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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基本理论之一ꎬ语言是人们用于社会交际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

统ꎬ言语是人们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的行为和所产生的结果即话语的总和ꎮ 语言词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ꎬ
是社会中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的词语ꎬ而言语词则是话语的构成成分ꎬ是语言词的具体表现以及为了表意需要

临时构成、没有在社会中普遍使用的成分ꎮ 言语词也会由于被人们接受和普遍使用进入语言系统变成语言词ꎬ
在这方面ꎬ经典作家的创作起到重要的作用ꎮ 研究认为ꎬ词汇学应该以言语词的研究为基础ꎻ言语词的研究ꎬ具
有语言学、文学和社会学三重意义ꎮ

〔关键词〕语言ꎻ言语ꎻ经典作家ꎻ语言词ꎻ言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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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

的理论基础之一

　 　 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一ꎬ是对语言和言

语的区分ꎮ 这种区分ꎬ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

教程»中明确提出来的ꎮ
索绪尔把人们通过说话进行交际传递信息

的活动ꎬ称为“言语活动”ꎻ在言语活动中区分出

语言和言语:“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ꎬ又有社会

的一面ꎻ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ꎬ语言

“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ꎬ个人以外的东西ꎻ个人

独自不能创造语言ꎬ也不能改变语言ꎻ它只凭社

会的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ꎻ〔１〕 语言是一

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ꎬ“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

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ꎬ一个潜存在

每一个人的脑子里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ꎬ潜存在

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

子里ꎬ语言都是不完备的ꎬ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

存在”ꎬ〔２〕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

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ꎬ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

分发给每个人使用ꎬ所以ꎬ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

的东西ꎬ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ꎬ而且是储

存在人的意志之外的ꎮ 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

表以如下的公式:１ ＋ １ ＋ １ ＋  ＝ １(集体模

型)”ꎮ〔３〕

从意思到语音传递ꎬ“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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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管它叫言语”ꎬ“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

能的行为”ꎬ〔４〕“它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ꎬ其中

包括:(ａ)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ꎬ
(ｂ)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

的发音行为”ꎬ“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

集体的ꎻ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ꎮ 在这里只

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ꎬ其公式如下:(１ ＋ １’ ＋
１’’ ＋ １’’’)”ꎮ〔５〕

在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中(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索绪尔曾用下边的图表来说明语言和言

语的区别:〔６〕

索绪尔认为ꎬ区分了语言和言语ꎬ就区分开

了社会的和个人的ꎬ主要的和从属的ꎮ 对于语言

和言语的关系ꎬ索绪尔认为它们“是紧密联系而

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ꎬ并产生它的

一切效果ꎬ必须有语言ꎻ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ꎬ
也必须有言语ꎮ 从历史上看ꎬ言语的事实总是在

前的我们总是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自己的

母语的ꎻ最后ꎬ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ꎻ听别

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ꎮ
由此可见ꎬ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ꎻ语言既是

言语的工具ꎬ又是言语的产物”ꎮ〔７〕索绪尔还用交

响乐和演奏以及莫尔斯电码和发报机来比喻两

者之间的关系:语言是交响乐的乐章ꎬ言语是对

这个乐章的演奏ꎻ语言是莫尔斯电码ꎬ言语是用

发报机发报的行为ꎮ
在语言学史上ꎬ对于索绪尔的区分一直有不

同的看法ꎬ争论不休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

初ꎬ我国语言学界曾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讨论ꎮ
在对言语的阐述上ꎬ索绪尔使用概念不够严密ꎬ
为后世的争论埋下了种子ꎬ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仍是对语言学理论的巨大贡献ꎬ成为现代语言学

的一个基本理论ꎮ 我们认为ꎬ索绪尔提出的言语

概念ꎬ实际上包括两个内容:(１)从执行者角度

与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符号系统相对的ꎬ作为个

人行为的言语ꎻ(２)作为语言的客观的外在的存

在ꎬ亦即人们对语言使用和所产生的话语的总和

的言语ꎮ

其中“言语①”是“作为个人行为的言语”ꎬ而“言
语②”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言语:“人们使用

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结果———话

语———的总和”ꎬ这也是索绪尔在论述语言和言

语关系时所使用的关于言语的概念ꎮ 很多人认

为索绪尔在社会性这个问题上将语言和言语对

立起来所产生的所谓的“索绪尔式矛盾”ꎬ是不

存在的ꎬ这也是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理论尽管遭

到很多人批判ꎬ但在现代语言学中对这个问题的

论述上ꎬ仍然摆脱不了索绪尔的真正原因ꎮ〔９〕

索绪尔语言和言语区分的理论ꎬ对我国语言

学的影响ꎬ除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关

于语言和言语的两次大讨论之外ꎬ在具体学科研

究方面的影响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在普通语言学领域ꎬ高名凯在我国第一

部系统的语言理论著作«语言论»中ꎬ将语言和

言语的区分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论述ꎬ并在

各层语言单位中建立了“位”与“素”的观念ꎮ
(２)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ꎬ吕叔湘在 １９７９ 年

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ꎬ区分了语言的

静态单位和动态单位ꎬ认为“语言的静态单位是:
语素ꎬ词ꎬ短语(包括主谓短语)ꎬ以及介于词和

短语之间的短语词ꎬ其中语素是基本单位ꎮ 语言

的动态单位是:小句ꎬ句子(一个或几个小句)ꎬ
小句是基本单位”ꎮ〔１０〕 该书是 ２０ 世纪汉语学界

最重要的汉语语法理论著作ꎮ 同年发表的吕冀

平的长文«两个平面ꎬ两种性质:词组和句子的分

析»ꎬ认为汉语句法分析一些引起麻烦和尚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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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都与对词组和句子性质的认识有关ꎬ
“在进行句法分析时ꎬ有必要把区分语言和言语

这个观念引进来ꎬ并且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去”ꎬ
“静态的、尚未体现交际功能的ꎬ是语言单位ꎮ 动

态的、已经体现交际功能的ꎬ是言语单位”ꎬ〔１１〕 词

组和句子是不同平面、不同性质的东西ꎬ前者是

语言单位ꎬ后者是言语单位ꎮ 这两篇文献ꎬ是汉

语语法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标志ꎮ〔１２〕

(３)继 １９８３ 年发表论文«语言的语法分析

和言语的语法分析»ꎬ提出汉语语法研究应该区

别语言的语法研究和言语的语法研究后ꎬ王希杰

又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ꎬ发表系列

论文ꎬ主张在汉语语法、词汇、修辞、语义等领域ꎬ
区别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ꎮ〔１３〕 这也反映在

他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中ꎮ

二、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对象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周祖谟 «汉语词汇讲

话» 〔１４〕发表ꎬ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开端ꎻ而
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５７)、周
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５９)、
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 (湖南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５９)的出版ꎬ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形

成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的六十多年间ꎬ对于

现代汉语词汇学对象的认识ꎬ基本一致:研究现

代汉语中的词和词汇ꎬ“词汇”则是语言中的词

和相当于词的固定语的总汇ꎮ 对于现代汉语ꎬ一
般理解为普通话ꎬ这样ꎬ除了专门的方言研究外ꎬ
现代汉语词汇学ꎬ基本上都是以普通话为研究对

象ꎬ其他不符合普通话标准的词语现象ꎬ多被看

作生造词之类的需要规范的对象ꎬ而诸如“拿来

主义、送去主义”之类的ꎬ都被放到修辞学中去ꎬ
作为一种修辞格———仿词———来研究ꎮ 但现代

汉语词汇学ꎬ真的只能以普通话规范词语或有修

辞意义的固定用法作为研究对象吗? 有哪一部

作品ꎬ能够只使用权威的中型规范词典«现代汉

语词典»中收录的词语呢? 出现在有影响的作品

中而没有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形式ꎬ就不

应该被关注吗? 看下面两段文字:
①刘四爷是虎相ꎮ 快七十了ꎬ腰板不弯ꎬ

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ꎮ 两只大圆眼ꎬ
大鼻头ꎬ方嘴ꎬ一对大虎牙ꎬ一张口就像个老

虎ꎮ 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ꎬ头剃得很亮ꎬ
没留胡子ꎮ 他自居老虎ꎬ可惜没有儿子ꎬ只有

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

也知道虎妞ꎮ 她也长得虎头虎脑ꎬ因此吓住

了男人ꎬ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ꎬ可是没人敢

娶她作太太ꎮ (老舍全集第 ３ 卷骆驼祥

子四)
②祥子没动ꎬ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

出来的亲热ꎮ 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拉包

月ꎬ主人常换ꎻ拉散座ꎬ座儿一会儿一改ꎻ只有

这里老让他住ꎬ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ꎮ 现

在刚逃出命来ꎬ又回到熟人这里来ꎬ还让他吃

饭ꎬ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ꎬ可是也

几乎落下泪来ꎮ (老舍全集第 ３ 卷骆驼

祥子四)
上面①②这两段文字ꎬ读后没有不懂的ꎬ但有下

划线的文字形式ꎬ就不会出现在词典里ꎬ不会出

现在说汉语的人们的日常语文生活中ꎮ “刘四

爷、虎妞、祥子、人和厂、骆驼祥子”这些形式ꎬ在
这部小说中ꎬ有特殊的指称对象ꎬ与老舍以外的

其他人也会使用的形式(没有下划线的部分)组
合在一起ꎬ构成一句句完整的话语ꎬ对«骆驼祥

子»这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作了介绍ꎮ 通过这段

文字ꎬ我们在脑子里就会形成它们所代表的对象

的印象ꎬ尽管它们所代表的对象ꎬ我们并没有见

过ꎻ它们是老舍想象、描述的ꎬ是只存在于这部作

品中的ꎬ但是ꎬ很明显ꎬ它们具有固定的语音形

式、文字形式ꎬ具有指称性ꎬ是小说«骆驼祥子»
中人物和事物的名称ꎬ毫无疑问ꎬ是符号ꎻ但同

时ꎬ它们又不符合一般对词的理解:因为话语是

由词语组合而成的ꎬ但如果把上列“刘四爷”等

形式去掉ꎬ每句话表意就不完整了ꎻ而有了这些

形式ꎬ人们就能够完整地理解这些话语了ꎮ “拉、
包、月、散、座”这些词我们知道ꎬ也会用到它们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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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包月”“拉散座”“座儿”是什么意思? 我们

就需要对照上下文思索一番ꎬ才能明白ꎮ “拿

起”是手的动作ꎬ为什么“走个十里二十里”需要

“拿起腿来”? 把腿“拿起”ꎬ怎么走? 而“逃命”
“落泪”词典中有ꎬ但词典上并没有“逃出命来”
“落下泪来”这样的形式ꎮ 这种依据上下文对话

语成分的理解ꎬ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叫“随文释

义”ꎮ 这种随文释义ꎬ被看作不严谨、不科学ꎬ也
不系统的词义研究ꎬ但它的最大好处是实用、方
便ꎬ能够使我们理解词义、句义ꎬ实现读懂的需

要ꎮ 按我们的理解ꎬ这种随文释义ꎬ实际上就是

对言语词的释义性研究ꎮ
这些我们以前没有见过、只出现在小说中的

文字形式ꎬ这些在词典中没有收录的文字形式ꎬ
它们是汉语中的词吗? 在小说中ꎬ它们使用了汉

语的语音结构ꎬ使用了汉字ꎬ与前后其他词语组

合形成完整表意的话语ꎬ有能指、有所指ꎬ我们读

这些话语ꎬ知道它表示什么意思ꎬ因此ꎬ这些有下

划线的部分ꎬ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它们也是语言符

号ꎬ也是词ꎬ只不过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词ꎬ也
不会被语文词典所收录ꎬ它们是作家创造出来

的ꎬ属于作家ꎬ属于这部作品ꎮ 既然“言语是人们

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和这种行为产生的结

果”ꎬ作家通过这些形式的创造来写小说讲故事ꎬ
它们自然是表意单位ꎬ自然是话语的构成成分ꎮ
跟大众普遍使用的词相对比ꎬ我们可以把它们叫

作“言语词”ꎮ
不仅作家创作会产生言语词ꎬ普通民众的日

常语文活动ꎬ也会产生言语词ꎬ而且是言语词创

造的主体ꎮ 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ꎬ作为交际主体

的个人ꎬ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ꎬ创造出一些语言

系统中没有的词语ꎬ或使用一些没有得到社会普

遍认可的词语ꎬ前者如在春晚小品«打工奇遇»
中ꎬ赵丽蓉演的角色模仿医托儿等词语ꎬ利用“托
儿”造出了“饭托儿”ꎻ后者如在鞋店中男、女皮

鞋的标识牌“男皮” “女皮”ꎬ等等ꎮ 这些词语没

有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和使用ꎬ没有进入语言的

词汇系统ꎬ只能算言语中的词语:言语词ꎮ

最常见的言语词是只出现在言语作品中ꎬ而
大众在日常语文生活中不会普遍使用到的形式ꎮ
但离开这些言语词ꎬ文学作品必然是不完整的ꎻ
离开了对这些言语词的分析ꎬ也不能完整、准确

地理解作品ꎮ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ꎬ离开了对言

语词的分析ꎬ词汇学也是不完整的ꎬ有缺憾的ꎮ
同时ꎬ我们也应该看到ꎬ同一般语文生活中一样ꎬ
这种存在于文学作品中ꎬ代表作品中的人物、对
象的言语词ꎬ也有转化为被全社会共同理解和使

用的语言成分的可能ꎬ作为典型形象的名称ꎬ鲁
迅小说中的“阿 Ｑ”被作为一个词语收入权威的

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词典»ꎬ从 １９７３ 年印行的试

用本到现在第 ７ 版这一事实ꎬ就是一个明证ꎮ
另外ꎬ我们可以想象得到ꎬ同样的内容ꎬ作为

北京人ꎬ出身于满族下层旗人市民阶层的作家老

舍给我们讲这样的故事ꎬ与出身于没落官宦汉族

家庭的绍兴人鲁迅肯定是不同的ꎬ至少每个汉字

的发音会有些差别ꎬ也就是说ꎬ写下来的汉字是

一样的ꎬ但它们的发音会有所不同ꎬ语音形态不

同ꎬ具体的意思也可能会有一点差异ꎬ那么ꎬ它们

是同一个东西吗? 在现实的语文生活中ꎬ人们在

不同的话语中所使用的话语成分是 Ａ’、Ａ’’、
Ａ’’’ꎬ但在语言意识中ꎬ则都把它们看作同

一个 Ａꎬ这个 Ａ 会以固定的读音、固定的意思被

人们所理解、所使用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说这个 Ａꎬ
是语言中的一个词ꎮ 而在现实的具体语文生活

中ꎬ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 Ａ’、Ａ’’、Ａ’’’这
些具体形式ꎬ是 Ａ 的具体表现ꎬ我们也可以把它

称作“言语词”ꎮ 它们是不同的具体的人ꎬ在具

体的交际中ꎬ在不同的话语里ꎬ所使用的实实在

在的具体的表意形式ꎮ 而作为 Ａ’、Ａ’’、Ａ’’’
共同的、概括的或者说抽象的语言符号 Ａꎬ我们

称之为“语言词”ꎮ 这种抽象的概括的语言词ꎬ
被词典学者收录进词典ꎬ作为人们语文生活的一

种共同的参照ꎮ 也可以这样说ꎬ在语言千千万万

的不同的使用者的心目中ꎬ在词典的编辑者的心

目中ꎬ 尽管有种种不同的言语词 Ａ’、 Ａ’’、
Ａ’’’ꎬ但是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词 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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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Ａ’、Ａ’’、Ａ’’’进行抽象概括形成了

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们头脑中的普遍心理实体

Ａꎬ亦即对于具有社会性的语言词的描写来自具

有个人性的言语词ꎬ那么ꎬ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

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真正基点ꎬ应该是言语词ꎻ
通过收集、观察现实语文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具体

的言语词ꎬ抽象、概括出语言词ꎬ找出规律ꎬ为语

言研究和大众的语文生活提供帮助ꎮ

三、经典作家对言语词的创造

经典作家的作品ꎬ从语言使用角度ꎬ是人们

语文生活中学习、模仿的对象ꎻ“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这个耳熟能详的说法说明ꎬ作家是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强的人ꎬ而真正的经典作家ꎬ则是语言

艺术家ꎻ语言运用得好ꎬ才能成为人们语文生活

的模仿对象ꎮ 这种“好”ꎬ体现在语言运用的各

个方面ꎬ也包括词语的运用、词语的创造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可以说“闹病”“闹情绪”ꎬ在

作家那里ꎬ却可以“红杏枝头春意闹”ꎮ 为了表

情达意的需要ꎬ作家在写作时ꎬ常常需要创造一

些日常语言中没有出现的形式ꎮ 在这方面ꎬ鲁迅

是一个高手ꎬ以下是几则鲁迅作品〔１５〕的例子:
③一个阔人说要读经ꎬ嗡的一阵一群狭

∙
人
∙

也说要读经ꎮ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

集读经与读史)
④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

∙∙∙∙
”ꎬ自己不

去ꎬ别人也不许来ꎮ 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

之后ꎬ又碰了一串钉子ꎬ到现在ꎬ成了什么都

是“送去主义
∙∙∙∙

”了ꎮ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

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⑤后烈

∙∙
实在前进得快ꎬ二十五年前的事ꎬ就

已经茫然了ꎬ可谓美史也已ꎮ (鲁迅全集第

四卷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 和“落伍

者”)
例③是对照本句内部前面小句中出现的词语“阔
人”ꎬ而临时仿造出一个“狭人”ꎻ例④是对照文

外的一些思想体系名称ꎬ如“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等ꎬ造出了“闭关主义” “送去主义” “拿来

主义”ꎻ例⑤中的“后烈”ꎬ则是对照文章开头句

子中出现的“先烈”:“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

物馆了”ꎮ “狭人、后烈、闭关主义、送去主

义”等ꎬ都是参照语言中已有的形式和材料ꎬ使用

汉语中已有的构词方式和构词材料构成的ꎻ正如

索绪尔所说的:“类比创新都是表面上的ꎬ而不是

实实在在的ꎮ 语言好像一件袍子ꎬ上面缀满了从

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钉”ꎮ〔１６〕之所以会给

人以新奇感ꎬ就是因为这些形式以前没有出现

过、没有被人使用过ꎬ而例④所在的文章ꎬ由于影

响很大ꎬ作为文章的题目“拿来主义”被大众所

接受ꎬ成为一个流传甚广的词语ꎻ如前文所述的

鲁迅«阿 Ｑ 正传»的主人公“阿 Ｑ”成为“精神胜

利法”的代名词ꎬ这两个形式都被收录进«现代

汉语词典»ꎬ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两个词语ꎮ
作家的这种词语创造或创造性使用词语ꎬ不

应该只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ꎬ因为这些形式无疑

是言语作品中句子的构成成分ꎬ也是词ꎬ只是由

于新产生或新运用ꎬ而使人感到新奇ꎬ没有被普

遍接受、普遍使用而已ꎬ只是还没有进入语言系

统而已ꎮ 换用王希杰的说法ꎬ是潜词的显词

化ꎮ〔１７〕现代汉语词汇研究ꎬ实在不应该画地为

牢ꎬ把它们排斥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ꎮ 词汇学

也应该观察这种鲜活的语言生活ꎬ关注动态的词

汇现象ꎬ从中提取研究素材ꎬ就会发现许许多多

被规范词典所掩盖或遗漏的词汇现象ꎬ从而推动

词汇学的发展ꎮ

四、言语词研究的三重意义

(一)言语词研究的语言学意义

言语词研究首先具有语言学ꎬ或者具体说ꎬ词
汇学意义ꎮ 道理很明显ꎬ对语言现象的研究ꎬ必须

而且只能从言语现象入手ꎬ因为我们所直接面对

的ꎬ不是现成的语言单位ꎬ而是需要从话语中ꎬ从
言语作品中ꎬ剥离出来构成话语的最小表意符号ꎬ
这些形成话语的最小单位ꎬ也就是言语词ꎮ 对言

语词进行分析概括ꎬ抽象出一般性的、在社会中

为人们普遍使用和理解的成分ꎬ亦即语言词ꎮ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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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词ꎬ是“在话语里ꎬ处于两个可能的最小的自然

停顿之间ꎬ具有完整的意义和固定语音形式ꎬ不
仅能够出现在这个话语里也能出现在别的话语

里ꎬ亦即具有复呈性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单位使

用的最小造句单位”ꎮ〔１８〕这是整个语言社会全体

成员共同的财富ꎬ是进行交际传递信息的最基本

的符号ꎮ 这种语言词ꎬ也是进行语言教育的基

础ꎬ无论是本族儿童语言教育ꎬ还是针对外民族

语言学习者来说ꎬ这都是应该学习、掌握的东西ꎮ
社会民众的语言交际活动ꎬ或者说言语活

动ꎬ与民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ꎬ充满了勃勃生

机ꎬ是变动的ꎻ从对言语活动中的言语词的观察ꎬ
可以看出语言的流变ꎮ “在任何时候ꎬ言语活动

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ꎬ又包含一种演变ꎻ在任

何时候ꎬ它都是现行制度和过去的产物”ꎬ〔１９〕 “从
历史上看ꎬ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ꎮ 促使语

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

着我们的语言习惯”ꎮ〔２０〕言语活动ꎬ言语词ꎬ是观

察语言演变、词汇演变的窗口ꎮ
区分语言词和言语词ꎬ对于观察、处理具体

语言现象ꎬ尤其是词汇现象ꎬ具有理论上的指导

意义ꎮ 比如处理离合词问题ꎮ “高兴”“后悔”两
个形式ꎬ在意义上有整体性、在语音形式上有完

整性ꎬ中间不能有语音停顿ꎬ符合一般对词的理

解ꎬ«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将其作为一个词收录

的ꎬ但在白话文经典作品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

堂»中却有下面这种用法:
⑥紧走了几步以后ꎬ他后了悔

∙∙∙
ꎮ (老舍

全集第 ４ 卷四世同堂十四)
⑦看见老二ꎬ他不由的高了兴

∙∙∙
ꎮ (老舍

全集第 ５ 卷四世同堂七十六)
尽管中间插入“了”使“高兴”和“后悔”中前

后两个字被隔开ꎬ但在意义上还必须作为一个整

体来理解ꎬ“宾不离动、动不离宾”ꎬ否则在意义

上就说不通了ꎮ 如依“合为词离为短语”的学界

共识ꎬ那么势必也要相应承认ꎬ同样的 “高”
“兴”ꎬ在“高兴”中是构词语素ꎬ而在“高了兴”中
分别是词ꎻ“后”“悔”在“后悔”中是构词语素ꎬ而

在“后了悔”中是独立的词:这样无疑会破坏语

言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语言单位同一

性原则ꎮ 只有区分语言词和言语词ꎬ才能正确认

识这种离合词现象ꎬ亦即:在现代汉语口语中ꎬ有
时同一个语言词会存在几个言语词变体ꎬ如“后
悔” “高兴” 存在两个言语词变体: “后悔” 和

“后悔”ꎬ以及“高兴”和“高兴”ꎮ 有的语言

词“ＡＢ”在口语中甚至存在更多的变体ꎬ如“ＡＢ”
“ＡＢ”“ＡＡＢ”“Ａ 了 ＡＢ”“Ａ 一 ＡＢ”“ＢＡ”“Ｂ
Ａ”等等ꎮ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中标为离

合词的词语就有四千多条ꎮ
(二)言语词研究的文学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夫人之立

言ꎬ因字而生句ꎬ积句而成章ꎬ积章而成篇ꎮ 篇之

彪炳ꎬ章无疵也ꎻ章之明靡ꎬ句无玷也ꎻ句之清英ꎬ
字不妄也”ꎮ〔２１〕词语是构成话语继而构成篇章的

基础ꎮ 作为语言艺术的体现ꎬ没有一个作家会忽

视词语的运用ꎮ 贾岛、韩愈“推敲”的故事ꎬ就来

自对词语使用的斟酌ꎮ 经典作家对言语词的创

造ꎬ特别是作为作品人物名字的专名语的创造ꎬ
以及对已有语言词的运用ꎬ无不隐含着作家的良

苦用心ꎮ 因此ꎬ词语的使用、创造ꎬ无疑是作品分

析、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ꎮ 比如对«金瓶

梅»«红楼梦»人物名字的分析ꎬ以及为了考证作

者而对«红楼梦»词语使用的统计等等ꎮ
小说以讲故事、刻画人物为主ꎻ处于中心位

置的人物叫“主人公”ꎬ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展

开的ꎮ 如果有人问ꎬ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的主人公ꎬ或者问得更细致一些:第一主人公是

谁? 第二、第三主人公又是谁? 第一个问题还好

回答一些:“祁瑞宣”ꎮ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实

际上ꎬ从词语统计角度来分析ꎬ这个问题也是比

较容易回答的ꎬ第二主人公是“冠晓荷”ꎬ第三主

人公是 “祁瑞丰”ꎮ 根据 «老舍全集» (修订

本) 〔２２〕第 ４ 卷、第 ５ 卷ꎬ其中第 ５ 卷排除马小弥

从美国英文版翻译回来的第八十八至第一百章ꎬ
除去“老大、老二”之类的排序称谓ꎬ请看下面出

现 ３００ 例次以上的专名对比(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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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世同堂»中出现 ３００ 例次以上的人物称谓对比表

　 　 上列 １３ 个专名ꎬ从尊称角度来看ꎬ可分五

类:“先生”“爷”“小姐”“老”和官职ꎮ 称“先生”
最多的ꎬ是钱默吟ꎬ有 ４２２ 次ꎬ因为他是真正的诗

人ꎬ隐士ꎬ文化地位高ꎻ第二位是冠晓荷ꎬ２２３ 次ꎬ
原因在于他当过官ꎬ有钱ꎬ家里有佣人ꎬ社会地位

较高ꎬ所以他还有两个旧时代官僚的尊称形式

“名中一个字 ＋ 老 /翁”ꎻ第三位是祁瑞宣ꎬ４５ 次ꎻ
第四位是蓝东阳ꎬ３７ 次ꎮ 后两者被称为先生ꎬ是
因为做(或做过)中学教师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ꎬ
蓝东阳还写“狗屁诗”ꎮ

称“爷”的ꎬ次数最高的是李四爷ꎬ多达 ３８５
例次ꎬ而且只有这样一种称谓ꎬ这是由于他人品

好、乐于助人ꎬ而且辈分高ꎻ第二位是祁老太爷ꎬ
１５ 次ꎻ第三位是祁瑞宣ꎬ１３ 次ꎮ 祁家祖孙次数差

不多ꎬ称“爷”比例不到李四爷的 ４％ ꎬ可见小羊

圈民众对李四爷的爱戴ꎮ
高第、招弟ꎬ因为是富人家女儿ꎬ所以被尊称

为“大小姐”“二小姐”ꎮ

称官职最多的是大赤包ꎬ有 １１９ 次ꎻ其次是

祁瑞丰ꎬ当过科长ꎬ１２ 次ꎻ第三位是蓝东阳ꎬ５ 次ꎮ
其他称谓有五种:绰号、文化身份、 “小 ＋

姓”、年龄段称谓和参照称谓ꎮ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赤包”ꎬ这个绰号称谓竟

被使用了 ５３３ 次ꎬ占总排行的第四位ꎻ在历史上

或故事传说中ꎬ以绰号成名的ꎬ很多都是江湖人

士ꎬ如«水浒传»里边的梁山好汉都有绰号ꎬ近现

代土匪之类的都有名号ꎬ作者老舍常用绰号来称

呼这个人物ꎬ大概主要是想从绰号角度突出她

“女光棍”的形象ꎮ 以年龄段称谓的只有“祁老

人”ꎬ这是他最主要的特征ꎮ 作为家里的媳妇ꎬ韵
梅还有一个以孩子为参照的称谓:“小顺儿的妈”ꎮ

没有尊称的有三个人:韵梅、程长顺和祁瑞

丰ꎮ 韵梅是中年家庭妇女ꎬ程长顺属于孩子辈ꎬ
两者社会地位都很低ꎻ而有一定社会地位、有官

职尊称却没有其他尊称的ꎬ只有祁瑞丰ꎬ这也反

映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极端厌恶ꎬ甚至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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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作为讽刺的对象ꎮ
(三)言语词研究的社会学意义

从上文的表格分析中ꎬ我们也可看出ꎬ称谓

语的使用ꎬ实际上也是对其所代表的人物的社会

性评价的反映ꎬ因此ꎬ言语词的研究ꎬ也是社会公

共评价取向这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方面ꎮ
言语词的另一个突出表现ꎬ是流行语现象ꎮ

流行语是指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形式上

流行的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言语词ꎬ它反映了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和事物ꎮ 新事物、新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ꎬ
代表这些新事物新现象的词语ꎬ使用频率高ꎬ就
成了流行词语ꎮ 因此ꎬ不同时期的流行语是不同

的ꎬ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关注ꎬ反映着社

会的变化ꎮ 因此ꎬ对流行语的研究ꎬ更有社会学

的意义ꎮ
以近几年的流行语为例ꎬ有的是词语的新

义、新用法ꎬ如:
囧、怼、油腻、锦鲤、神兽、飒

但更多都是新产生的形式:
打 ｃａｌｌ、尬聊、杠精、 ｓｋｒ、佛系、官宣、Ｃ

位、土味情话、皮一下、内卷、直播带货、洪荒

之力、友谊的小船、定个小目标、吃瓜群众、葛
优躺、辣眼睛、全是套路、老司机、厉害了我的

哥、确认过眼神

对这种流行语的跟踪、分析ꎬ应该摒弃在词

汇学学者的研究范围之外吗? 肯定不是ꎮ 流行

语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关注、情感、态度和智慧ꎬ它
们来自语言文字的约定俗成的用法ꎬ有些有了引

申、变化ꎮ 比如ꎬ“囧”本来表示“光明”ꎬ但在网

络用语中表示“窘” “不好意思”ꎻｃａｌｌ 是“电话”ꎬ
但是作为网络流行语“打 ｃａｌｌ”却不是“打电话”ꎬ
而表示为某人或某事加油、呐喊ꎬ对其表示赞同

和支持ꎻ“神兽”本指神话传说中的神异之兽ꎬ作
为流行语指“因疫情延期开学而在家上网课的可

爱又顽皮的孩子”ꎻ“内卷”作为流行语ꎬ不表示

“发展停滞或不能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社会学

意译外来词意义ꎬ而表示“行业内部非理性竞

争”ꎻ再如ꎬ“怼”本义为“怨恨”ꎬ而作为网络流行

语表示“用言语生硬地对待或攻击”ꎬ反映出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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