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 7月
第 23卷 第 3期

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 ur nal of Hebei N o rmal U niv ersity (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l. 2000
V ol. 23 N o. 3

现代汉语词缀问题探讨
孙

艳

(河北师范大学 中文系 ,河北 石家庄

〔摘

050091)

要〕现代汉语的词缀系统一向被认为是封闭 的 ,缺乏活力的。 而近二十年来这个系统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 ,一批传统词缀重 新活跃起来 ,而更加引人注目 的是一批新词缀形 成 ,并参与构 词 ,为汉语 的词缀系统带
来了生 机。 就 目前状况看 ,汉语的词缀数目 增多 ,构词能 力增强 ,许 多新造派生词进入 交际 ,从而导 致了汉语
派生构词手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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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 语以 词根语 素为 主体 ,在构 词方 式中也 以词

早 就丧失了再造新 词的能力。 比 如“儿、子、头”是一组典

根 复合 构 词为 主要 手 段 ,而词 缀语 素 数量 少 ,形 式较 单

型的 名词后 缀 ,它们在 汉语 的双音 化进 程中 有过突 出贡

一 ,以词 根附加 词缀派 生造 词的方 式一 向只 是汉语 次要

献 ,由它们构造的一 大批派生 词已十分成 熟 ,但 在新词构

的构词 方法。 就语言的 共时性看 ,这种认 识完全正确 ,现

造中就显得相当沉寂了。 “平、然、巴”等后缀更加封闭 ,由

代汉语 目前的状况仍是 复合构词 手段占绝对 优势。 但是

它们 构造的 词语 数目有 限 ,而且在 构词 中主 要起补 足音

如果我们 变换一个角度 ,就语 言的历时性 去观察 ,我们会

节的 作用 ,因 此构词能力 没有提高。 比 如“几 乎、确 乎、果

发现汉 语的派生构词手 段本身的 变化更为显 著。 近二十

然、固然、干巴、结 巴”等即是 这样一 组派生词 。 前缀“阿、

多年来 ,汉语词缀语 素的数目 呈现着不断 上升的趋势 ,构

初”的适用范围也 是比较狭窄 的 ,由它 们构造的 词语十分

词能 力也大 有提 高 ,在 新词 构造方 面显 示出 了前所 未有

有限。 普通话中经常 使用的 只有“阿姨”、“初一 ”、“初 十”

的优长。 我 们一贯认为十 分封闭的词 缀系统已由 二十多

等。

个词缀 增至五六十个甚 至更多。 尽管 其中不乏处 于变化

传 统词缀 中尚 具构词 能力 ,适 用范围 也比 较广 泛的

之中的 ,归属模糊不 清的语素 需要进一步 观察和讨论 ,整

是几个表 人 的名 词词 缀。 有“者、家”和 稍后 出现 的“师、

个词 缀系统 尚缺 乏稳定 性 ,但当我 们谈 到汉 语的词 缀语

员”等。 这一组词缀 有比较清 晰的词汇意 义 ,虽 然虚化程

素这 个问题 时 ,我们的 视线 就不再 局限 在传 统的范 围之

度不 深 ,但位 置固定 ,一向使用 广泛。 比如“志愿者、违章

中了。 本文旨在以此为出发点 ,尽可能全面地探讨现代汉

者、舞者、个体 经营者”“美 食家、国 际炒家 ② ”“营养师、美

语词 缀系统 的现 状 ,尤 其关 注这个 系统 的新 变化和 发展

容师”“调解员、调研员”等都是比较新的词语。 另外 ,此类

趋势。

词 缀 往往 能 够在 某一 特 定时 期成 批 构词。 我 们 还记 得

一
汉语是典型的词根语 ,缺少词的形态变化。 直到近代

“员”在文革期间的使 用就达到过 高峰。 主要原 因是“员”
的 语义特 征是中 性的 ,以“某个 员”区分 从事 不同行 业的
人可以淡化行业等次 ,它符合当时的国情和人们的心态。

才出现了由实词虚化而来的词缀语素 ,且数目有限。 陆志

传统词缀数目虽不算多 ,但词缀体系已形成。 从构词

韦 等先生《汉 语的构词法》以后置词 (附前置 词 )的 名义收

位 置上 看 ,它们可 分为 前缀和 后缀。 有 人认 为汉语 有中

录了 二十二个 词缀语素 , ① 主 要有“儿、子、头、家、者、乎、

缀 ,如“胡里胡涂”、“黑 不溜秋”、“来得 及”、“吃不消”、“神

然、化、第、老 ”等 ,加 上 陆先 生 等 在 此未 提 及 的 “阿、 初、

乎 其 神”中的 “里、得、不、乎”是中 缀 ,我们 认为不 妥。 像

性”等 ,我 们一并将其视 为现代汉 语传统的词 缀。 传统词

“黑不溜秋”这样的词至少 应分析为词 根加三音 节的后缀

缀的突出 特点是构词位 置比较固定 ,虚化 程度较强 ,大都

“不溜秋”。 而这里提到的 显然是汉语 词中特殊 的结构类

可表词 性。 但整个系统 比较封闭 ,构词能 力较低 ,有的很

型 ,它们 的形 式是固 定的 ,其 中所谓 的词 缀是封 闭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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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派生能力 ,因而我们的讨论不涉及此类词缀。

交际中 的新词语有 “法人、报人、电影人 、主持 人、广 告人、

就构 词功能来说 ,汉语 的词缀可划 分为三 种类型。③

音乐人、新闻人、航天人、银河人 ⑤ 、上班人、家庭人”等等。

第一 类是带有较强 的词汇意义 的词缀 ,如“者、家、乎、员”

其构词功能 与传 统词 缀“者、家、员”等 相近 ,而 适用 范围

等。 它们具有比较明确的表人、表个体的意 义。 第二类是

比传统词缀更广 ,时代气息更浓 ,构词能力也更 强。 像“电

语法意义较强 ,能够标明词性的。 如“子、儿、性”等均为名

影 人、音乐人、新 闻人”等取 代“某个 工作者 ”的趋势 已经

词标志 ,以“儿”为例 ,“活”是动 词 ,加词缀“儿”后 ,“活 儿”

形成 ,其指称 范围更大 ,形式更 简洁。 而像“航天人、银河

即 成为名词。 “亮 ”是形 容词 ,儿化后的“亮儿”也是名 词。

人、三峡 人”之类 的用法 在五 六十年 代就 已经出 现过 ,典

第三类是 既保留一定的 词汇意义 ,又可作 为词性标志 的。

型 的有我们大家熟 知的“大 庆人”“大寨 人”。 近 年来这种

如“老、初、第、化”等。 在“老张”中“老”是名词 标志 ,同时

模式被 重新使用了。 这 一模式的 特点是 ,用于他称 ,它强

又 带有一些实义。 “初”作 为词缀与 “起初”的意义 仍有联

调对一群 人的肯定和赞 誉 ;用 于自称 ,则表达一 种责任心

系 ,因此 我们构造了“初一”、“初十” ,却决 不造“初十一”。

和 自豪 感 ,很 显然 ,它与 表籍 贯或出 生地 的“北京人 ”“山

可以 看出 ,汉语 传统的 词缀 语素绝 大部 分带 有一定 的词

东 人”完全 不同。 前不久我们 还使用过“京九人 ”“张家港

汇意义 ,与原实词保 持着无法 割断的联系 ,这一特 点也正

人” ,甚至 有“北 大人”“南师 大人 ”这样 的词 语进 入交 际 ,

是词 缀语素 能够 在汉语 这种 词根语 中得 以生存 的保 证。

可见其构词的适应性是相当强的。

倒是那些完全虚化的词缀很难在这个系 统中求得发展。

二

二 是部分 称谓 词以单 音节 形式 参与构 词 ,词缀 化倾
向也比较明显。 当然 ,由称谓词构成的一组派生词主要源
于 闽 粤 方 言 ,如 “— 仔、— 妹、— 姐、— 公、— 婆、— 嫂 ” 等。

近二十 年来 ,受 社会变革 的影响 ,人们的思维 方式得

“打工仔”、“打工妹 ”、“外 来妹”、“港姐”、“军嫂”等 词语已

到了根 本性的转变。 社会 的开放促进 了不同的语 言文化

进入普通话交际。 有的 类推性很强 ,如由“军嫂”类推而成

之间 的相互 交流 和渗透 ,特 别值得 一提 的是 大陆对 港台

的有“藏嫂、矿嫂、商嫂、房嫂”等。 词 缀化后 ,原称 谓的语

文化 的吸收 和普 通话对 港台 词语的 接纳 ,成 为普通 话词

义泛化 ,便于构词。 但称谓词的特殊性对它的词缀化进程

语呈现 多方面的新变化 的重要原 因之一。 汉语在 派生构

是有束 缚的。 可以看出 ,这类 词语临时性 较强 ,规范性不

词手段 方面的新突破就 是这种变 化的一个重 要方面。 很

足 ,语义不明确 ,上面提到的“嫂”类词中就有此例。 因此 ,

显然 ,一 向沉寂 的派生 构词 手段已 经出 现了 令人惊 异的

称谓词的词缀化发展趋势将向何处去 还很难预测。

转机 ,大批新词缀加 盟词缀系 统 ,汉语 词缀的构词 能力增
强 ,在新词语的构造中显示着空前的活力。

总 体上看 ,汉语自造 的新词缀有 以下特点。 第 一 ,原
语素不定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词缀化之前 ,不论成词

新词缀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汉语自造词缀。它

实素 还是不 成词 实素均 可在 复合构 词中 较随意 地使 用 ,

包括新近 由原有词根语素 虚化而成的 和由港台词 语重新

其 位置 是自由 的。 词缀 化之 后 ,它 们有 了相 对固定 的位

带入普通话的两类。 另一部分是受外 语影响形成的词缀 ,

置 ,或只充当前 缀 ,或 只做后缀。 这正 是词缀语 素与词根

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

语素 的一个 重要 的区别 ,当 然也是 判定 一个 语素是 不是

现代汉语自 造的 新词 缀 (包 括近 年来 重新 起用 的旧

词缀的 标准之一。 第二 ,词缀 化后 ,其 原语素的 词汇意义

词 缀 在 内 ) 主要 来 源 于 不定 位 的 成 词实 素 和 不 成词 实

仍有 一定程 度的 保留 ,这样 一来便 为构 词中 所需的 类化

素。④ 比如“人”“高 ”“大”就是 不定位的 成词实 素 ,它们既

提供了 方便 ,也 为新词语的 推广提供 了条件。 可以 看出 ,

可单 独成词 ,亦 可不受 构词 位置的 限制 与其 他语素 复合

新词缀的类化能力强 ,大都可以构造语义相关的词群。 第

成 词 ,如“人 民”“商人 ”“高 尚”“崇 高”“大 门”“老大 ”等 ;

三 ,新词缀冲破了汉 语双音模 式的制约 ,形成了 以三音节

“ 感”“户”“式”等是不 定位的 不成词 实素 ,它 们在汉 语中

为主 的多音节模 式。 如“高 竞争、大制做、房地产热、微电

已不单独构词。 构成词缀的成词实素 中以形容词为多 ,如

子学、历史使 命感”等。 第四 ,新词缀有更 强的结合 能力 ,

“高— (高风 险 )”“多— (多 功 能 )”“软— (软 科学 )”“硬—

它们能够用语素、词、甚至短语构成多样式的新 词。 如“质

(硬任务 )”等等。 不 成词实素 构成的词缀 主要有后缀 “—

感、羽坛”是语素加词 缀构成的 ,“软 件、高 技术”是词加词

感 (失 落感 )”“— 式 (盒式 )”“— 型 (密集 型 )”“— 度 (知名

缀 构成的 ,而 “持股人”、“茅盾研 究热”则是由短 语附加词

度 )”等 等。 同类 词 缀还 有“单、双、后、准、负 、气、角、线、

缀构成的。 这无疑丰富了汉语词 的结构类型 ,对汉语的构

机、器”等在 新词构造中 亦有良好表 现 ,限 于篇幅 ,不再一

词手段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列举词语实例。
除 上述词 缀外 ,还有 一些 词缀 化的新 动向 有必 要在
此一并讨论。
一 是“人”在近年来 的构词中 有词缀化倾 向。 活跃在

从 汉语词 缀系 统的现 状看 ,新 词缀还 存在 着不 稳定
性 ,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处于形成和变化之中。 加上我们
一贯是以 屈折语的词缀语 素的特征为 标准衡量 汉语词缀
的 ,这 样一来 不少新 词缀就 被看 作不够 标准 的“类词 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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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准词缀”了。 我们以为 完全没有必 要在汉语词 缀问题

难。 另外 ,汉语的词 缀虽然也 有标记词性 的功能 ,但往往

上过 于谨慎 ,更 没有必 要为 本来就 不多 的词 缀冠之 以各

是潜在 的 ,不够 稳定的。 显然 ,汉语词 缀系统与 英语词缀

类的名称 ,更何况什 么是真正 的词缀 ,什么是类词 缀或准

系统 确有不 同 ,而一批 英语 词缀却 始终 在汉 语的构 词中

词缀是不 易绝对地加以 区分的 ,尤其在汉 语中加以区 分 ,

发挥着积极作用。 是否可以认为 外语词缀在进入汉语时 ,

难度更大。 我们应当承认汉语的词缀 系统不够丰满 ,构词

既保留了 自身的优势 ,又适应 了汉语的特 点 ,才 使得它们

方 式比 较 拘谨 ,成 词能 力 也比 较低 ,大批 新词 缀 尚待 完

的构词能力普遍较强。

善 ,但这一切又已经 说明了汉 语构词方式 的发展事实 ,那
就是新词 缀的形成和正在 形成的趋势 为传统的词 缀系统

四

注入 了新鲜 血液 ,派生 构词 手段取 得了 比从 前重要 得多

如 何给现 代汉 语词缀 定性 和定 量 ,目 前还 是一 个难

的地位。 可以说 ,新词缀的产生已成为汉语发展变化的生

以达成共识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 经提到过 ,现代汉语词缀

长点之一。

有由 完全虚 化的 语素构 成的 ,也有 尚存 一定 的词汇 意义

三
汉 语的词 缀系 统有自 己的 特点 ,但它 并不 排斥 适用

的半 虚化的 语素 构成的 ,而 且这种 有实 意的 词缀构 词能
力更强 ,数量也更多。 完全虚化的词缀在新词语构造方面
缺乏活力 ,但 词典 中只 收此 类词 缀。 如《现代 汉 语词 典》

的外来 形式 ,也 就是说 ,这个系统 还具有兼容 性。 众所周

( 1996年修订本 )只在“子、儿、头、阿、然、乎、化”等少量词

知 ,汉语 同其他 语言一 样包 容着许 多受 外语 影响形 成的

条中注明了词缀 功能。 像“家”只确认 “家 ( jia)”有 后缀功

词缀语素。其中以受英语影响形成的词缀为主。较早融入

能 ,可构成“女人家”“孩子家”等 ;而“家 ( jia )”条中 并未标

汉 语的有“化、性、主义”等。 这些词缀 在五六十年 代就有

注后缀。 事实上 ,“家 ( jia)”作 为后缀 有更强的 构词能 力 ,

很 强的构词能力 ,如“绿化、尖 锐化”“反动 性、两 面性”“霸

只是虚化程度不及前者罢了。 传 统词缀尚且如此 ,新兴词

权主义”等。 现阶段“化”“性”仍十分 活跃 ,如“优化、法制

缀的 定性问题就 更是缺少统 一标准了。 比 如“单、超、非、

化 ”“可读性、趋同性”等都是比较 新的词语。 “主义”的构

无、反、自、次”等同是新兴词缀 ,语文出版社 1998年的《现

词 能力稍逊一筹 ,但仍在 构词 ,如 “后现 代主义”等。 稍后

代汉语规范字典》只确认“非”为“词的前缀”。

形成的词缀还有“反、超、次、半”等。 在层出不穷的科技用

在 定量分 析中 ,科 技术语 中大 量的词 缀是 值得 注意

语和 专业术 语的 构造方 面 ,这批词 缀显 示出 了非凡 的能

的。 从词缀 数量看 ,绝大多数 新兴词缀与 科技术语 有关。

力。 如“反 馈、反 粒子 ”、“超 导、超 音 速”、 “次 大 陆、次 产

比如前缀“反、超、非、相、单、被、多、总、类、准、半、自、过” ,

林”、“半导体、半硅晶”等。 有些词缀还渗透到了日常生活

后缀“性、度、率、化、体、子 ( zǐ )、质、剂”等 ⑥ 40个词缀构成

用词 的构造中 ,具 有更广泛的 适用范围 ,如“超”还 构造了

了大批科技术语 ,使用频率相当高。 虽说科技术语是一个

“超生、超编、超豪 华”等 大批 新词 ,频 繁地 运用 于日 常的

特殊的门 类 ,但由于 它不断地 日常生活化 ,许多 词缀已经

交际之中。

或正 在向普 通词 语渗透 ,对 整个现 代汉 语词 缀系统 的影

“族”是 近年来间接地 由港台地区 传入普通话 的日语

响是显 而易见的。 尽管人 们往往把这 些词缀看 作所谓的

词 缀 ,构词 能力较 强。 有“追星 族、持股 族、电脑 族、蓝领

“准词缀” ,但它们的 构词能力 却是传统词 缀无法比 拟的。

族”等。 这些词极具 新鲜时髦 的新词特征 ,尤其受 到年轻

比 如《新词语大词 典》⑦ 在“非”条 下收 1949年到 1991年

人的青睐。 不过“族”类词的临时性还 比较强 ,表意也不够

的新词语 29条 ,其中由“非”缀构成的词语就有 21条。

清晰 ,比如“车族”一 词既用于 拥有自己的 汽车的一群 人 ,

问题 当然不仅仅 存在于科技 术语中。 国家 语委语用

也用于在 业余时间玩自 行车车技的 人 ,而 两者相去甚 远。

所 1998年 公布 了《现代 汉语 通用 词》 ,在 课题 组 的“现代

另外 ,这类词的适用 对象和使 用范围也比 较窄 ,更 多地出

汉语通用词》选词原则”⑧ (后称“原则” )中谈到“前后附加

现 在年轻人的口语交 际中。 但就港 台地区“族”类 词的流

成分”问题。 “原则”指出 ,“前附加成分和后附加成分在语

行趋 势预测 ,它 在普通 话中 的位置 有可 能得 到进一 步确

义上有的比较实 ,有的比较虚。 带有附加成分的词语一般

定。

有 资 格进入 基本 集。”“原则”列 出“非、副、泛、伪、半、准、
我们知 道 ,派生 构词手段 是屈折语的 重要构词方 式 ,

不、单、多、无”等 18 个前 附加 成分 和“者、手、兵、犯、师、

词缀语素在构词中的优势也十分显著。 以英语为例 ,其词

夫、派、汉、迷、厂、计、形、感、类、式、际、率、度、额 ”等 86个

缀 系统比 较开 放 ,词 缀形 式单 一 ,意 义明 确 ,并有大 批词

后附加 成分构成的词 语有资格进 入基本集。 这 些附加成

缀专 门用于 区分 词性 ,因而 具有构 词高 产和 类推性 强的

分中 ,尤 其是后 附加成 分有 许多属 于基 本上 没有虚 化的

特点。 相比 之下 ,汉 语的词缀 系统就比较 封闭 ,词 缀的数

实 意 名 词。 如 “— 堂 (礼 堂 )、— 灯 (霓 红 灯 )、— 会 (董 事

目有 限 ,特别是 词缀语 素与 词根语 素甚 至是 词往往 共用

会 )、— 箱 (保险箱 ) ,— 工 (养路工 )、— 汉 (庄 稼汉 )”等 等。

同一 种形式 ,给 汉语词 缀的 辨别和 定性 带来 了一定 的困

如果 将这些 附加 成分统 统看 作词缀 的话 ,词 缀系统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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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大了。 但是既然“— 手 (小提琴手 )、— 员 (营业员 )、—

缀的总体数量应超过一百个。

家 (政治 家 )”是词缀 ,为什 么不能把“— 犯 (刑事犯 )、— 师

根 据以上 分析 我们认 为 ,现代 汉语的 词缀 系统 已经

(会计 师 )、— 生 (进修 生 )、— 士 (辩 护士 )”等 也看 作 词缀

出 现了明 显的 变化 ,词缀 数目 增多 ,构词 能力加 强 ,适应

呢? 既然 我们 承 认“— 度 (知 名度 )、— 率 (发病 率 )、— 感

范围扩大 ,发展趋势是上升的。 而形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优越 感 )、— 机 (计算机 )、— 化 (工业化 )”是 词缀 ,似乎没

因无非 来源于两个方 面。 内部原因是 汉语同其 他语言一

有 理由不承 认“— 力 (凝聚 力 )、— 观 (人 生观 )、— 额 (营业

样具有的自我调节机制。 在汉语 的发展过程中 ,实词的虚

额 )、— 量 (吞 吐量 )、— 品 (消费品 )”等 与前者有相 同的功

化 ,构词手段的多样化及时调整了汉语的构词能力。 汉语

能。 另外 ,“原则”中提到的“多— (多晶体 )双— (双轨 )、单

固有词根 语素在构词中的 灵活性也为 部分语素 词缀化的

— (单 轨 )、— 界 (新 闻界 )”等与 “原则”中 没有 提及 的“高

实现准 备了条件。 那么 ,明智 地使用经济 简便、类推性强

— (高 投入 )、软— (软科 学 )、硬— (硬件 )、大 — (大 气候 )、

的派生方 式构词当然也是 同汉语的自 我调节机 制分不开

小— (小气候 )、— 坛 (棋坛 )”等并无区别。 看来 ,要在词缀

的。 外部原因无疑是社会生产和 生活的迅猛发展 ,不同民

和附加 成分之间再划一 道明确的 界线的确是 困难的。 实

族 ,不同文化间的交 流和影响 导致了新事 物、新 思想的不

际 上 ,我们 承认“性、者、家、化、乎、界、度 ”等的 词缀 功能

断涌现 ,随之而来的便是快捷的构词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 ,许多我们尚不能适应的附加成

说 ,这种需求激活了 汉语的词 缀系统 ,使得这个 系统发挥

分至 少表现 出了 向词缀 发展 的趋势 ,它 们大 多数已 经具

出了极 大的潜力。 当然 ,冷静 地说 ,汉 语的词缀 系统的确

备了自由地构成新词的能力 ,这一点是容易被接受的。 我

还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不够稳定的系统。 许多预测还需

们 说 ,将科技 术语所用 词缀 和“原则”列 出的 前后附 加成

要大 量的语 言事 实加以 印证 ,也还 有不 少问 题有进 一步

分看作新 兴词缀的主体或 现代汉语词 缀系统的一 个重要

探讨的必要。

部分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这一看法可 以成立 ,现代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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