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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主要讨论口语词语的界定问题, 并对5现代汉语词典6口语词语进行细致考察,

通过量化分析及与其他版本的对比,认为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在口语词、方言词的标注方面

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 这是在修订5现代汉语词典6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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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地吸收新词语、淘汰旧词语。在对词汇的研究中, 研究者

往往着眼于自身的研究目的提出相应的分类标准和描写方法。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词汇进

行分类,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和词语类别,例如可以依据形式特征把词语分成单音节词、双音

节词和多音节词, 也可以从意义类别出发将词语划分成不同的聚类,而依据词语的使用场合

(包括使用地域和范围 )、表达功能等因素则还可以将词汇划分为口语词、方言词、古语词和书

面语词等类集。

已有不少学者对口语词进行过研究和探讨。 (施光亨 1997; 陈建民 1998;苏新春等 2004)

口语词是根据词语的使用语体而划分出来的一个词语类别,与之相关的还有中性词语和书面

语词。口语词的语义特征是指那些使用在口语表达语境的成分,在指称同一事物或对象时,存

在着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或几个中性词语或书面语词,在这种系统的对立格局中, 那些仅仅用于

口语场合、具有口语表达色彩意义的词语便获得了口语词语的地位,比如 /明天 ) 明儿 0中 /明

儿 0的口语词特征较为明显,属于口语词,而 /明天 0则是中性词语,所谓口语词即是出现在这

种对立格局中、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然而有的学者把口语词的范围划得过于宽泛,将一些常

用的中性词语也视为口语词,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从理论上讲, 口语词这个类别是客观存在

的,对于一些口语色彩明显的口语词,人们是有共识的。既然口语词是用于口语表达的词语单

位,它除了包含词以外,还应包含一些大于词的单位, 因为有些短语也是相当于词的语言表达

单位,如成语、惯用语等,此外还有词语串,一般词典不收录或少量收入, 像 /瞧你说的 0、/可不

是吗0等,但是它们也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中,是口语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语词汇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不断地淘汰旧有的、过时的词语单位, 同时也不断地从方

言或其它语言中吸收有用的新成员, 充实词汇系统。由于现代汉语口语词与其它几类词语像

方言词、旧词语等纠缠在一起,要具体区分口语词语与其它词语,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有

时是颇为困难的。因为普通话在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 与北京话乃至基础方言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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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源关系,普通话词汇从方言中吸收了许多有生命力的口语成分,普通话口语词语时常与方

言词和旧词语发生交叉、重迭,普通话中的一些口语词语来源于基础方言,尤其是北京话, 它们

在被广泛使用之后便进入了共同语的范围,成为了普通话词汇的成员, 并且丰富了普通话的口

语词语。从来源来说这些词语可以称为方源词 (刘叔新 1995) ,但是并非所有北京话的词语均

有资格进入共同语的行列, 那些尚未进入共同语范围的词语则仍属于方言词语的范畴,此外还

有一些口语词语过去曾经被广泛使用过, 但时至今日其使用频率在逐步降低,属于老派的用

法,似乎也不应该划归现代汉语口语词语的范围。总之,那些带有方言色彩的、属于旧时用法

的词语不应当划归普通话口语词语的范畴,词汇的演变性以及口语词语与方言词语、旧词语之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在探讨口语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5现代汉语词典6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词典, 本文以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2005年 )为

语料来源,讨论口语词语的定位及其范围。5现代汉语词典 6第 2版 ( 1983年 )标有 < 口 > ,第

3版 ( 1996年 )和增补版 ( 2002年 )均取消了 <口 >的标注,却仍然保留了 <方 >、<书 > 等标

注,但是5现代汉语词典6第 5版恢复了对 <口 > 的标注, 5现代汉语词典6几个版本对口语词

语的不同处理反映了从词语中分辨口语词语的难度,也反映了编纂者的立场和观点。第 5版

恢复 <口 >标注表明编纂者认为应该确立口语词语的地位, 也采纳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我们认为区分方言词语、书面语词语与口语词语, 无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对方言区的普通

话教学,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就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而言, 在解决了发音等语音难点之后,就

要把提高听、说等高层次的交际表达能力放在首位,其中便涉及口语词语的教学,这是中、高级

普通话课程的教学内容。

纵观 20余年来5现代汉语词典6不同版本对词语的标注, 可以看到对方言词语和书面语

词的处理一直未变,而对口语词语的标注则时有时无, 第 2版标注口语词语, 而第 3版却取消

了对口语词语的标注,至第 5版又重新恢复了对口语词语的标注。从 1983年的第 2版到 2005

年的第 5版,跨越 22年间, 两个版本在口语词语数量上的变动反映了词语的演变发展状况。

这里所说的口语词语既包括具有一个口语色彩义项或几个口语色彩义项的词语,也包含一般

的口语词语,在词典里均以 <口 >标出。我们将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标有 <口 >的词语

逐一摘出,共有 908例,比5现代汉语词典6第 2版标有 < 口 >的 845例增加了 63例。从量化

结果来看, 5现代汉语词典 6(第 5版 )口语词语的变动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牵涉到口语词语、

方言词和一般词语等不少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些词语的口语色彩消失后便成为一般性词语,还

有的词语更多地使用于某些特定的区域, 具有较低的流通性而成为方言词, 有些词语更多地使

用于口语语境,从而获得了口语词的特征。

口语词语与一般词语、方言词语之间的转变促成了不同时期口语词语格局的变化。对比

5确定 /口语词0的难点与对策 $ $ 对 <现代汉语词典 > 取消 /口 0标注的思考 6 (苏新春, 顾江

萍 2004)所罗列的词语,出现了下面几种情况, 其一是口语词与普通词语之间的变动, 原来标

<口 >的到第 5版改为普通词语的有 95例,而原来为普通词语到第 5版改为标 <口 >的有 84

例;其二是第 2版标 <口 >的词语,到第 5版有 53例未收入,而原来未收入的词语到第 5版收

入并标为 <口 >的有 112例,其中有些是新词语, 有些是吸收自方言的词语; 其三是口语词与

方言词之间的转变,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不赘述。

既然口语词语与方言词语、旧词语等存在着交叉、重迭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研究口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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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时就有必要依据口语词语的定义, 对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标有 <口 >的 908例口语词

语进行详细的分析, 审核它们是否具有口语词语的语义特征, 是否有资格作为口语词语收入

5现代汉语词典6。

通过对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标有 <口 >的 908例口语词语的详细分析, 我们发现在

处理口语词语时确实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标有 <口 >的词语不具有口语词语的语义特征, 或者是口语色彩不明显, 就不应算

做口语词,这样的词语有 /板报0、/北边0、/脖颈儿0、/打表 0、/打铁0、/监牢0、/脚后跟0、/克
服 0、/螺丝0、/螺丝钉 0、/云彩0、/生养 0、/戏台0、/泻肚0。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里 /拉

肚子0标为 <口 >是正确的,但是将 /泻肚0视为口语词则有失妥当,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后

文将具体展开详述。

(二 )一些标有 <口 >的词语,虽然具有口语词语的语义特征, 但同时也带有方言词语的

色彩,这就出现了口语词语与方言词语的重迭交叉,由于这些使用在口语语境的词语同时也具

有方言色彩,还未进入共同语的行列,因此不应当把它们视为现代汉语规范的口语词语, 而把

它们标为方言词更为恰当, 如 /绷 0、/嗔着 0、/笔管条直0、/串皮 0、/打挺儿 0;也有与此相反的
例子, /摆谱儿0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标为 <方 > ,其实它没有方言色彩, 是现代汉语的口

语词, 应改标为 <口 >。

(三 )有一些未标 <口 >的词语具有口语词语的语义特征,应当划归口语词的范围,据粗

略的统计,这类词语共 60余例, 如 /挨板子0、/爱面子 0、/八成儿0、/拔尖儿 0、/摆架子 0、/不
对茬儿 0、/不是味儿 0、/不在话下0、/差不离儿 0、/穿小鞋 0、/搭碴儿 0、/顶天儿 0、/寒碜 0、

/开小差儿0、/马大哈0、/没说的 /没的说0、/实诚 0、/顺脚儿 0、/头里 0、/有日子 0等, 这 60余

例词语中有些词语具有表意的双层性,如 /穿小鞋0、/吹喇叭0、/炒冷饭0、/撑门面 0、/撑腰0、

/成气候 0、/抱粗腿0、/背包袱0等,其所蕴含的语义不是字面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 而是包含

着深层的含意,这类词语数量不少。

此外, 5现代汉语词典 6(第 5版 )在标注口语词语的时候还出现了划类不一致的现象,比

如把 /不是味儿0标成 <口 > , 而 /不得劲儿 0、/不对劲儿 0、/不对茬儿 0等相类似的词语却不
视为口语词,这样的处理是不科学的,按照人们一般的语感它们应属于口语词语,正确的做法

是将这些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一并划入口语词语的范围。

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在对词条做了增删的基础上, 又给条目标注了词性, 标注词性

是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的一大特点, 也是它的一大突出贡献。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

版 )在标注词性时仅给词标注词性, 而对于语的单位如成语、固定语等则通常不标词性,例如

/见钱眼开0、/溜须拍马0、/打马虎眼 0、/咬耳朵 0、/点头哈腰0、/黑灯瞎火 0、/黑更半夜 0等

属于语的口语词均未标词性。汉语词与语的界线有时很难截然划清,尤其是一些三音节或多

于三音节以上的结构,确实难以确定它们究竟属于词还是语。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里有

<口 >标记却没标注词性的共有 40余例,全部为三音节以上的结构, 5现代汉语词典 6的编纂

者认为这些条目都是语的单位, 所以不宜标注词性。其中的个别条目像 /巴不得 0和 /有会

子 0,是否属于语的单位仍值得商榷。
总之, 5现代汉语词典6 (第 5版 )标 <口 >、具有口语词语资格的词语,加上 5现代汉语词

典 6 (第 5版 )未标 <口 >、却具有口语词语资格的 60余例,共计近 1000例, 它们是 5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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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6 (第 5版 )应收录的口语词语。就其中标 <口 >词语的词性来看, 口语词语中名词占多

数,有 452例,其次是动词, 有 257例,占 20%多,这一情况跟人们一般的观察是相吻合的。口

语词中名词所占比例最高,比动词多近一倍,这一现象值得特别关注。

口语词语的语音形式特征是 /儿0、/子 0缀和轻声,我们统计了口语词语中带 /儿0、/子 0

缀和轻声的数量比例,带 /儿0缀的有 251例, 例如: /骨朵儿 0、/白班儿 0, 带 /子 0缀的有 104

例,如 /宅子 0、/爪子0。名词带 /儿0缀的有 157例,占了口语词总数的一多半, 占了 /儿 0缀词

的大多数,其余的为其它词性的,有些口语词即是在非口语词后面加上了后缀 /儿0构成的,如

/动画片 0) /动画片儿 0、/唱片 0) /唱片儿 0、/大片0 ) ) ) /大片儿 0、/科教片 0 ) /科教片

儿 0、/录像片 0) /录像片儿 0、/相片 0) /相片儿0、/照片0 ) /照片儿 0等。尽管在基础方言

和其它方言里, /儿0缀也可以附着在动词后面,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儿0缀是名词的标记,

/儿0缀发达体现了北京话乃至基础方言的词汇特点。轻声的口语词有 279例, 名词有 150例,

与带 /儿 0缀的名词数量相当,有的词语轻声与 /子 0缀迭加在一起, /子 0缀本身就是轻声,像

/盆子0、/夜猫子 0等。以下是各类口语词的粗略统计结果。
  表 1 各类口语词的数量分布

名  词 动  词 形容词 /子0 缀
/儿0 缀 轻  声

名  词 其  它 名  词 其  它

452 257 97 104 157 94 150 129

  作为一部中型词典,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主要以收录词为主,也酌量收入大于词的

单位,前文我们提到其所收的用于口语表达的语的单位共有 40余例,如 /不怎么样 0、/吃吃喝

喝 0、/不在话下0等,事实上使用在口语交际中的语的单位还有很多, 只是由于收词数量的限

制,无法一一收入,故 5现代汉语词典 6 (第 5版 )中的口语单位较少。

如同其它词语一样,根据使用频率的高低,口语词语也有常用与否的差别,我们认为对口

语词进行常用度的分析,对教学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为在教学的过程中, 难以覆盖所有的口

语词, 而应该针对常用度较高的口语词进行重点教学。要对口语词的常用与否做出客观的判

定,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在口语语料的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统计,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繁复的

工作, 目前我们只能采用主观判定的方法确定其常用性。通过对 908例口语词语的逐项分析,

我们发现 700多例是常用的,约占 80% , 比如: /衣裳 0、/身量 0、/活法 0、/大片儿 0等, 有 100

多例是非常用的,约占 10%,不常用的为少数,比如: /圆全0、/富实 0、/贴谱儿 0。非常用的口
语词语中有一部分是使用范围比较有限的,如 /耳性 0、/存项 0、/曲鳝0、/哕 0等, 它们多数来

自北京话或基础方言,通行的区域不及其它口语词语广泛,将它们划归方言词语似乎也欠妥

当,因为它们在性质上与方言词语截然不同,具有共同语的性质, 当中有的词语的归属问题就

出现过变动, /几儿0、/活茬儿0在第 2版均标为 <方 > , 而在第 5版则标成 <口 > , 词语身分

的变化表明它们来源于方言, 要在方言词与口语词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是十分困难的。

此外有一些词语,因其所指的对象在日常交际中较少用到, 降低了词语的常用性, 如 /腿子 0
(狗腿子 )、/大师傅 0 (对和尚的尊称 )、/老公 0 (非轻声,指太监 )、/姑子 0 (尼姑 )等;还有一些

词语属于旧时的说法,目前其常用程度在逐步降低,应视为口语词语中非常用的部分, 如 /当

头 0 (向当铺抵押的物品 )、/老娘 0(旧称收生婆 )。

总之,以上三类非常用的口语词语是从地域、词义和时间性三个不同的角度划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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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着眼于使用地域的大小, 仅仅通行于某些地区或只为某些人所使用的词语,其常用程度

自然也就不高;第二类是词意自身的限制影响了词语的常用度,词意所指称的对象在日常交际

中较少使用,故词语的常用性较低; 第三类是指在共时状况下词语的使用频率逐渐减低的现

象,尽管这些词语在过去曾经广泛地使用过。第一类词语易与方言词语混淆,而第三类词语则

易与旧词语或古语词混淆。口语词语总是与方言词语或旧词语纠缠在一起, 然而从根本上来

说,口语词语是现代共同语共时系统的成员,与隶属于方言词语的方言词语以及属于古语词语

的古语词语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非常用的口语词语由以下几个类别构成,详见下图: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词汇是不断发展演变的,随着这些词语使用范围的进一步缩小,它们

有可能失去共同语的地位而成为方言词语或旧词语。这里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当然,

5现代汉语词典6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如不同版本所收录的口语词语和方言词

语的内部差异的比较等,我们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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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ition and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ColloquialWords
L IU Y i

( Department of Ch inese and B ilingual S tudie,s TheH ong Kong Po lytechn icUn iversity )

Abstrac:t Thepaper stud ies thedefin ition of colloqu ialwords and investigated co lloquia lw ords inX ian -

da iHan yu C idian ( version 5 ) . B 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 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some improperness inmark ings o f co lloqu ialw ords and dia lectw ords in version 5 are foun

d. Th is improperness shou ld be corrected whenm aking rev 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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