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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added on 3/10/2017): 

I use ‘monomorphemic noun’ to refer to a nominal sense of a lexical entry that is made of one 

morpheme. Its length can be ‘monosyllabic-only’ (such as 饭 fàn ‘rice’, 水 shuǐ ‘water’, 鸡 jī 

‘chicken’, and 年 nián ‘year’), ‘disyllabic-only’ (or polysyllabic-only) (such as 褴褛 lánlǚ 

‘ragged’ and 枇杷 pípa ‘loquat’), or ‘elastic’, i.e. either monosyllabic or disyllabic (such as 日-

日本 Rì-Rìběn ‘Japan’, 安-安培 ān-ānpéi ‘ampere’, 虎-老虎 hǔ-lǎohǔ ‘tiger’, and 鸭-鸭子 yā-

yāzi ‘duck’). In this study, 50% of the monomorphemic entrie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2005) are collected, totaling some 5,000 entries and 9,319 senses, all of which are 

then annotated for POS and word length types. Next, all the noun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result 

(4,408 items in all, or 47% of the total), and their length properties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49% of the monomorphemic nouns are monosyllabic-only, which is higher than previous 

estimates. The result poses a theoretical problem: Nouns often occur in XP positions, such as the 

subject or the object.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XP positions are stressed and that 

Chinese observes ‘foot binarity’ (i.e. having two syllables each). However, the high percentage 

of ‘monosyllabic-only’ noun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foot binarity is satisfied. A close look 

reveals though that, in actual use, many such nouns indeed occur in a disyllabic unit. For 

example, 王 Wáng (a surname) is often used in 老王 lǎo Wáng ‘Old Wang’ or 小王 xiǎo Wáng 

‘Little Wang’ but not 王 Wáng ‘Wang’ alone. 轮 lún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wheel’ is often 

used in 日轮 rì-lún ‘sun-wheel (sun)’, 月轮 yuè-lún ‘moon-wheel (moon)’, 年轮 nián-lún ‘year-

wheel (tree-rings)’, 耳轮 ěr-lún ‘ear-wheel (ear)’, etc. 瓜 guā ‘melon’ is often used in 西瓜 xī 

guā ‘west-melon (watermelon)’, 南瓜 nán guā ‘south-melon (pumpkin)’, 冬瓜 dōng guā 

‘winter-melon (wax gourd)’, 黄瓜 huáng guā ‘yellow-melon (cucumber)’, etc. If we further 

separate special types of nouns (such as ‘written-only’, ‘archaic’, ‘person names’, ‘mountain 

names’, ‘place names’, ‘chemical elements’, etc.), then in actual usage 98% of non-special nouns 

have disyllabic forms to choos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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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汉语单语素名词指由一个语素组成的名词性词义，有单音节的（如：

“饭”、“水”、“鸡”、“年”），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如：“褴褛”、“枇杷”），

以及有弹性词长的（如：“日-日本”、“安-安培”、“虎-老虎”、“鸭-鸭子”）。本

文提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 50%的单语素（共计 5000 余词条，10000 余词义

项），对其词类和词长进行全面标注（共得 9319 词义项）。然后，提取其中的名词项

（共计 4408 项，占总数的 47%），再对其词长弹性进行考察。表面结果是，名词词义项

有 49%只有单音节形式，没有双音节形式（只单不双），高于前人估计。进一步检查发

现，很多只单不双的名词在实际使用时往往以双音节出现。如“王”（姓），常用“老

王”、“小王”，不单用“王”；“轮”（形状像轮子的东西）出现于“日轮”、“月

轮”、“年轮”、“耳轮”等；“瓜”常用于“西瓜”、“南瓜”、“冬瓜”、“黄瓜”

等。我们将名词词义项再细分小类（如：“书面语”、“古词”、“名姓”、“山名”、

“地名”、“元素”、“专业”等等）。结果发现，98%非特殊名词，在实际使用时，都

有双音节形式可供选择。 

关键词 词条、词义、单语素名词、弹性词长、 双音节 

 

一、 词条，词义，单语素词 

 

词典的收录以词条为基础，每一词条再细分词义。如英语的 bear 分两项词条，分别有

17 项词义和 6 项词义，见（1）。 

 

（1） 英语 bear 的词条和词义 

词条 1 与“担负”有关（17 项词义） 

 词义 1<动词> 支撑 

 词义 2<动词> 带着（礼物） 

 … 

词条 2 与“熊”有关（6 项词义） 

  词义 1<名词> 熊 

  词义 2<名词> 象雄的动物（如：树袋熊） 

  词义 3<名词> 象熊的人 

  词义 4<名词> 玩具熊 

  词义 5<名词> （股票的）熊市 

  词义 6<动词> 使股市下跌 

 

 又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供”[ɡònɡ] 分两项词条，各有词义 2 项，

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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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供”[ɡònɡ] 的词条和词义 

词条 1 与“供奉”有关（2 项词义） 

 词义 1<动词> 供奉（例子：供着鲜花） 

 词义 2<名词> 供品（例子：上供） 

词条 2 与“口供”有关（2 项词义） 

  词义 1<动词> 供认（例子：供出同伙） 

  词义 2<名词> 口供（例子：录供） 

 

 汉语多语素的词条，如“供职”、“供桌”等，都由两个或更多的字组成。单语素

的词条，多数由一个字组成，也有两个字的，如“枇杷”、“日本”、“安培”等。不

过，两个字（或更多字）的单语素词条，多数在单字下也会列出。比如，“枇杷”在

“枇”和“杷”下都能查到（“枇”注“［枇杷］”；“杷”注“见 1038 页［枇

杷］”）。有的双字单语素词条，各字分别有意义，因此只列于双字词条下。比如，“儒

艮”的“儒”、“艮”分别是词条，与“儒艮”皆无关，因此，“儒艮”不列于“儒”或

“艮”下，而只列于双音节“儒艮”之下，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因此，我们通过单字

词条，几乎可以收集到所有单语素词条，进而收集到几乎所有的单语素词义。《现代汉语

词典》（第五版）中，单字词条共计一万余项，单语素词义共计两万余项。本文以其中一

半作为分析对象。 

 单音节词义有的是自由的（可以单用），如“鸡”、“狗”，有的一般不自由（不

单用），如“优点”的“点”、“无辜”的“辜”。自由的一般叫词，不自由的一般叫词

根（或词缀）。因为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自由跟不自由的区别，所以为了方便，我们有时

把词义一律叫词。 

 

二、 词长弹性 

 

汉语不少词有长短两种形式，如：“日-日本”、“安-安培”、“虎-老虎”、“鸭-鸭

子”等。这种现象郭绍虞（1938）称之为词长的弹性。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长短词。 

 不少人认为，一个词可以有两个语音形式，一长一短，两者基本同义，所以是同一

词。持这一观点的有郭绍虞（1938），Chao and Yang（1947），潘文国（1997），等。

比如，在赵元任、杨联升所编的《国语字典》里（Chao and Yang，1947），长短词列于

同一词义之下（如：“清”、“清楚”归同一词义，给一个标注；“清”（清楚）、

“清”（清白）则归不同词义，分别标注），语义完全不同的词则一律分列（如“仿”

（模仿）和“仿”（仿佛）分列于两个词条，“供”（提供）和“供”（供奉）也分列与

两个词条）。 

 也有人认为，语音的不同会产生语义的不同，因此，长短词属于不同的词。持这一

观点的学者有李临定（1990）、刘凤樨（Liu 1992）、王灿龙（2002）、吴为善

（2003）、柯航（2007）等。比如，李临定（1990）、王灿龙（2002）认为，单音节语义

较具体，双音节语义较抽象（或者数量较大）。李临定（1990）、Liu （1992）又认为，

单音节有动词倾向，双音节有名词倾向。吴为善（2003）、柯航（2007）认为，在节奏

上，1+2 和 2+1 的紧密度不同，进而会产生语义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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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种看法，不一定非得完全对立。我们认为，长短词可以有某些语体上或使用

上的不同倾向（刘智伟 2007；冯胜利 2010），但在多数情况下，其基本语义仍然相同或

相近（即所指相同），这点恐怕有公认。而且，长短词之间的关系与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有

系统的不同，因此，长短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来研究。长短词之间的关系，具体有

以下几点（黄丽君、端木三 2013）： 

 

（3） 长短词之间的关系 

a. 两词有相同语素（同源，同音，同词类） 

b. 两词基本语义相同或相近，如：所指相同，词典互注 

c. 长词的多余部分不增加新的语义（即：长词的语义结构是 XX、0X、X0、

或截短） 

d. 两词在某些场合可以同义互换 

 

 （3a）排除了没有相同语素的词对，如英语的 happy 和 glad（皆指“高兴”）。

（3b）排除了同音但不同义的词对，如“老”（年纪）和“老虎”。（3b）中词典互注主

要指用长词来标注短词，如《现代汉语词典》里“煤”标注为“也叫煤炭”，“需”标注

为“需要”。很明显，词典互注从客观上反映了长短词的同义性。（3c）说明，有的长词

虽然看上去像复合词，但不同于真正的复合词。真正的复合词，语义关系是 XY，即两词

分别提供不同语义，如“书包”、“镜框”等。而长短词的语义结构，要么是重复性的

（即 XX），如“技术”、“煤炭”、“学习”、“需要”等，要么上字无实际意义（即

0X），如“老虎”，要么下字无实际意义（即 X0），如“鸭子”。短词也可以从多音节

的单语素词截短而来，如从“日本”截出“日”。有的语义结构，看上去是 XY，实际上

是 X0（或 XX），如“法国”、“啤酒”等。“法”（法国）已经包含国家的语义，所

以“国”的语义是多余的（或重复的）。“啤”已经包含酒的语义，所以“酒”的语义也

是多余的（或重复的）。（3d）要求长短词在某些场合可以同义互换，比如，“养鸭子”

和“养鸭”基本同义（从而得长短词“鸭子-鸭”），“技术工”和“技工”基本同义

（从而得长短词“技术-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求长短词在任何场合都可互

换，比如，“技术”和“技”在“工人”前不能互换（不说“技工人”），“树”和“树

木”在“公园里有很多”后可以互换，在“成林”前却不能互换（不说“树成林”）。这

是因为词长跟节奏有关，词长搭配要受节奏的影响。 

 长短词的短式只有一个语素。其长式，除了“日本”、“安培”等音译词外，看上

去都有两个语素，如“法国”、“啤酒”、“技术”等，但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个语

素，所以也算单语素词。 

 英语也有一些长短词，如 math-mathematics （数学）、lab-laboratory （实验室）、

pro-professional （专业的）等。不过，英语的例子多是截短类，与“日本”、“安培”等

相似。而汉语的长短词主要是 XX 类，这点下面会讨论。因此，长短词是汉语的一大特

征。 

 

三、 词类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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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典，每一词义都标注词类，而汉语词典却一般不标。《现代汉语词典》（第五

版）首次全面地给很多词义标注了词类，不过也仍然有很多没标。试看下列单语素词条

（我们用尖括号表示词类）。 

 

（4）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单语素词条举例 

 脸 [liǎn] <名> 

 ①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圆～|洗～。 

 ②某些物体的前部：门～儿|鞋～儿。 

 ③情面；面子：丢～|不要～。 

 ④脸上的表情：笑～儿|把～一变。 

 

 链 [liàn] 

 ①<名>链子：锁～|铁～儿|怀表的～儿断了。 

 ②<量>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1 链等于 1/10 海里，合 185.2 米。 

 

 学 [xué] 

 ①<动>学习：～技术|勤工俭～|我跟着他～了许多知识。 

 ②<动>模仿：他～杜鹃叫，～得很像。 

 ③学问：治～|才疏～浅|博～多能。 

 ④指学科：数～|物理～|政治经济～。 

 ⑤学校：小～|大～|上～。 

 ⑥<名>姓。 

 

 “脸”的词条标注是<名>，表示其所有词义都是名词。“链”有两项词义，分别

是动词、量词，标在词义之下。“学”有六项词义，其中两项标注是动词，一项是名词，

其他三项无标注。为什么有的词义有词类，有的没有？这和该词义是否“自由”（是否能

单独使用）有关：自由词义有词类标注，非自由词义无词类标注。 

 不过，非自由词义也有词类性质，比如，英语的前缀后缀，也经常有词类标注。因

此，我们给无标注的汉语词义一律添加词类标注。以“学”为例，标注结果如下。 

 

（5） 我们对词义词类的标注 

学 [xué] 

 ①<动> 原 学习：～技术|勤工俭～|我跟着他～了许多知识。 

 ②<动> 原 模仿：他～杜鹃叫，～得很像。 

 ③<名> 加 学问：治～|才疏～浅|博～多能。 

 ④<名> 加 指学科：数～|物理～|政治经济～。 

 ⑤<名> 加 学校：小～|大～|上～。 

 ⑥<名> 原 姓。 

 

 “学”的第 3、4、5 项词义，原无词类标注，根据其语义判断，加注为名词。同

时，所有词类标注分别加上“原”表示原有，或“加”表示加注，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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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词长的标注 

 

汉语词典无词长标注。我们给每项词义人工添加词长标注。具体有四种情况，列举如

下。 

 

（6） 单语素词义的词长种类 

a. 只单不双 （原有） 

b. 只双不单 （原有） 

c. 可单可双 （原有） 

d. 可单可双 （加注） 

 

 “只单不双”指只有单音节，无双音节（或多音节），标注为 1。“只双”指只有

双音节（或多音节），无单音节，用方括号标出其内容，如[枇杷]、[赛璐玢]。“可单可

双”指词义是单音节，但也有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同义形式。如果其双音节（或多音

节）形式来自词典定义，标注为“原”并给出长式，否则标注为“加”，也给出长式。以

下分别举例。 

 

（7） 单语素词义的词长标注举例 

词条字 词义 词长标注 长式 

学 <动>学习 原 学习 

学 <动>模仿 1  

学 <名>学校 原 学校 

肠 <名>心思 1  

枇 <名>[枇杷] 原 [枇杷] 

日 <名>日本 原 日本 

场 <名>平坦的空地 加 场地 

南 <名>南部地区 加 南方 

 

 “[枇杷]”和“日本”都来自原定义，但前者无单字词义，故用方括号，而后者有

单字词义，不用方括号。添加的长式（双音节式），均根据（3）所列的标准衡量。比

如，“南”已含方向或方位的语义，所以“南方”的语义结构属于 X0，即“方”的语义

多余。“场地”的语义结构属于 XX，即“场”、“地”基本同义，“场地”属于语义重

复。 

 

五、 结果 

 

我们先讨论词义的词类分布，然后具体讨论名词词义的只单不双比例，以及可以单音

节自由出现的比例。最后，我们讨论由弹性名词的语义结构。 

 

5.1．词类分布 

《现代汉语词》（第五版）有单字词条一万余项，单语素词义两万余项。其中有 627

项词条（共计 702 项词义）是冷僻字，我们的中文软件里没有，这里不统计。其他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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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了一半，共计 10050 项词义。其中有 735 项没有标注词类，多数是重复性的条目，共

分 5 小类，列举如下: 

 

（8） 未标词类的项目 

小类 数量 举例 

同 306 嗳 [āi] 同“哎”。 

见 323 犴 [àn] 见 75 页[狴犴]。 

又音 11 嗯 [ň] “嗯”[ňɡ]的又音。 

译音字 2 秘 [bì] 译音用字，如秘鲁。 

见下 93 咪 [mī] 见下：[咪表]、[咪咪] 

共计 735  

 

 “同”、“见”、“又音”三类属于重复，在别的单字项下已有标注。比如，

“犴”只用于“狴犴”，在“狴”字下有标注，故不再重复。“译音字”本身无意义，不

做统计。“见下”指该字本身无意义，只用于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而且不止一个。比

如，“咪”只用于[咪表]、[咪咪]。“见下”所指的词义应该统计，不过因其数量不多，

我们暂时不统计。其他词义共 9315 项，一律标注词类，具体情况如下： 

 

（9） 词类标注的来源 

原 5393 58% 

加 3922 42% 

共计 9315 100% 

 

（10）单语素词义的词类分布（“只单不双”简称“只单”） 

词类 数量 百分比 只单 只单百分比 

名 4408 47.3% 2149 49% 

动 2908 31.2% 1711 59% 

形 1208 13.0% 698 58% 

副 220 2.4% 165 75% 

量 216 2.3% 200 93% 

助 63 0.7% 62 98% 

代 61 0.7% 60 98% 

介 53 0.6% 50 94% 

叹 52 0.5% 50 96% 

拟声 47 0.5% 31 66% 

数 35 0.4% 35 100% 

连 27 0.3% 1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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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 17 0.2% 17 100% 

共计 9315 100% 5247 56% 

 

 单语素词义中有 58%的词类来自原文，共 5393 项，其他的 42%由我们添加，共

3922 项。所有词类中，名词数量最大，占 47.3%。词长方面，平均“只单”比例超过一

半，达 56%，其中名词的“只单”比例最低，占 48%，而数词、词缀高达 100%。 

 

5.2．名词的只单不双分析 

因为名词数量最大，我们对名词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名词词义的词长和词类标注

概况如下。 

 

（11）单语素名词词义概况 

 词长来源  词类来源  

原 3728 85% 2497 57% 

加 680 15% 1911 43% 

共计 4408  4408  

 

 名词词长有只有 15%是添加的，其他来自原文。名词词类有 43%是添加的。我们

将名词分成三大类，分别叫做“普通”、“名姓”、“特殊”。分属两类的，只取其中一

类。比如“泸”（泸水，古水名，即今怒江），既属于普通类的水名，又属于特殊类的古

词，本文归古词。大类统计结构如下。 

 

（12）单语素名词词义的大类 

大类 数量 百分比 只单比 

普通 2452 56% 17% 

名姓 880 20% 99% 

特殊 1076 24% 80% 

共计 4408 100% 49% 

 

 名姓（多数为姓）以单音节为主，少数是双音节（如[嫦娥]、[令狐]、[万俟]）。单

音节的名姓没有固定的双音节形式，所以“只单”比例很高。但是，名姓一般不单独使

用，往往需要一个附加词，比如，称呼人不说“王”，而说“老王”、“小王”。如果对

方是双姓，则可以直接称呼，不用加“老”、“小”，如可称“欧阳”，很少说“老欧

阳”、“小欧阳”。因此，单音节名姓一律可以看作是有词长弹性。 

 特殊类名词词义的“只单”比例很高。我们根据原文注解，将其分成 13 小类。如

果一个词义同时属于两类，只选其中一类。比如“吗啡”既是译音又是化合物，本文归化

合物类。又如“邻”（古代五家为邻）“里”（古代五邻为里）既是古词又是编制，本文

归古词。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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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殊名词词义的小类 

小类 数量 只单比 举例 

书面 523 86% 嗌 [ài] 〈书〉咽喉阻塞。 

古词 286 72% 盦 [ān] 古时盛食物的器具。 

方言 97 66% 樵 [qiáo] 〈方〉名柴：砍～。 

元素 62 95% 锕 [ā] 名金属元素 

化合 26 73% 膦 [lìn] 名有机化合物的一类 

译音 22 41% 镑 [bànɡ] 名英国、埃及等国的本位货币。 

别称 19 100% 黔 [Qián] 名贵州的别称。 

编制 18 100% 班 [bān] 名军队编制的基层单位 

干支 9 100% 癸 [ɡuǐ] 名天干的第十位。 

口语 6 33% 爹 [diē] 〈口〉名父亲 

音阶 5 100% 合 [hé] 名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的一级 

八卦 3 100% 艮 [ɡèn] 名八卦之一 

共计 1076 80%  

 

 特殊类中，书面语、古词、方言占了大多数。它们是否有长式比较难以判断，我们

暂时不考虑。其他小类看上去只单比很高，不过实际使用上可能低得多。比如，“镑”很

少单用，要么有国名（如“英镑”），要么有数量（如“五镑”）。又如干支，常常是一

干一支搭配使用（如“甲子”），很少单用。别称一般用于交通（如车牌、铁路、公

路），或修饰语（如“黔驴”、“瓯柑”、“汴绣”、“沪剧”、“秦腔”、“滇军”

等）。不过，因为这些小类数量不多，我们暂时都不考虑。 

 普通类名词词义的只单比仅 17%。我们根据原文注解，将其分成 6 个小类，分别

列举如下。 

 

（14）普通类名词词义的小类 

小类 数量 只单数 只单比 举例 

地名 103 0 0% 坜 [ lì] 中坜 [Zhōnɡlì] ，地名，在台湾省。 

水名 50 0 0% 灞 [Bà] 灞河，水名，在陕西。 

国名 17 0 0% 邶 [Bèi] 周朝国名，在今河南汤阴南。 

山名 16 0 0% 嶅 [Áo] 嶅山，山名，在广东。 

方位 16 3 19% 北 [běi] 名方位词。 

星宿 11 0 0% 斗 [dǒu] 二十八宿之一。通称南斗。 

其他 2239 409 18%  

共计 2452 4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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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很多是双音节，如“中坜”、“瑷珲”等。单音节的地名经常带一个行政单

位，如“邠县”、“亳州”、“郸城”等。水名都可后加“江”、“河”，如“灞河”，

因此没有只单不双的。国名后可加“国”，如“邶国”，因此也无只单不双的。山名有双

音节的，如“峨嵋”，单音节的后面可加“山”，如“岷山”，因此也无只单不双的。方

位词不多，一般后面可以加“方”、“面”、“边”，如“东方”、“里面”、“旁

边”。只单不双的三例方位词是“前”（过去的，如“前天”、“从前”）、“前”（从

前的，如“前政务院”）、“前”（之前的，如“前资本主义”）。这三例，也许是形容

词，不过因为数量很少，这里不细讨论。星宿类很多有双音节，如“斗-南斗”、“牛-牵

牛”等，也可以用单音节加“宿”，如“斗宿”、“牛宿”、“氐宿”等。 

 其他名词词义共两千余项，其中只单不双的共 409 项。我们将这 409 项进一步分成

6 类，列举如下。 
 

（15）其他普通类名词词义的只单不双项 

小类 数量 举例 

AX 178 点（优～｜重～｜特～） 

像 X物 65 壁（像围墙的部分：井～|锅炉～|细胞～） 

习语 63 辜（罪：无～｜死有余～） 

单 57 狗 

专业 41 根（化学上指带电荷的原子团） 

旧词 5 弁、薨、臣、孤、奴 

共计 409  

 

 AX 类指一般不单用、只在另外一个词后出现的词义，如“优点”的“点”，“上

班”的“班”。像 X物类指由原义引申出来的所指，往往也不单用，前面必须有一个修

饰词，如从“墙壁”引申出的“井壁”、“细胞壁”，从“池塘”引申出的“花池”、

“乐池”。习语指该词义只在习惯用语里出现，如“无辜”、“死有余辜”的“辜”

（罪），“引吭高歌”的“吭”（喉咙）。专业词指各种学科里的一些专门术语，如数学

的“幂”，物理的“波”，中医的“风”、句法的“格”等。旧词只有五项，其中三项是

自称语（臣、孤、奴）。其他的词义好像都可单用，归类为单，如“狗”、“床”、

“风”、“龙”等。 

 AX、像 X 物、习语等类词义实际上不单用。专业类可归上述的特殊类，旧词也可

归特殊类的古词。下面我们根据名词是否能够单用（而不是根据是否只有单音节长度），

从新进行统计。结果见下。 

 

（16）非特殊名词词义单音节用比例（排除专业、旧词、特殊共 46 项） 

大类 总数 单用数 单用比 

普通 2406 62 2.4% 

名姓 880 0 0% 

共计 3286 6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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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说明，名词高达 98%的词义项要么有双音节形式，要么必须跟别的词搭配使

用。能够以单音节自由使用的仅占 2%。 

 

5.3．弹性名词的语义结构分析 

上面说了，有弹性词义的长式有各种语义结构。下面我们考虑它们的比例。我们将语

义结构分为 5 类，举例如下： 

 

（17）弹性名词的语义结构 

语义 举例 

XX 恋-恋爱、亲-亲戚 

X0 例-例子、木-木头 

0X 虎-老虎、 

XY 农-农民、佛-佛像 

截短 汗-可汗、巴-巴士 

 

 XX 指语义重复。比如，“恋爱”的“恋”和“爱”都指爱，“亲戚”的“亲”和

“戚”都指亲属。 

 X0 指下字的原义跟上字无关，在 X0 里无实际语义。比如，“例子”的“子”跟

“例”无明显语义关系，在“例子”里无实际语义。“木头”的“头”跟“木”也无明显

语义关系，在“木头”里无实际语义。 

 0X 指上字的原义跟下字无关，在 0X 里无实际语义。比如，“老虎”的“老”根

“虎”无明显语义关系，在“老虎”里无实际语义。 

 XY 指真正的复合词，上下字分别提供不同的实际语义。比如，“佛像”的“像”

有实际语义，有别于“佛经”、“佛教”等。 

 截短类来自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单语素，取其一个音节，剩余部分无意义。比

如，从“可汗”截得“汗”，剩下的“可”无意义。同样，从“巴士”截得“巴”，剩下

的“士”也无意义。截短类也包括一些地名（如“鄱-鄱阳”）和山名（如“岣-岣

嵝”）。 

 语义结构尽量根据现代语义判断。比如“老虎”的“老”也许跟它在兽中的地位有

关（老虎有兽中之王之称），本来可能有意义。不过，一般人也许想不到这点，认为

“老”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把“老虎”归 0X。同样，“点心”、“东道”的原义可

能是 XY，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清楚了，所以把“点-点心”、“东-东到”归截短。 

 标注语义结构时，截短类比较容易判断，而其它几类常有含糊之处。特别是 XX，

既然语义重复，有一边的语义就是多余的，那么如何跟 0X（上字语义多余）和 X0（下子

语义多余）区别呢？下面我们具体讨论。 

 XX 类的语义重复经常是程度问题。比如，“恋爱”的两字语义重复度很大，而

“汗液”的两字重复度就小一些。“大海”的两字有没有重复？如果“海”本身就大（不

说“小海”），那么“大”的语义已经被“海”涵盖，是个重复成分。为了方便，我们把

XX 的判断标准定为语义的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后者指一字的语义由另一字涵盖。根据

这一标准，XX 的包括范围很广，如“冰镩”（镩是凿冰用的）、“内胆”（胆本来就在



 

 

12 

 

内部）、“朝代”（朝是一种年代）、“侧面”（侧是一个方面）、“恶霸”（霸本来就

恶）等等。 

 接下来我们考虑 X0 和 0X。与 XX 一样，X0 和 0X 中也有一边的语义也是多余

的。与 XX 不同的是，X0 和 0X 中的 0 与 X 无语义重复。比如，“老虎”的“老”跟

“虎”无明显语义关系（虎不一定老）。同样，“木头”的“头”跟“木”也无明显语义

关系。 

 最后我们考虑几例 XY。“屏风”（屏蔽风的家具）两字的语义既不重复、又不多

余，所以是 XY。“厨师”的“师”好像是重复，因为“厨”可以指厨师（如“大

厨”）。不过“厨”的本义是厨房，不隐含“师”，所以我们把“厨师”算 XY。“大

小”由两个反义词构成（同样例子还有“高低”、“长短”、“好坏”等），两字的语义

既不重复、又不多余，也是 XY。 

 根据以上方法，我们对有词长弹性的名词进行随机抽样，取出 400 项，然后人工标

注其语义结构，从而得到各类语义结构的数量和比例，结果如下： 

 

（18）弹性名词的语义结构的统计结果 

语义 总数 总比 原有 原比 

XX 293 73.3% 201 68.6% 

X0 51 12.8% 35 68.6% 

XY 30 7.5% 23 76.7% 

截短 25 6.3% 25 100.0% 

0X 1 0.3% 0 0.0% 

All 400 100% 284 71.0% 

 

 统计发现，长短词的语义结构以 XX 为主，占 70%以上。0X 式数量最少，抽样中

仅见“方便”一例。 

 

六、 结语 

 

前人对汉语的词长弹性有不少讨论，但材料一般较少，缺乏系统的量化研究。我们

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分析发现，无双音节形式的名词词义占 49%，大大高

于前人估计。不过除去特殊名词以后（如书面语、古词、专业术语等），98%的名词词义

要么有双音节形式，要么必须跟别的词一起使用（如“优点”的“点”、“无辜”的

“辜”）。 

 我们还发现，名词性长短词的语义结构多数是重复性的 XX（如“恋爱”、“街

道”），其次是下字无意义的 X0（如“例子”、“木头”），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复合

词的 XY（如“农民”、“大小”）。最少的是 0X，“老虎”是罕见的几个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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