　　　　　　两　人 　相　　互　 看

两人的眼睛　　　　互相　　　　　　戏逗

眔　　　　　　　　两人的眼光 互相　　　　　　接触

５） １　 １ｄＤ＋Ｆ型

１ １、　Ｆ为必须说明的内容，即词义以ｄ 包Ｄ 含有一定的动作行

为和一定的目的结果为特征。ｂＢ、　ｅＥ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

喻的，故可简称为ｄ１Ｄ１＋Ｆ型。

ｄｂ　　　 １　　 ＥＢ Ｄ Ｆ１

现代

探 仔细　看望 动静 试图发现情况

（ 人） 看看青 守 快要成 以防被盗庄稼 受损
熟的

（ 两 交流经验，互个以观摩 成绩观看
上的人） 相学习

窥伺 暗中 动静观看 等待时机

观风 观 动静 相机行事或告警察

汉以前

ｅ　

彼此的

眼 转动 表示某种意图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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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来说明这个词群的组成。

在 ｄＤ 型中，以“ 看”作为状中结构释义词语的中心语的

现代汉语的词，一般可以看作“ 看”的下位词，“ 看”在现代汉

望语中可以同它们组成上下位关系。如看（ 上位） 、张望、

俯视、瞥、扫视、瞟、眄视、窥视、逼视（ 下位）等。同理，

“ 看见（”上位）可以同“ 瞥见“” 窥见“” 目击“”目睹（”下位）

等组成上下位的层次关系。在汉以前这个词群中确定上下位关系

比在现代汉语中这样做困难大得多。我们上面对这些词意义的分

析，是以今语释古语，不能完全根据它来确定词的上下位关系。

考察《 说文》和其他古注中对这些词的解释，“ 视”常用作释义

《词语中的类别词（ 如， 说文》：直视也。 ，《 说文》左右视

也。睗，《 说文》：目疾视也）。我们可以说，“ 视”是上“述

组、“ 瞥”组、“ 观”组中许多词的上位词，可以组成上下位的层

次关系。除此以外，其他许多词不是有层次关系的。但我们看

到，各个词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虽然不同，却又是在一定

的项目、关系中变动的，它们形成了一定的类型，因此又是有一

定规律性的，它们构成了一定的系统。因此我们说，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并不以层次性关系为其主要特征，

虽然一部分词中包含有层次关系。

在这个词群中，词汇成员也有同义、反义关系。同义关系的

条件是“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相同或相近。在上述词义的

分析说明中，凡标明某词同某词的都是同义词。如看－瞧－瞅－

? ，见－看见－瞧见－瞅见，鸟瞰－俯视－ －胎，望－俯看，

眺－睎－瞰，睘一矆等。

反义关系构成的条件是 对立。如Ｄ１对立，或Ｄ１相同而ｄ

现代的眯－瞪，俯视－仰视，汉以前的盯（ 眼睛张开）－瞑（ 眼

睛闭上），睇（ 斜着眼睛看）－眙（ 直看），眓（ 往高处看）－瞫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61

（ 往深处看）等。

下面把这个词群的现代汉语部分同汉以前的部分作一些比

较。

表眼睛活动的词，现代汉语显然比汉以前丰富，但就某些范

围中的词来看，汉以前的词表示的意义，比现代汉语丰富。如汉

以前有表示眼睛跳动（ 瞤）转动（ 盷）的词，汉以前有表示直

视的词（ 眙、 ），有表示往深处看的（词 瞫），有一些表示含有

特定情态的词，如睘（ 惊恐地看）、（ 失意地看）、睩（ 谨慎敬

畏地看）、瞯（ 翻着白眼珠向上看）等，类似的意义， 现代汉语

都要用词组表示。

现代汉语词群继承了这个词群所表示的主要概念。少数汉以

前的词一直沿用到现在，基本义未变，如望、瞥、见等，更多的

是同样的概念内容用新词来表示。这些词是不同时代陆续产生

的，它们绝大多数是用古代汉语的词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的合成

词。由于同义近义构词成分的不同组合（ 仰望、仰视，顾盼、环

顾，看见、瞧见、瞅见等），由于不同来源（ 如不同的方言）的

词都进入共同语（ 如贬－挤咕，瞟－乜斜），现代汉语的同义近

义词变得很丰富。它们语体色彩、感情色彩的不同，词义的细微

差别，用法上的不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

现代汉语中ｄ１Ｄ１　 ＋　 ｅＥ型的（词 看的行为包含一定关系对象

的词）很丰富，如阅览、观光、参谒、目送等，出现了较多的

Ｄ ＋ｄ 型（ 一词表示两个以上的动作行为）的词，如观赏、

游览等，ｄ１Ｄ１　 ＋　 Ｆ（型 词义以包含有动作行为一定目的结果为特

征）的词，如看青、观摩、窥伺等，这些类型的词，在汉以前只

能零星地找到。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表达的需要

语言把一些原来用多个词语表达的复杂意义“ 词化”，使这个词

群增加了许多有新的概念内容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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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Ｐ．２３１；沙（夫 语义学引论》３０７页。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７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

Ｐ，　 ２３９．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④同③，ｐ．　 ２３８－２３９．

⑤同③，ｐ．　 ２３８－２３９．

同③，Ｐ．　 ｈｒ）２４３．但又在脚注中说，有人指出１９１０年斯特（尔 Ａ．　 ｓｔ

已用语义场的名称。

Ｐ．　２４５．同

据Ｊ．　Ｌｙｏｎｓ的英译转译，见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Ｐ．　２５１。

同 ③ ， ２４８－２４９．

Ｌｅｈｒ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见Ｊ．　Ｆｉｓｉ－

ａｋ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４－２８５，

Ｍｏｕｔｏｎ　 １９８５

Ｊ．艾奇逊《 现代语言学导论》，９４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沙夫（ 语义学引论》３０７－３０８页．

、　 、　 （ Ｔｈｅ

Ｅｎ １９６６．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Ｐ．　２６２，　

Ｊ．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　Ｐ．２５０．

同③，Ｐ．　２４５；　Ｓ．　Ｕ１１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３１０，　Ｇｌａｓ－

ｇｏｗ　Ｊａｃｋｓｏｎ，　１９５７．

２５５同 －２５６ 。

．　 ．　
（

１９６２），　 １３页，２２７页， 。

同③，Ｐ．　 ２５２．

同③，Ｐ．　 ２５３．

．　 ．　
Ｐ．　 ２６１－２同①， ｈｅ　 Ｅｎ６３，又见 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Ｐ．２６２，这

里原文已改用英语的词作例子，现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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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２６同 ２．

拉．兹古斯塔主编《 词典学概论》１３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见郑奠《 词汇史随笔》（ 中国语文１９５８年第 ８期）。

同①，ｐ．　 ２９７－２９９．

据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１０－１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年。

参看本书第三章“ 概念义的分析”中谈亲属词分析部分。

ｅ参看Ｄ．　Ａ．　Ｃｒｕｓｅ，　 ｉｃ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１８７－１８９，　１９３－１９４，　１１９－

１２２，　Ｃｏ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同。，１４２页插页。

， １４２同 页 。

为双唇清擦音。

参看Ｓ．　Ｕｌｌｍａｎ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２４６－２４７；　Ｇ．ｌｅｅｃ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ｐ．

２６－３８， Ｅ　 ２３ Ｒ．　 Ｐａｍ４－２ ｅｒ，　 Ｓ３７； ｅｍ　 Ｊ．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Ｐ．２４６； ａｎ－

ｔｉｃｓ，　Ｐ．７３。

参看拙作《 汉语表“ 红”的颜色词群分析》（ 上，下）。（《 语文研究》

１９８８年第３期，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王（力 同源字典）１４５　 －　 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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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古汉（语 汉以前）表“ 红”的颜色词

瑕（ 碬《） 说文》“：瑕，玉小赤也 《” 文选》晋木玄（虚 华《） 海。

赋》“：瑕石诡晖，鳞甲异质。”注“：瑕，玉之小赤色者也。”

霞（ 又作瑕、蝦、赮《） 说文》新附“：霞，赤云气也。《” 楚辞》屈

原《 远游》“：漱正阳而含朝霞。《” 汉书·扬雄传》上“：噏

清云之流瑕。”师古曰“：瑕，谓日旁赤气也。”

騢 《 说文》“：騢，马赤白杂毛。《” 尔雅·释畜》“：彤白杂毛，

騢。”注“：即今之赭白马。”《 诗经·鲁颂·駉》“：薄言駉

騢。者，有 有駰 　”

驖 《 说文》“：马赤黑色。《” 秦风·驷驖》“：驷驖孔阜，六诗·

辔在手。”

暇 《 说文》“：鰕， 也”。段玉裁改为“：鱼也。”并云“：谓今之

蝦，蝦颇有红色。《” 本草纲目》四四鳞三鰕“：鰕，音霞，俗

作虾，入汤则红色如霞也。”

骝 《 说文》“：赤马黑毛尾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简《 遣

策》“：骝（ 牡）马二匹，齿六岁。”

缙 《 说文》“：缙，帛赤色也。”修订本《 辞源（》 以下今解和书证

转引自此书者，不再说明“）：浅赤色。《” 急就篇》“：烝栗绢

绀缙红繎。”

绯 《 说文》“：绯，帛赤色。”红色。韩愈《 送区弘南归诗》“：佩服

紫与绯。”又“，绯桃”即上色 桃花，以其色红，故称。唐唐彦

谦《 绯桃》诗“：烈火绯桃照地春。”

红 《 说文》“：红，帛赤白色。”古指浅红色，后泛指红色《。 楚

辞》宋玉《 招魂》“：红壁沙版。”注“：红，赤白色。《”史记·

司马相如大人赋》：“ 红杳渺以眩昏兮。”索隐引晋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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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赤色皃。”

《 说文縓 “》：縓， ：帛 》赤黄色。 “”浅 縓红色《 綼， 仪礼·既夕礼

緆。”注“：一染谓之縓，今红也。”

缇 《 说文》“：缇，帛丹黄色。”段注“：注草（人 按，指《 周礼·地

官·草人》）曰“：赤缇，繎色也。⋯缇者，成而红赤。按红

赤者，赤而白。”橘红色《。 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为治

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

绀 。”段注“：‘扬’ 当作‘阳’，青而扬赤色《 说文》“：绀，帛深 犹

言表也。⋯按此今之天青，亦谓之红青。”天青色，深青透

红之色《。 庄子·让王》“：子贡乘大车，中绀而表素。”

緅 《 说文》新附“：緅，帛赤青色也。”深青透红的颜色《。 周礼

·考工记·画缋》“：三入为纁，五入为緅 纁者，。”注“：染

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则为緅。”

纁 《 说文》“：浅绛也。”

绌 《 说文》“：绛也。”段注：此绌之本义，而废不行矣。

缲 疑有伪《 说文》“：缲，帛如绀色或曰深缯。”段注“：深缯 舛。

缯不得言深也。”修订本《 辞源》作“：深青带红色之帛。”

按，比较上述“ 縓“”绀”等词的词义，这个词的意义似是：

帛深青带红色。

《 说文》“： ，日出之赤。”

赧 《 说文》“：赧，面 赤也。《” 孟子慙 ·滕文公下》“：未同而言，

观其色赧赧然。”注“：赧，面赤心不正皃。”

朱 《 说文》“：朱，赤心木也。”大红色《。 广雅·释器》“：朱，赤

”《也。《” 诗·豳风 。·七月》“：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论 语 ·

阳货》“：恶紫之夺朱也。《” 说文》又“有 絑”字，释“为 纯赤

也”。段以为凡经传言“ 朱”，皆当作“ 絑“”，朱”其假借字

也。朱骏声认为“ 絑”字后出，“为 赤心木”引申之义。王力

认“为 朱“”絑”实一词（。《 同源字典》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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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 说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赤色。丹浅于赤《。 国语·

吴语》“：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注“：丹，

彤也。”

茜 史 记·货殖列传》“：若千亩卮茜。”大茜草《。 红色。茜草

根可作大红色染料，故可用以借指。李商隐《 和郑愚赠汝

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字又

“作 綪”《， 说文》“：綪，赤缯也。从茜染，故谓之綪。”段注：

“ 綪，即茜也。”字又同“ 蒨”。

彤 彤（管 笔）的简称《。 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

管。”笺“：彤管，笔赤管也。”南齐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诗》

序“：书笏珥彤，记言事于仙室。”朱红色《。 国语·周语

下》“：夫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注“：彤，丹也”。

绛 绛草《。 文选》左思《 吴都赋》“：草则 蔻⋯⋯纶组紫藿纳豆

降。”注“：绛，绛草也。”深红色《。 说文》“：绛，大赤也。”段

注“：今俗所谓大红也。”《 墨子·公孟》“：昔者楚庄王，鲜

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

赭 赤色的土。《 说文》“：赭，赤土也。《” 管子·地数“》 上有赭

者，下有铁。”赤色《。 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

秉翟，赫如渥赭。”疏“：且其颜色，赫然而赤，如厚渍之丹

赭。”

赤 红色《。 释名·释采帛》“：赤，赫也。太阳之色也。《” 礼记

·月令·孟夏》：“ 驾赤骝。”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

按：这说明赤比（朱 深红）浅，并不说明赤是浅红。

赫 赤色鲜明皃《。 说文》“：赫，火赤皃。”段注作“：大赤皃。”

“ 赤之盛，故从二赤。《” 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

手秉翟，赫如渥赭。”

赨 赤色《。 管子·地员》“：其种大苗细苗，赨茎，黑秀，箭长。”

注“：赨，即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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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 仪礼·士丧礼》》“： ，赤也。”里，著组系。”注：

粉《 释名·释首饰》“： ， ，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颊上

·释器》“：再染之赪。也。”字又作赪，頳《。 尔雅 ”疏“：赪，

浅赤也。”谢眺《 望三湖》“：积水照赪霞，高台望归异。”

赩 赤色《。 说文》新附“ ”楚辞《 大招》“：北有寒：赩，大赤也。

山，逴龙赩只。”注“：赩，赤色无草木皃。”

《 说文》“： ，赤色也。”

繎 深红色《。 急就篇》“：烝栗绢绀缙红繎。”师古注“：繎者，红

色之尤深，言若火之然也。”按，繎《， 说文》释“为 丝劳也。”

段注“：劳《， 玉篇》作萦。盖《 玉篇》为是，与下文纡义近

也。”则此为另一词。

缊 浅红色。《 礼·玉藻》“： 一命缊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

注“：赤黄之间色，所谓 也。”按《， 说文》“：缊，绋也。”指

乱麻，为另一词。

２．古汉（语 汉以前）表眼睛活动的词

《 说文》“：张目也。”修订本《 辞源（》 以下今解和书证转引

自此书者，不再说明）：张目《。 庄子·秋水》“：瞋目而不见

丘山。”

盱 《 说文》“：张目也。《” 易·豫》“：盱豫，悔。”

瞤 《 说文》“：目动也。”俗称眼跳。旧题汉刘歆《 西京杂记》三：

“ 夫目瞤得酒食。”

瞚 《 说文》“：开合目数摇也。”目动，眨眼。同“ 瞬“”眴”《。 庄

子·庚桑楚》“：终日视而不瞚，偏不在外也。”

《 说文》“：翕目也。”闭目《瞑 。 左传·文元年》“：谥之曰灵，不

瞑，曰成，乃瞑。”

《 说文》“：恨张目也。诗曰：‘ 。’”恨而张目。今国步斯

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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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大雅·桑柔》作“：国步斯频。”

盷　　　　眼睛转动貌《。 大戴礼·本命》“（：人生）三月而徹盷，然后

能有见。”注“：昀，精也，转视貌。”

眩《 说文》“：目无常主也。”两眼昏黑发花。

眯《 说文》“：草入目也。”物入目中。《 庄子·天运》“：夫播糠

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

《 说文》“：捾 ‘子胥目也。”段注“：捾，搯也。吴语世家皆云

以手抉目，是也。”

《 说文》“：目蔽垢也。”

视《 说文》“：瞻也。”看《。 书·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

聪。”

见《 说文》“：视也。”看见《。 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

三秋兮。《” 礼·大学》“：心不在焉，视而不见。”

看；注视《。 广雅·释诂一》“：目，视也目《 汉语大字典》： 。”

《 左传·宣公十二年》“：目于眢井而拯之。”杜预注“：视虚

废井而求拯。”孔颖达疏“：当目视于眢井而拯出之。”

睹《 说文》“：见也。”看见《。 庄子·秋水》“：今我睹子之难穷

也⋯⋯

睼《 说文》“：迎视也。《” 广雅·释诂》 （ 即睼），视也。《” 文“：

选》汉班孟坚《 东都赋》“：弦不睼禽，辔不诡遇。”

《 广雅·释诂》“：视也。《” 后汉书·马融传·广成颂》“：右

三途，左概嵩狱。”

《 说文》“：察也。《” 广雅·释诂》“：视也。《” 文选》南朝宋颜

延年《 赠王太常诗》“：聆龙 九渊，　闻凤窥丹穴。”

《 方言》“：视也。吴扬曰 。”郭璞注“：今中国亦云目

也《。” 广雅·释诂》“：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覰《 广雅·释诂》：“ 视也。《” 正字通》“：觑，覰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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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雅·释诂》“：视也。《” 广韵》“：斜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 ）《 说文》“：目视皃。《” 广雅·释诂》“：睌，视也。”

覗。　《 方言》“：覗，视也。自江而北或谓之 《” 广雅·释诂》：

“ 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玉篇》“：直视也。”

《 《” 广雅·释诂》“：视也。”广雅·释诂》“：省视也。

《 广雅·释诂》“：视也。《” 广韵》“：笑视也。”

《 说文“》 直视也。”

《 说文》“：直视也。”直视《。 史记·淳于髠传》“：六博投壶，

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

竀 《 说文》“：正视也，从穴中正见也。”正视。

眓 《 说文》“：视高皃。”

睢 《 说文》“：仰目也。”仰目视貌《。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 雉）飞集于庭，历阶登堂，万众雎睢，惊怪连日。”

顾 （》“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回首，回视。《 论语·乡党 中不内

顾。”

眷 《 说文》“：顾也。”顾，回视《。 诗·大雅·皇矣》“：乃眷西

顾，此维与宅。”

眺 视，远视《。 国语·齐》“：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

币，以骤聘眺 ，于诸侯。《” 补音本》眺 眺，古字通。作

望 向远处看。《 诗·卫风·河广》：“ 谁谓河广，跂余望之。”

瞰 远望《。 汉书》八七《 扬雄传·校猎赋》“：东瞰目尽，西畅亡

厓”。

《 说文》“：望也。”望《。 淮南子·汜论》“：夫绳之为度也，可

《” 后汉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 书·班彪传》附班

覒

睌

覗

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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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西都赋》“：于是睎秦岭，睋北阜。”

瞻 向上或向前看。《 诗·邶风·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

思。”

《 说文》“：左右视之。”

《” 说文》“：鉴临也。临 《 尔雅·释 》“：视也。诂 ”居上视下《。 诗

邶风· 日月》“：日居月诸，照临天下。”

瞫 《《 说文》“：深视也。”段注：见其底里曰深视。 新华词典》：

“ 往深处看。”

《 说文》“：下视深也。”段注：谓下视深窈之处。

瞥 《 说文》“：过目也。”过目，眼光掠过《。 淮南子·说林》“：鳖

无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

《 说文》“：目疾视也睗 。”

暂见貌《。 庄子·徐无鬼》“：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

也。”《 释文》“：司犹一 （马 彪）云：暂见貌。”

《 说文》“： ，暂见也《 然公子阳。 春秋公羊传》曰：‘

生，。”段注：猝乍之见也。

《 说文》“：暂见也。”

观 《 说文》“：谛视也。”细看，看《。 论语·为政》“：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 说文》“：观也。”览 观看《。 史记·秦始皇纪》二十八年刻石：

“ 登兹泰山，周览东极。”

《 说文相 》“：省视也。”段注《： 释诂》《 毛传》皆云“：相，省也。”

“《 汉语大字典》：省视；此别之云“ 省视”，谓察视也。 察看。

民，犹胥《 书·盘庚上》“：相时 顾于箴言。”

省 《 说文》“：省，视也”。察看《。 易·观》“：先王以省方观民

设教。”王力《 同源字典》“：在视的意义上，‘省’与‘相’同

源。”

《 尔雅》“：相也。”观察《。 诗·大雅胥 ·公刘》“：笃公刘，于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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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原，既庶既繁。”

察视《。 国语 士 。”·周上》“：古者，太史顺时

《 说文》“：察视。”察视“。廉”的本字《。 汉书·高帝纪下》

“ 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唐颜师古注：廉，察

，其音同耳。也。廉字本作

睘 《 说文》“：目惊视也。”惊视貌《。 素问·诊要经终论》“：少

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睘绝系。”

惊视貌。同矆《。 文选》晋左太冲《 魏《 说文》“：视皃。” 都

，赋》“：先生之言未卒 吴蜀二客 然相顾。”

《 说文》“：失意视也。”

睩 《 说文》“：目睐谨也。”段注：言注视而又谨畏也《。 楚辞》汉

王逸《 九思·悯上》“：哀世兮睩睩， 兮嗌喔。”

盻 《 说文》“：恨视也。”怒视《。 战国策·韩二》“：韩挟齐魏以

盻楚。”

《 说文》“：小视也。”段注“ 窃视之称。”偷视。汉扬雄《 太玄

经》三《 众》“：师孕唁之，哭且 。”宋司马光《 注》引（范 望）

日“：吊生曰唁，窃视 。”称

窥 《 说文》“：小视也。”暗中偷看《。 礼·少仪》“：不窥密，不旁

狎，不戏色。”

矙 窥视《。 孟子·滕文公下》“：阳货矙孔子之亡，而馈孔子蒸

豚。”

觇 《 说文》“：窥也。”窥视《。 左传·成十七年》“：郤至聘于周，

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觇之。”

《 说文》“：蔽人视也。”段注“：锴曰：‘映人而视之。’”

睪 《 说文》“：目视也。”段注作：司视也。司者今之伺字。

《 说文》“眄 ：一日斜视也。”斜视《。 史记·邹阳传》狱中上书：

“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 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

相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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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 《 说文》“：目小视之。”斜视《。 礼·内则》“：升降出入揖游，

不敢哕噫，咳嚏，跛倚，睇视。”

眽 《 说文》“：目财视也。”段注：财当依《 广韵》作邪，邪当作

衺。

睨 《 说文》“：衺视也。”斜视《。 左传·哀十三年》“：旨酒一盛

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娄 《 说文》“：微视也。”

《 说文》“：低目视也。《” 中华大字典》“：瞀或字《。 集韵》：

‘瞀《， 说文》：低目谨视也。’”瞀瞀，垂目谨视貌《。 荀子·

非十二子》“。缀缀然，瞀瞀然，是弟子之容也。”注“：瞀瞀

然，不敢正视之貌。”

《 说文》“：目孰视也。

《 说文》“：转目视也。”段注：般目为转目。

《 说文》“：笑视之。”段注：嬉笑之视也。

《 说文》“：大视也。”段注：目部曰：暖 为大，大目也。故

视。

《 说文》“：注目视也。”段注：专注之视也。于从归取义。

《 说文》“：目无精直视也。”

《 说文》“：目冥远视也。”段注：冥当为瞑。目虽合而能远视

也。

《 说文》“：戴目也瞯 。”段注“：戴目者，上 目上视则视如戴然。

多白。”翻目仰望。

《 说文》“：吴楚谓瞋目顾视曰眮眮 。”段注：瞋目顾视是二事。

监 鉴”《。 书《 尔雅·释诂》“：视也。”照视。“通 ·酒诰》：

“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传“：视水见已

形，视民行事见吉凶。”

《 说文》“：相顾视而行也。”

《 说文》“：病人视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3

《 说文》“：竝视也。”

觌 相见《。 易·困》“：三岁不觌。”

眔 《 说文》“：目相及也。”

《 说文》“：目相戏也。”

目动，以目示意《。 公羊传·成二年》“ 郤克

以其辞而为之请。”

鲁卫之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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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一、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１“、价”的概念

国外语言学界有人提出词“的 价（”ｌｅｘｉｃａｌ　 　ｖａｌｅｎｃｙ）的概

念。“ 价”指“ 一个语言成分的结合能力”，“ 即在同一平面上

能同它同时出现的其他成分的类型” 。词的价指“ 词同其他词
，

可能有的结合能力 。例如英语词ｍａｋｅ的意义跟和它同时出

。现的成分的类型有关

（１）　ｍａｋｅ　＋　（ｎ名词）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ａｔ　，　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制造一件外衣、一台机

器）

（２）　ｍａｋｅ　＋　（ｔｈｅ）　＋　ｎ　＋　（ｖ动词）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ｏ使这台机器开动）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ｗｏ（ｒｋ使某人工作）

（３）　 ｍａｋｅ　 ＋　（ａ形容词）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弄确实）

（４）　ｍａｋｅ　＋　ａ　＋　ｎ　　ｍａｋｅ　ａ　ｇｏｏｄ　ｗｉ（ｆｅ成为一位好妻子）

（５）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ｍａｋｅ　ａｎ　ｈｏｕｒ．　（６０分钟组成一小时）

（６）　６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６０人作出决定）

（５（）６）有共同的格式ｍａｋｅ＋ａ＋ｎ，但（ ６）可以变换为

６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ｃｉｄｅ．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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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回答）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纠正）

这说明（ ６）代表了ｍａｋｅ＋抽象名词，ｍａｋｅ的意义非常概括，

相当于一个系词，其后边的表动作行为的抽象名词，则表示实

义。

（５）不能作（ ６）那样的变换，它代表ｍａｋｅ＋某些度量单

位，其义为组成、构成。

由此可见，ｍａｋｅ的意义同其结合成分的语法性质和句式有

关。

莱昂斯也讨论过“ 价”的问题 。他说，“ 价”在语言学中

原用来指传统上说的“ 及 ”“ 支配”的概念。但物 它显然同谓词

运算中谓词在恰当的模式中所要求的项的数量有关。从这个观点

看，一向谓词有一个价，两向谓词有两个价，等等。传统所说的

及物动词是有两个价的动词，它支配一个直接宾语。（ 按：及物

动词还要求一个主语，所以是两个价的动词。）但“ 价”不是简

单地指动词在一个恰当的句子中可以或必须结合的成员的数量，

它也试图用来说明不同动词在词语中结合的成分的不同。例如

ｇｉｖｅ（ 给）和ｐｕｔ（ 放）在它们普通的应用中都有三个价，但它

们所支配（ 支配的广义用法）的三个成分中有一个不同。ｇｉｖｅ

支配一个主语，一个直接宾语，一个间接宾（语 按，如：Ｉ　 ｇａｖｅ

ｈｉｍａｂｏｏｋ．〔 我给他一本书〕），ｐｕｔ支配一个主语，一个直接宾

语，和一个方位词（语 按，如：Ｉ　ｐｕ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　ｄｅｓｋ〔． 我放

这本书在桌子上〕）。因此可以说它们的价不同。它们分别联系不

同的“ 价 －集（”　ｖａｌｅｎｃｙ　－　ｓｅｔ“）。很明显，动词的意义和它们的
，

。价存在相当程度的依存关系

２、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分析

“ 价”的概念启发我们对汉语的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进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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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描写，把这同意义的分析结合起来。他们所说的“ 价”我们

就叫结合能力，其精神同分布分（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

相通的。

吕叔湘先生主编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对不少虚词的分析实

际上也是具体分析虚词在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例如“ 不必”

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副词，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不需要：我自己能搬，～帮忙

慢慢商议，～着急。

《 现代汉语八百词》解释为：

［副］表示不需要，用不着。

ａ）不必＋动

～去 ～问他 事情，我都知道了 慢慢来，～着急

已经很清楚了，～再争论下去

ｂ）不必＋形。形容词前要有表程度的修饰语。

～～很大 ～过 ～这～太详细 么厚早 一样整齐

～那么周到

表示情绪、态度等的形容词，可直接受“ 不必”修

饰 。

生活小～紧张 ～高兴 ～悲观 事，～认真

ｃ）“ 不必”后面的动词、形容词可以提前或省略。

他准备再这样 等做，我认为～ 去一次，我看～了

我有空再告诉你 ～了，我都知道了

《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明“ 不必”表“ 不需要，用不着”义

后面要加动词或形容词，加一般形容词则形容词还要有表程度的

修饰语，后加表情绪、态度等的形容词则可不加表程度的修饰

语，并说明了在一定上下文中，“ 不必”后的动词、形容词可以

提前、省略。这就是说明了“ 不必”的“ 价”，说明了它的结合

能力，说明了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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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对实词、实义语素在各个意义上可能有的结合能力进

行分析还不多见。对现代汉语的语素和词来说，结合能力的分析

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不成词语素则只可能有下面（ １）的内

容）：

（ １）语素构词能力分析。语素的各个意义是如何构成各

个词的，用什么方式，数量如何，这是构词能力分析要描写的内

容 。

（ ２）词的语法性质分析。某个词属某个词类，则有该词

类的语法性质，而具有该词类所共有的结合能力。各词类中还有

次类，属于各次类的词就具有该次类的语法特点，具有该次类的

结合能力。

（３）词在各个意义（ 此处指词义）上的结合能力。同属一

不同意义的词结合能力不同，一个词在不同意义（个词类， 此处

指词义）上结合能力也不同。

语素构词能力分析要收集语素所构成的全部词汇，这可以利

用各类词典和辞书。描写构词能力需要有一套分析方法。我们认

为，语素在构词中有语素共义、语素变义。语素共义指义项所概

括的意义，语素变义指合成词中语素所出现的意义差别。语素共

义和语素变义的关系很复杂，在合成词中，它们的关系常见的有

这几种类 ：型

（１）一致关系。如：

军 军队

军　　　　徽　　　　军队的标志

纪军 军队的纪律

坚 硬，坚固

坚实　　　　坚固结实

坚韧 坚固有韧性

①攻 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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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攻打并夺取取

攻打敌人的坚固防御攻坚 工事

种类关系。语素共义范围（ ２） 大，是类；语素变义范围

小，是种。如：

文 文章

文 文件本 的某种本子

文件 ①公文、信件等

水上船 的主要运输工具

小木船船篷 上的复盖物，用来遮蔽日光和风雨

船老大 木船上的主要船夫， 也泛指船夫

品 ①物品

商品 ①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战利品 战争或战役中从敌方缴获的武器装备等

（３）关联关系。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意义上有各种联系。

如：

艺 艺术

艺龄 艺术活动的年数

艺名 艺人演出用的别名

奸 ①奸诈

奸徒 奸险的人

奸佞 奸邪谄媚

弃 放弃；扔掉

弃妇 旧社会指被丈夫遗弃的妇女

嫌弃 厌恶而不愿接近

（４）借代关系。

眉目 眉毛和眼睛，泛指容貌

细软 指首饰等贵重的便于携带的东西

以上两个词的全部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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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墨　　　　落笔。这里“ 墨”指笔

嘴碎说话罗唆。这里“ 嘴”指说话

以上两个词中一个语素是借代用法。

（５）比喻关系。

鳞爪　　　　鳞和爪，比喻事情的片断

唇齿　　　　比喻互相接近而且有共同利害的两方面

以上两个词全部语素都是比喻用法。

林立　　　　像树林一样密密排列

帽舌　　　　帽子前面的檐，形状像舌头，用来遮挡阳光

以上两个词中语素“ 林”“ 舌”是比喻用法。

（６）部分语素义模胡。

斯文　　　　文雅“，斯”原义“ 这，于是”，在这里义模胡

南瓜　　　　一种可做蔬菜的瓜，扁圆形或梨形，嫩时绿色，成

熟时赤褐色。不同地区有倭瓜、老倭瓜、北瓜、番

瓜等名称。语素“ 南”在这里义模胡

（７）部分语素义消失。

窗户“ 户”义消失

忘记“ 记”义消失

（８）词的全部语素义消失。

冬 烘 （ 思想）迂腐，（ 知识）浅陋

二百五　　　　讥称有些傻气、做事莽撞的人

“ 冬“”烘“”二“”百“”五”在这两个词中语素的原有意义完全

消失。

应用上述语素共义、语素变义及其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构

词法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对语素在各个意义上的构词能力作出

描写。

词的语法性质分析和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的分析要观察大

量的词语搭配情况。从可能性来说，这几乎是无限的。但任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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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都讲典型分析、抽样检查。可以观察被分析的词同常用词

的搭配情况，必要时扩大范围，这样就可以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

础上，作出概括。

二、“ 红”的结合能力分析

下面根据上述观点和方法分析现代汉语中“ 红”作为语素在

各个意义上的构词能力，和作为词在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

１、“ 红”的构词能力

《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 红”的义项有：

①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枣 ～领巾。

②象征吉庆的红布：披～ 挂～。

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 他唱开门～人重视、欢迎：～运

戏唱～了。

④象征革命和政 ～五月 又～又专。治觉悟高：～军

⑤红利：分～。

《 现汉》收入以“ 红”为第一语 个，除“ 红男绿素的词条９９

女”是成语外，其余都可以看作是词而列入我们的分析范围。

（ 现汉）收以“ 红”为末一个语素的词２０个左右，其他辞书收

入而《 现汉》未收可以看作词的也有一些（ 如嫩红、晕红、东方

红等）。我们的分析就以１２０个左右的词为根据。

如果只按这些词中“ 红”的意义和构词方式分类，如①义构

成的词 ～狐 嫣～”等，偏正式有“ ～茶 大～～ ，联柳 朱～

～合式有“ ～润”等，支配式有“ ～脸（ 害羞；发怒） 眼（ 发

怒）”，附加式有“ 通通 ～艳艳”等，就说不清下列各～朴朴

词中“ 红”意义的变化和作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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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之“ 红”，指鲜红色。

“ 红花”之“ 红”，指黄红色。

“ 红装”之“ 红”表面指“ 红色的（ 装饰）”，实际泛指

“ 艳丽（的 装束）”，这个词还可以指“ 青年妇女”。

如果进一步分析“ 红”各个意义在构成不同的词中意义的变

异，分析语素共义、语素变义的关系，根据“ 红”各个意义在不

同构词方式构成的词中产生的变异去分类，可以将“ 红”所构成

的词排成下表：

①义（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构成的词

偏正式

（１）一致关系

～茶　　　　～潮　　　　～蛋　　　　～豆　　　　～矾　　　　～汞～

果儿　　　　～教　　　　～净～棉　　　　～木　　　　～（娘昆虫）

～砒　　　　～契　　　　～青　　　　～曲　　　　～壤　　　　～苕　　　　～生

～薯　　　　～树　　　　～星～眼（ 眼病）　　～样　　　　～叶

～鱼～晕　　　　～藻　　　　～旗（ 旗子）～色（ 颜

色 ） ～ 柳

大～　　　　朱～　　　　嫣～　　　　通～　　　　殷～　　　　猩～桔

～　　　　血～　　　　品～　　　　潮～　　　　绯～　　　　粉～　　　　鲜～枣

～　　　　桃～　　　　肉～嫩～

～点颏　　　　～骨髓　　　　～模子　　　　～头绳　　　　～外线

～锌矿　　　　～血球～药水　　　　～枪会　　　　～缨枪

～绿灯　　　　～蜘蛛　　　　～三叶　　　　～麻料（儿 鸟名）～

十字会～衣主教　　　　～新月会　　　　～巾起义

（２）种类关系

～磷（“ 红”指粉末暗红色）

～铃虫（“ 红”指幼虫淡红色）

～螺（“ 红”指壳内桔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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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子（“ 红”指暗红色或淡红色）

～萍（“ 红”指叶暗红色）

～小豆（“ 红”指种子暗红色）

“ 红”同“ 淡红”“ 桔红”“ 暗红”是类和种的关系。

（３）关联关系

～狐（“ 红”指狐毛赤褐色）

～花（“ 红”指花黄红色）

～麻（“ 红”指花粉红或淡紫色）

～烧（“ 红”指黑红色）

～松（“ 红”指雄花黄红色）

～铜（“ 红”指紫红色）

～花草（“ 红”指花紫红色）

在这些词中，“ 红”指同红颜色有各种关系的间色，故称同红①

义的关系是关联关系。

（ ４）借代关系

～皮书（ 指某些国家政府议会公开发表的有关国

情的重要文件。语素“ 红皮”为借代用法。）

～毛坭（ 水泥。“ 红毛国”原指今荷兰。因“ 其人

⋯须眉皆赤”（《 明史·和兰传》）。此处

“ 红毛”泛指外国，是借代用法。）

～颜（ 指貌美女子，两个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装（ 指艳丽的装束，又指青年妇女。前义“ 红”

为借代用法，后义两个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旗（ 指无产阶级革命，又指先进单位。二义皆

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领巾（ 指少先队员，三个语素皆借代用法。）

～尘（ 指繁华社会，又指人世间，二义皆两个

语素的借代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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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式

一致关系　　　　～润

支配式

借代关系

～脸（ 指害羞，又指发怒。二义皆两个语素的

借代用法。）

～眼（ 指发怒，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陈述式

一致关系　　　　晕～　　　　东方～

附加式

一致关系　　　　～朴朴　　　　～通通　　　　～艳艳　　　　～不棱登

②义（ 象征喜庆的红布）构成的词

支配式

一致关系　　　　披～　　　　挂～

③义（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榜　　　　～货～人　　　　～角　　　　～运～火

陈述式

一致关系　　　　满堂～

④义（ 象征革命和政治觉悟高）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军　　　　～心　　　　～（色指革命）

借代关系　　　　～帽子

联合式

借代关系　　　　～专

⑤义（ 红利）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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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式

一致关系　　　　分～

下面这些词中“ 红”的意义模胡：

～煤（ 指无烟煤）

～霉素（ 该抗菌素为白色或淡黄色结晶。）

～糖（ 糖为褐黄色、赤褐色或黑色，有些地方叫黑糖

或黄糖。）

～案（ 厨工的分工上指做菜的工作）

“ 红娘”一词则全部语素义都消失了。红娘原为《 西厢记》

中崔莺莺侍女名。后泛指促成美满姻缘的人（ 不限于女子），现

在有时竟可以指起这种作用的领导、组织机构。这是因作用相同

而词义扩大。而语素“ 红”“ 娘”则完全不表示这种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１）语素“ 红”最有构词能力的是①义，上面列出它共构

成的词有９７个，占收入的词总数的８０％强。最能产的构词方

式是偏正式，“ 红”的各个意义用偏正式构成的词上面列出８６

个，占收入词总数的７１％强。其中①义用偏正式构词７５个。

（２）正是在“ 红”的①义以偏正式所构成的词中，典型地

表现出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的各种关系。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

由于语言传统中存在有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关系的种种类型，才

大大增强了“ 红”的构词能力。

（３）“ 红”的③④义也有一定构词能力，它们构成的词多数

也是偏正式，语素共义、语素变义多是一致关系。但实际上，③

④义是从①义发展出来的。③④义是①义的象征用法（ 由社会历

史、习 惯造成的以某事物表示另一事物、观念）或比喻用法。如

“ 红火”，按字面“ 红”为①义，但这里“ 红”为比喻用法，则成

“ 红 ”为 义了③义。“ 红旗”若指“ 红色的旗子”则 ，若指

“ 无产阶级革命”则“ 红”为④义，这里④义是①义的象征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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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两个发展出来的意义固定下来，并且有了构词能力，才有

了独立义项的资格。

（４） 义构词能力弱。“ 红”的②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就《 现代汉语词典》对语素

“ 红”义项的概括和在释词中对语素义的说明提出一些讨论。

（１）有些词语中语素“ 红”的意义《 现汉》所立义项仍未

能概括。如：

红白喜事　　　　男女结婚是喜事，高寿的人逝世的丧事也叫喜

丧，统称红白喜事。

红盘　　正月的价格。

这两个词中“ 红”义似为“ 象征喜庆、吉利”。

口红　　化妆品，用来涂在嘴唇上使颜色红润。

洋红　　　　粉红色的颜料。

这两个 “ 披红”“ 挂红”中的词中的“ 红”表示的是物品，同

“ 红”作用相似，但义不同。

这四个词未列入上面分析“ 红”在构词中意义的变异的词表

中 。

（２）《 现汉》对下列各词中“ 红”的意义未作说明。

红票　　　　旧时戏剧或杂剧演出者赠送给人的免费入场券。

红杉　　　　常绿乔木，高可达三十米，叶子有披叶形或椭圆形

两种，球果椭圆形，表皮有鳞片，木材致密。

据《 辞海》，则作“ 球果⋯紫色，⋯鳞苞长尖，露出，直伸，紫

色。”

⋯红铃虫　　　　昆虫，成虫是灰褐色的小蛾⋯⋯幼虫褐色，蛹长

椭圆形，有光泽。

据《 新华词典》，则作“ 幼虫淡红色”。

红教藏族地区喇嘛教的一派，８世纪到９世纪盛行。

《 新华词典》则说明“：因喇嘛着红法衣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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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红旗”一词的义项《 现汉》作：

①红色的旗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②竞赛中用来奖励优胜者的旗子。

③比喻先进单位。

义项的划分有毛病。①的“ 红色的旗子”和“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象征”实为二义，前一义的“ 红”同语素共义一致，后一义的

“ 红（”包括“ 旗”）是语素 义讲的只是“ 红色的借代用法，又

旗子”的一种功用，还有别的功用。③义非语素“ 红”“ 旗”的

比喻用法，而是借代用法，先进单位常常奖以红旗，就以红旗指

代先进单位。根据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的关系，“ 红旗”的义项

似应作：

①红色的旗子，特指竞赛中奖励优胜者的旗子。

②指无产阶级革命。

③指先进单位。

（４）《 现汉》说“ 红藤”即白藤。不当。据《 辞海》，“ 红

藤”为“ 大血藤”“，茎红褐色”。

由此可见，对于语素各个意义构词能力的分析，是语言描写

所要求的，它对词典编纂中的释义和义项的概括、划分，有直接

的帮助。

２、“ 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 现汉》所立“ 红”的五个义项中，①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

色，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④象征革命和政治觉

悟高三个义项是词义（“ 红”在这三个意义上可作为词来使用），

②象征喜庆的红布和⑤红利两个义项是语素义（“ 红”在这两个

意义上不可以作为词来运用，这两个意义只存在于合成词或固

定结构中）。因此分析“ 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实际上是分析

“ 红”的①③④义的结合能力。“ 红”在这几个意义上都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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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基本功能是作 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充定语、谓语、补语，

考当主语、宾语。下面就以语法功能为纲， 察“ 红”在这三个意

义上的结合能力。

（１）做定语

（ 不①义的“ 红”加在表示有这个属性 管是天然的还是后加

的）的事物现象的词之前，如：

～天　　　　　　～太阳　　　　　　～云　　　　　　～石头　　　　　　～蝴蝶

～鸟　　　　　　～树　　　　　　～　　花 　　　～　　杏　 ～牡丹

～桌子　　　　～箱子　　　　　～　汽车 　　　　～字儿 　　　　～信纸

～表格　　　　～裙子

但下面这些是合成词：

～河　　　　～雨　　　　～楼　　　　～墙　　　　～豆腐

有些事物虽有“ 红”的属性，但习惯上不用“ 红”作定语：

＊～桃花＊～ 田地＊～矿物

这种用法的“ 红”后加“ 的”较少（ 可以加）：

～的天　　　　～的太阳　　　　～的云　　　　～的石头

“ 红＋的＋名”意义一般等于“ 红＋名”，如红的石头＝红石

头，红的天＝红天。但有些表名物的词这两 红”的意种格式中“

义并不相等：

（“ 红杏”指红颜红杏≠红的杏 色的杏“，红的杏”指成

熟而变红的杏。）

红的柿子（“ 红柿子”红柿子≠ 指红颜色的柿子，“ 红的

柿子”指成熟因而变红的柿子。）

“ 红的杏”“ 红的柿子”中的“ 红”潜伏着“ 成熟了的”意义。

③义作定语，多加在月份之前。如：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但不能用于年、季节、星期、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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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１年 ＊～ 春 ＊～ 星 期 一 ＊～ ７日

加在某些演艺界的职业名称前：～歌星　　～演员

④义作定语，只能加在一些特殊月份（ 有重大革命节日的月

份）之前，和某些职业的名称之前。如：

～五月　　　　～十月

义若说“ ～一月”，则“ 红”为③义，若说“ ～五月”，则 占优

一般不会想到是指势， ③义。

～教授　　　　～专家（ 在五六十年代用过这种说法）

后一种说法不能类推，下列搭配都未使用过：

＊～ 部长＊～ 司机＊～ 师傅＊～ 售货员

（ ２）作谓语

①义作谓语把①义作定语的偏正结构中的“ 定”“ 中”两

部分位置颠倒一下，就得到“ 红”①义作谓语的主谓结构：

天～　　　　　　太阳～　　　　　　云～　　　　石　　头～ 蝴蝶～

鸟～　　　　　　　　　　　树～　　　　　　　　　　花～　　　　　　牡丹～　　　　　　桌子～

箱子～　　　　　　　　汽车～　　　　　　　　　字儿～　　　　　　信纸～　　　　　　表格～

裙子～

但要区别：

１）有些偏正式是词组，倒过来的主谓式是合成词：～杏

（ 词组）一杏红（ 合成词）。

２）有些偏正式是合成词，倒过来的主谓式是词组：红脸

（ 合成词）一脸红（ 词组）。

３）有些偏正式和倒过来的主谓式都是合成词：红枣一枣红

红火一火红。

③义作谓语

１）将“ 红”作定语的词组倒过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２）要求的主语比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广泛得多：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9

生意～起来了。（ 后加“ 起来了”自然，单加“ 了”也可

以。）

商店～起来了。（ 同上）

老王～起来了。（ 同上）

这伙人～起来了。（ 同上）

但不能说：

＊～生意　　＊～商店　　＊～老王　　　　＊～这伙人

④义作谓语

１）不能将“ 红”作定语的词组倒过来，说成“ 五月红”

“ 十月红”，这样说的“ 红”一般想到的是③义，而不是④义。

“ 教授红”“ 专家红”也罕见。

２）要求的主语是另一些词语：

中国～了　　　　中国一片～（ 加“ 一片”为自然）

连队～了　　　　连队一片～（ 同上）

３）这个“ 红”能带数量宾语：

赣水那边～一角　　　　～一点　　　　～一片

其中的“ 红”，同支配式合成词“ ～眼”“ ～脸”中的“ 红”，有

“ 使红”的意义。

（３）作补语

①义能充当结果补语、带“ 得”“ 不”的可能补语，要求的

谓语动词很有限制，是一些意义上表示能产生“ 红”的结果的动

词，如：

染　　　　染～　　染得～　　染不～

刷　　　　　刷～　　　　刷得～　　　　刷不～

变　　　　变～　　＊变得～　　＊变不～

这样的动词还有：擦、抹、涂、泡、冻、烫等。

③义作补语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格式中：

（ 他）唱戏唱红了。（ 单说“ 唱红了”不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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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书说红了。（ 同上）

（ 他）写字写红了。（ 同上）

以这种“ 红”义作补语的动词一般是表示从事某种艺术、技艺活

动的，但这种用法也只限于“ 动＋宾（ 动宾是词组或合成词）＋

动＋红＋了”的格式中。

④义很少作补语，有时用作补语，意含讽刺、否定：

他参加革命，变红了。（ 不是真正“ 红”了。）

他学习马列主义，变红了。（ 同上）

（４）作主语

１） 义可以作主语，谓语为“ 是”，“ 是”义为“ 属于”：

～是一种颜色　　　　～是一种视觉

③④义不能这样用。

２）在反身指代义上也可作“ 是”的主语，“ 是”义为“ 属

于”。

～是形容词　　　　～是一个音节

～是一个字　　　　～是一个表颜色的概念

（ ５）作宾语

１ 义可以作肯定意义、等同意义上的“ 是”的宾语：）

这是红，那不是红。红是红，绿不是红。

①义可以作“ 像”的宾语：

这像红，那不像红。

①义可以作某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的宾语：

他喜欢红，我讨厌红。

④义在一定２） 语境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他是红了。

其中的“ 红”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 革命了，觉悟高了”，也

可以指“ 受重视、欢迎了”。

３）在反身指代义上作“ 有”的宾语：

形容词有红　　　　形声字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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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上述分析扼要总结成下表：

（１）作定语

①义～＋名（ 有红属性的名物词），但＊～桃花、＊～田地

③义～＋月份名，但不能加在年、季、星期、日名之前

④义～＋有重大节日的月份名。

～＋少数职业名称名。不能类推。

（２）作谓语

①义名（ 有红属性的名物词）＋～。

③义名（ 限于人、生意、商店等）＋～（ 了）。

④义名（ 限于中国、连队、一些机关团体名）＋一片＋

～＋数量宾语（ 一点、一片等）名（ 同上）＋ 。

（３）作补语

①义动（ 染、刷、抹等）＋～；动＋得／不＋～。

③义　　　　限用“于 唱戏唱～了”的说法中。

④义　　　　罕用。

（４）作主语

①义作主语，谓语为“ 是”。

在反身指代上可以作主语，谓语中心词为“ 是”。

（５）作宾语

①义作宾语，述语为“ 是“”像“”喜欢”等。

在反身指代义上可以作宾语，述语为“ 有”。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 红”在不同词义义项上语法功能、

搭配能力的差别，也就是用法的差别。这几个意义都是形容词的

意义，“ 红”代表这些意义时都能充当定语、谓语、补语等，但

能结合的词语的范围有很大的不同，能出现的句子格式也有明显

的不同。有的限制较少，有的有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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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的结合能力分析

“ 打”在现代汉语中是意义最纷繁的词之一。不同词典对它

的意义的分析有不同。我们主要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

又作了些调整补充，共设２８个义项，释义必要时反映“ 打”各

义的搭配情况。

我们先分析“ 打”作为词时不同意义的结合能力，然后讨论

“ 打”作为语素在构词中意义变模胡，以致于消失的情况。

“ 打”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 打”是动词，下面主要考察“ 打”作为述语时各个意义的

结合能力。

（１）“ 打”＋宾语

“ 打”的不同意义，要求不同的宾语。

①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能充当“ 打”这个意 ～石头义的宾语的词很多。如：“ ～铁

～核桃 ～苍蝇”等，但不是没有限制。其宾语是“ 鸟”“ 鱼”

“ 野猪”时，“ 打”义要视语境而定，有时可用此义解释，一般要

解释为“ 捕捉”。

②攻打

能充当这个意义的宾语是表示可以当进攻目标、对象的事物

的词。如“ ～碉堡 ～反动派 ～土匪”。在谈军事进攻的场合，

也可以说“ ～工厂 ～银行 ～城市”。

③（ 器皿蛋类等）撞击而破碎

“ 打”的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蛋类、陶、瓷、

玻璃等器皿。如“ ～了蛋了 ～了玻璃了”～了盘子了 。其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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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物品不能用，如不说“ ＊～了塑料盒了 ＊～了收音机了 ＊～

了灯泡了”。

④手工制造（ 木器、某些器物、食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某些木器、金属品、某

～些食品 刀，如“ ～箱 ～钳子子 ～家具 ～烧饼”。但不说

＊ ＊～“ ＊～砖 铁锅～木盆 ＊～蛋糕”。

⑤手工编织（ 某些物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手工编织的某些物品，

～网”，不说“ ＊～手套 ～衣服 ＊如“ ～毛衣 ～床单 ＊～布”。

拍击（ 某些物品）而运动、游戏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 ～篮球 ～羽毛球 ～扑

。＊克”，不说“ ＊～象棋 ～剑 ＊～骰子”

捆扎（ 某些包装物）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 ～包裹 ～背～行李

包”，不说“ ＊～口袋 ＊～盒子 ＊～箱子（ 这个“ 打”，义为制

造）”。

购买（ 某些液体食品、车票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油 ～醋～酒

车票”，不说“ ＊ ＊～牛奶～啤酒 ＊～汽水 ＊～衣服 ＊～东西”。

挖（ 某类洞穴）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洞 ～井 ～眼儿”，

＊～不说“ ＊～水池 沟 。＊～水库”

涂抹（ 某些用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腊 ～肥 ～桐皂

油”。不说“ ＊～墨 ＊～胶 ＊～紫药水”。水

取（ 某些食品、水）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稀饭 ～菜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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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取（ 柴、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草 ～柴”，不说

“ ＊～树枝 ＊～庄稼”。而“ ～麦子”“ ～稻子”的“ 打”又是撞

击的意思了。

建造（ 墙、坝）

这个意义 ～坝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墙 ～地基”，

不说“ ＊～房子 ＊～地板”。＊～楼

举或竖起（ 某些物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旗子 ～标语牌

伞 ～灯笼”，不说“ ＊～杠铃 ＊～石担 ＊～篮子”。

捕捉（ 鱼、鸟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 ～野猪，如说“ ～鱼 ～鸟

～老虎”，不说“ ＊～虾 ＊～海蜇＊～螃蟹 ”。

搅拌（ 某些液状物）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卤 ～根子 ～浆

糊”，不说“ ＊～泥 ＊～蜂蜜 ＊～药水（”“。 打药水”指喷射药

水时能说。）

发射（ 某些武器）、发出（ 电讯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枪 ～炮 ～电报

～电话”，不说“ ＊～火箭 ＊～通知“”。＊～导弹 ＊～信 把火箭

打下来”的“ 打”义又为“ 撞击”。

发生（ 某些自然现象、身体动作变化）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限制，如说“ ～雷 ～喷涕 ～哈欠

～楞儿～”，不说“ ＊ ＊～雪 ”＊～咳嗽 。～雨

除去（ 枝状物的尖端）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枝 ～顶 ～旁杈”，

水”，不说“ ＊～馒头 ＊～ ＊～红烧肉”。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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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 ＊～花 ＊～污垢 ＊～斑点”。“ ＊～叶子

⑩写（ 草稿、报告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 ～报告 ～叉说“ ～草稿

～十字”，不说“ ＊～文 。章 ＊～诗”

⑧做（ 某些工作、动作、事情）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说 ～临时工“ ～短工

手势 ”，不说“ ＊～清～杂 洁工 ＊～姿势”。

④计算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 ～二百元”，很大的限制，如说“ ～算盘

＊～物资不说“ ＊～钱 ＊～资金”。

用⋯说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比方”“ 比喻”“ 官腔”等。

⑧画（ 格子、直线）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 表”“ 表格”“ 格子”“ 线”等。

⑥付、领（ 证件）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介绍信”“ 证明（ 书）”等。

⑩谜底指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说明谜底的词语，如“ ～一个字

某物品 ～一城市名”。

⑧盖（ 印章）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戳子”等。

⑥使（ 手电）亮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手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打”的各个意义能结合的宾语很

不相同，多数意义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少数意义是很有限制的，

一般是不能类推的。

（２）“ 打”＋结果补语

“ 打”各义能带什么结果补语，决定于“ 打”义表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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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补语的表示的结果。如在“ 打跑了＋宾语”的格式中，能出

现的“ 打”义见下表：

＋趋向补语（３）“ 打”

“ 打”各义能带什么趋向补语，决定于“ 打”义表示的行为

有否补语所表示的趋向。如在“ 主语＋打＋出去了”的格式中，

能出现的“ 打”义只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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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打出去了。　　　　　　　　　　　“ 打”义①撞击

三连战士打出去了。　　　　　　　“ 打”义②攻打

球 打 出 去 了 。 　　　　　　　　　“ 打 ” 义 拍⋯运动、游戏

旗 子 打 出 去 了 。 　　　　　　　“ 打 ” 义 举

炮（ 电 报 ） 打 出 去 了 。 　　“ 打 ” 义 发射，发出

报 告 打 出 去 了 。 　　　　　　“ 打 ” 义 写

（ ４）“ 打”在各种组合中，　“　 打”的意义随着意义上的受事

对象而变化。

我们已考察了“ 打”义同它的宾语的关系，把它的宾语提到

主语的位置，主语是受事主语，“ 打”义则随着受事主语而变化：

油打了。　　　　“ 买打”义为

毛衣打了。　　“ 打”义为⑤编织

鸡蛋打了。“ 打”义为 撞破

但不是所有各义的宾语都能提到主语的位置上，如不说“ ＊短工

打了 ＊比方打了 ＊哈欠打了”。

也可以用“ 打”加“ 的”再加它的宾语组成定中结构，则

“ 打”的中心语在意义上仍是“ 打”的受事对象。“ 打”义随着中

心语而变化：

打的箱子搬来了。“ 打”义为④制造

打的米饭端来了。“ 打”义 取为

打的洞太深了。“ 打 挖”义为

但不是所有各义的宾语都可以充当“ 打”加“ 的”定中结构的中

心语，如不说“ ＊打的短工 ＊打的哈欠 ＊打的旁杈”。

全面地分析“ 打”每个意义具体结合的词语是很细致的工

作。孟琮等编著的《 动词用法词典》对“ 打”各义的搭配情况，

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我们摘引其中的两条。

打（ １）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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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宾类〔】 受事〕 ～枣～门 ～锣 ～钟〔 工具〕～大锤

〔 处所〕～上边 ～鼓帮

【动结】～∥光 坏 破～∥～∥ ～∥掉 着 ａ他～∥ 个

子矮，～不着树上的果子 ｂ　 侯小俊他们～着

不少核桃

～成ｂ鼓～成这个样子，还不换个新的。

【动趋】按：下面录出词典所列能带的趋向补语，再摘引

部分例句。

上、上去、下、下来、下去、进、进去、出、回

来、得（ 不）过来、过去、起、起来、开、开来、

到 。

～∥上　　　　第 ～上一锤没 ～上△孩子们拿着竹

竿～上梨了

～上去　　　　一棍子～上去，没打着

～∥下　　　　～下很多核桃

～下去　　　　他一棍子打下去，震得手直发麻

打（ ２）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

⋯⋯

【名宾类〔】 受事〕～玻璃 ～饭碗 ～鸡蛋〔 结果）～了一

个窟窿 ～了一道纹〔 处所〕把鸡蛋～碗里

光【 ～ 碎动结 ∥】 ～～∥ 裂∥破

～得／不了ａ你放心吧，我一个茶碗也～不了

～好ｂ鸡蛋我已经～好了，你来炒吧

【动趋】能带的趋向补语有：上、得（ 不）起、起来、开、

到 。

～上　　　 △你怎么又～上鸡　往锅里～上三个鸡蛋

蛋了

～得／不起　　◇饭碗好几角钱一个，咱～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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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打”在构词中意义模胡、消失的现象

我们不全面说明“ 打”各个意义的构词能力，而着重讨论

“ 打”在构词中意义模胡、消失的现象。

“ 打”构成的词有一部分能分解它的语素义，如“ 打更、打

架、打手”中的“ 打”义为“ 撞击”，“ 单打、双打”中的“ 打”

是“ 拍⋯运动、游戏”。

“ 打”构成的词中又有一部分无法或很难分解它的语素义，

但却不能说它无义。如：

打眼　　　　买东西没看出毛病，上了当。

打喳喳　　小声说话、耳语。

打哈哈　　　开玩笑。

打点 ①收拾准备（ 礼物、行装等）。

②旧时送人钱财，请求照顾。

打紧　　　　要紧。

打暖　　　　打得火热（《 辞源》）。

实（在《 辞源》）。

打打快快　　　　赶快（ 陆澹安《 戏曲词语汇释》）。

打惨　　　　凄切（ 同上）。

在“ 打”后加一个动词性语素构成的词中，有少数“ 打”还

可以分解出语素义，如 “ 撞击”义“，打援”“ 打击”之“ 打”有

之“ 打”有“ 攻打”义，但多数“ 打”义消失，词义就是同

“ 打”结合的动词语素的意义（ 或其比喻引申义）。如：

打扮 使容貌和衣着好看；装饰。

用一件事物打比 来说明另一件事物；比喻。

打岔　　　　打断别人的说话或工作。

打动　　　　使人感动。

打赌　　　　拿一件事情的真相如何或能否实现赌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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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发 派（ 出去）。

打滑 指车轮或皮带转动时产生的摩擦力达不到要求

而空转。

打劫　　　　抢夺（ 财物）。

打捞　　　　把沉在水里的东西（ 如死尸、船只等）找着取上

来。

打埋伏 预先隐藏起来，待时行动。

这样的词《 现代汉语词典》还收有“ 打横、打开、打量、打猎、

打流、打磨、打算、打听、打挺、打围、打问、打响、打消、打

斜、打造、打招呼、打住、打转、打坐、打游击”等。

有人把这种“ 打 这对一部分词适用（ 如”解释为“ 进行”，

“ 打劫、打捞、打猎”），对一部分词则不适用（ 如“ 打开、打响、

打住”，因为这些动作无连续性），实际上解释为“ 进行”同

“ 打”后面的语素的意义是重复的，因为既是表示一种动作，当

然这种动作是在进行。我们认为，把它看作意义消失的非能产的

构词成分比较合理。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 打”义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认识。

“ 打”本义为“ 击（”《 广雅·释诂》“：打，击也。”）又引申出“ 攻

打”（义《 梁书·侯景传》“：我在北打贺拔胜，破葛荣。”）后来

“ 打”搭配的范围越来越广，构词能力越来越强。以“ 打”作为

头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宋以前的如“ 打蔟”（ 北朝游戏的一种，

蹴鞠。见南朝梁宗懔《见《 北史》“ 打毬”〈 荆楚岁时记》〉）

打鱼”（ 捕鱼。见唐杜甫《 杜工部诗史补遗》）。宋以后修订本

《 辞源》所收就有“ 打坐、打乖、打春、打併、打量、打睡、打

话、打暖、打号、打交道”等近５０个。陆澹安《 小说词语汇

释》《 戏曲词语汇释》还收有“ 打认、打调、打叉、打合、打唤”

等《 辞源》未收的近３０个。在“ 打”组成的这么多词语中，打

的本义“ 击”、引申义“ 攻打”几乎完全消失。欧阳修认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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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误讹：“ 世俗之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惟打

字耳。其义本谓考击，故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银器

亦可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义。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

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

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糊，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

手试目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

打（。”《 旧田录》）宋吴曾从字形上去分析“ 打”的意义“：打字

从手从丁，以手当其事者也。觸事谓之打，于义无嫌矣。”（《 辨

误录》）欧阳修认为“ 打”字后来的用法离开了本义，是一种谬

误。吴曾从字形上解释“ 打”有以手接触的意义，说“ 打”后来

的各种用法“ 于义无嫌”。但宋以前出现的“ 打”构成的词语中，

有不少“ 打”不能用“ 以手当其事”去解释。如“ 打坐”指僧道

盘腿闭目而坐，使心入定。“ 打乖”指使弄聪明。这一点清黄生

在《 字诂》中已经指出来：“ 若《 项氏家说》谓‘俗间助语，与

本辞相反，如打叠、打听、打请、打量之类’，又非可言以手

当。盖凡起而作其事，皆谓之打耳。”（《 字诂义府合按》“ 打”

条）黄生指出了“ 打”的用法和构词中表示了最一般的“ 做事”

的意义。

我们认为，唐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打”的搭配范围扩大，

由于汉语双音合成词的发展，活动力强的“ 打”构成了一大批合

成词。在这个过程中，它发展出的引申义离本义越来越远，欧阳

修不理解这种现象。吴曾的解释说明了“ 打”的本义同一部分后

起义的联系，但不能解释不包含“ 以手当其事”义的合成词中

“ 打”的意义，黄生则解释为“ 起而作其事，皆谓之打”，反映了

“ 打”在构词中，意义越来越概括，有一部分词中只能用最一般

的“ 做事”义去解释。实际上 “ 打”构成的许多词中，“ 打”，在

义已变得模胡，以致于完全消失了。“ 打”后加动词性语素“ 打”

义消失还可从不少在现代已消失的词中看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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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勾　　　赎买。“ 勾”借作“ 购”

打旋　　　　绕一转

打唤　　　　叫唤

打睃　　看

打灭　　　取消，消灭

打认　辨认（ 陆澹安《 戏曲词语汇释》）

打叉　　交叉

打合　　邀人合作

打换　　调换

打拢　合拢（ 陆澹安《 小说词语汇释》）

这在汉语构词中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汉语双音合成词构词的

发展，使活跃的“ 打”构成了一大批合成词，使它从发展出许多

具体的意义到只表示最一般的行为的意义，在一部分词中义变得

模胡，以致于完全消失。成为构词成分的“ 打”加动词性语素已

是非能产的构词方式了。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为“ 打”添一个

义项：

～构词成分（ 放在动词性语素前），如“ ～扫！～搅 ～猎

埋伏 ～游击”等。

四、几点认识

１、语素构词能力的分析，语素在构词中意义的变异和发

展，是语素义描写和构词分析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认识可以帮

助人们具体地了解汉语中合成词和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的关系。

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促进汉语构词造词问题的研究。就一

个个语素来说，如果将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可

弄清语素意义和作用发展的历史。这对汉语的研究无疑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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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语素构成合成词，许多是自由组合凝结而成的，但其意

义的变化往往又不同于自由组合，有更多的习惯使然、约定俗成

的性质。语素构词中一般保持独立的明确的意义，但它会产生种

种变异，以致于意义模胡、意义消失。语言发展产生出许多新的

构词方式，也有一些构词方式行时一段时间就失去生命力，但构

成的词却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２、把词的意义同词的结合能力的描写结合起来，是词义描

写本身所要求的。莱昂斯说：“ 词的意义和它们的分布之间存在

我们认为，词义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一种内在的联系。” 现象的

概括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在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词义同

词经常结合的词语就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规律性的表现，又显

出众多的歧异和独特性。从本章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到，词义和词

的分布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伏敏娜把词的意义分为自由义、非自由义（ 参看第三章），

实际上自由义也有不自由之处。“ 红”的①③④义都能作定语、

谓语、补语，可以说是自由义。但它们出现的句式、能同它们结

合的词语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只同固定的格式联系，如“ 红”的

③义作补语，就仅用于“ 唱戏（ 写字、说书等）唱（ 写、说）红

了”的格式中，有的作某个句子成分还带有特别的含意，如

“ 红”的④义作补语（ 变红〔 革命、政治觉悟高〕了）意含讽刺。

性状词的适用对象，作定语和作谓语时有同有不同。如

“ 红”的①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同作谓语要求的主语基本一致

（ 红石头，石头红“），红” 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主要是月份

名，作谓语时要求的主语除月份名外，还可用生意、商店等。红

的④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 红五月、红十月）和作谓语时要求

的主语（ 连队一片红）则完全不同。

有一部分词的意义依存于有固定关系的一类或几类结合对

象。如“ 打”的许多意义依存于在句子中同它一起出现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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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对象“，打油“”油打了”“ 打的油” 分别处在宾语、“， 油 ”

主语、中心语的位置上，但在意义上都是“ 打”的支配对象，

“ 打”的意义是“ 买”。而“ 打毛衣“”毛衣打了“”打的毛衣”，

则“ 打” 不义必不是买，而是编织。这些词义要求的结合对象，

能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类推，如不能根据“ 买油”可以说成“ 打

油”而把“ 买汽水”“ 买牛奶 “ 打汽水“”打牛奶”。”说成

由此可见，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 或分布）的制约关系是各

式各样的，不同的词不同的义项都要作具体的分析。

３、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 分布）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现代

语言详解性描写词典的编纂，有助于词的各种用法词典的编纂，

也有助于语法研究。

注附

． ．①

１（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４３－４４， ９６６．

④ 同 上 ， ４１－４４．

Ｐ．４８６Ｉ·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Ⅱ， －４８７．

同⑤，Ｐ．４８８．

参看拙文《 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 辞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

参看拙文《 语素“ 红”结合能力分析》（《 语文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参看拙文《“ 打”义分析》（ 见《 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

，Ｐ．同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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