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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说明了汉语新词语词典在海外的需求，介绍了作者目前拥有的新词语的语言资源，提出面向对

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新词语信息库建设的理念，即收词要全面系统、词语分级、描写信息要全面、便于检索

使用，最后重点介绍新词语的词性信息、例句信息、关联语汇信息以及词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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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need of Dictionary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the resources of this we have, the 

thoughts of creating this kind of language corpus should be considered on totally collecting the words, words’ 

grading, and totally describing the information to convenient searching. Word class on the new words, example 

sentences, connecting words and the origin of words have been focused on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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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新词语词典在海外的需求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汉语新词语不断产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从 2001～

2004 年主持并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

的开发与应用”，建立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及语料库等新词语资源，编纂

出版了《新词语大词典》等系列词典，并进行理论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

代汉语新词语计量研究与应用》。我们了解到，国外对汉语新词语词典需求比国内更迫切。

原因是外国人学习汉语，主要学习汉语的基本词汇；大量海外华人由于久居海外，他们掌

握的只是汉语的基本词汇，而他们现在接触到的都是活生生的现代汉语，包括电视、报纸、

网络等。这些媒体中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包括了很多新词语，这些新词语给长期脱离汉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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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人造成一些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他们很需要有一本比较全面的汉语新词语词典来帮

助查检、学习。为了服务海外读者，我们在原有词典的基础上，编纂出版系列汉外新词语

学习词典，目前《汉英新词语学习词典》已经定稿，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汉

日新词语学习词典》中文稿已经完成，正由日本立命馆大学翻译为日文，将在日本出版。

我们希望，还能出版韩文、德文、法文等版本。在总结这些辞典编纂经验的基础上，我们

拟将综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开发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新

词语信息库。 

 

二、新词语目前的资源 

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支持下，目前我们开发建设了以下资源。 

1. 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 

目前电子词典已经收录了 1978 年以来近 4 万条新词语，按照语言信息处理的需要，依

照语法功能进行了粗分类，分出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副词等类，采用数据库文

件格式，设立总库 1 个，名词分库、动词分库、形容词分库、区别词分库、副词分库各 1 

个，设立了拼音、义项、词性以及语法特征等属性信息 200 多个，对每个新词语的语法属

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总库和每个分库之间有三个相同的属性字段，可以将这些库连接在

一起进行全部信息的检索。 

2. 新词语语料库 

我们建立了新词语动态的、超大规模的语料库，具体涉及的语料有：《人民日报》1947

年以来所有的语料，人民网里人民日报报系 12 种报纸的近年语料，人民网网站群的 9 个网

站近年的语料，《读者文摘》（后更名为《读者》）创刊以来的语料，《南方周末》创刊以来

的语料，《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网上的语料。这些语料从历时的角度看跨

度达 50 年之久，从共时的角度看各个方面的语料都有，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语料库。为搜

集整理新词语，调查新词语的流通度、稳定性、新颖性以及新词语的意义、用法提供了有

力的保证。 

3.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新词语大词典》《学生新词语词典》《最新流行语小词

典》《实用网络用语手册》 

《新词语大词典》2003 年出版，按照全面性原则、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的原则、必

要性原则、普遍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音节原则从《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中遴

选了 1978 年到 2002 年间出现 15000 多个词语，每个词条包括注音、词性、释义、例句。

这些例句都是从语料库中选出的，是真实文本中的句子。释义除了说明词语的词汇意义外，

还尽量进行词源的说明。即将出版的《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收录了 2000 年以来的 8000

多个新词语。今年我们拟将原来的《新词语大词典》和《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合并，出

版《新词语大词典（1978—2013）》，收词 20000 多个。 

《最新流行语小词典》2002 年出版，收录流通度较高又比较新的流行语 1100 多个，

比如“CEO、CFO、CGO、CIO、CKO、COO、CPO、CTO、DIY、酷、酷毙、酷机、酷

语、茶吧、迪吧、泡吧、书吧、陶吧、网吧、氧吧、话吧”等等。每个词条包括词目、注

音、词性、释义、例句和出处等。每个词语（多义词的为每个义项）后列两个例句，一个

是最早的，一个是靠近 2002 年的，目的在于说明该词语流行的时间范围。比如：洋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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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àngjiàotou<名>对在中国执教的外国教练的戏称。例如：①明明是“教练”，偏要写成“教

头”，外籍教练则是“洋教头”。（《人民日报》1995 年 8 月 4 日）②您是否认为随着洋教头

的到来，中国教练员也将逐步向智力型转变？（《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2 日）。 

《实用网络用语手册》2003 年出版，收录网络用语约 3200 条，其中汉字词语约 1600

条、字母词语约 800 条、数字词语约 400 条、符号约 400 条。这些网络用语从构成来看，

主要包括谐音替代型、词汇缩略型、数字会意型、混合型、旧词赋新义、叠音赘语、新词

新语、象形表意符号等等。 

《学生新词语词典》2006 年出版，在《新词语大词典》的基础上，删去了 80 年末以

前产生的新词语，补充了 2003 年到 2005 年产生的新词语，共计 10000 多条。一般没有例

句，只有个别不好理解的词条附上了例句。此后隔年修订一次，直至现在。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2007 年出版，在《学生新词语词典》的基础上增加当年新出

现的词语，隔年修订，直至现在。 

《汉英新词语学习词典》收录 1990 年到以来的产生的、稳定的新词语 10000 多个立条，

加上词汇关联共计收录新词语 15000 多个。除了注音、词性、释义、例句外，本词典还增

加词目英译、关联语汇、知识窗等内容。 

《汉日新词语大词典》完全按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收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出现的新词语 35000 多条。这些词条除了一般的语文词语之外，还包括了一些术语、品牌

等等。每个词条包括注音、词性、释义。这些内容都将在中文稿的基础上翻译为日文。 

 

三、新词语信息库建设的理念 

1. 收词要全面系统 

    以往编写出版的新词语词典由于受到各种原则的限制，尤其是规范原则的限制，很多

新词语都因不被承认而不能进入词典。我们认为新词语词典除了具有规范的作用外，其实

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记录词汇的发展，它应该是词汇发展的“晴雨表”。只有新词语词典

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新词语，才能显示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才能显示社会的发展。如果新

词语词典不能够全面系统地记录新词语，那么这些新词语将永远沉没于语言实际使用当中，

不被发现，就不能完整系统地显示词汇的发展变化，几十年之后，这些词语及其所代表的

新事物、新观念就将无从查考。另外，新词语信息库的容量不受限制，可以不断扩充。基

于以上考虑，我们拟采用描写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收录我们可能收集到

的全部新词语。 

2. 词语分级 

李建国先生（1997）指出：新词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它，并适时

地将研究成果吸收到辞书中，使之成为文化积累的一部分，以垂示将来”。“就新词新语的

成长而言，至少分‘少儿期’‘青年期’和‘成年期’。少儿期的新词新语独立性弱，使用

范围小，是具有语料性质的词语，能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

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大。青年期的新词新语独立性强，使用范围大，最活跃，最敏

感，很快进入共同语，文化学、语言学的实用价值大。成年期的新词新语是全民使用的基

本词语，使用范围最广，构词能力最强，语言学的价值最大。”可以看出，新词语成长的不

同时期，决定了新词语规范（或被广泛认可）的程度，有些新词语可能在“少儿期”就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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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了，即所谓的昙花一现，还有部分所谓的“生造词”，即便是这些“词语”它毕竟是出现

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词语这个大家族当中，这些成员毕竟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是

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将利用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将新词语分为三级。那些普遍认为规范

的词语的，即我们收入《新词语大词典》《学生新词语词典》《汉英新词语学习词典》里面

的词语可以定为一级词语。将那些正在“波动”中词语定为二级词语，比如 2007 年发布的

2006 年新词语“八荣八耻、白奴、白托、草根网民、车奴、倒扁、独二代、断背、法商、

海缆断网、海绵路”等等；还有类似“酷装、酷言、酷臂、酷腿、酷手、酷脚、酷胸、酷

臀、酷表达、酷家庭、酷保健、酷演讲、酷打扮、酷毙、酷机、酷语、酷头”等词语，以

及一些比较被认可的网络词语，比如“QQ、E—book、DIY、美眉、聊天室、造砖、灌水、

版主、恐龙、菜鸟、烘培机、爱虫”等，还有一些品牌名称等。将那些认为是不规范的词

语定为三级词语，包括：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化要求、表义含混或无任何“创新”的，如

“白闯（白天闯入住宅行窃）、高买（在市场商店假装购物寻机盗窃商品）、搅理（胡搅蛮

缠、强辞夺理）、敬戴（尊敬爱戴）”；没有必要的，如“老日（日元）、散装（很露的衣服）、

大林（亲爱的，英语‘DARLING’的音译）、估揣（揣测、猜测）、鼓倡（宣传提倡、鼓吹）”；

缺少普遍性的，如“吃豆腐、捣浆糊、同志（同性恋者）、波音的、苦瓜（因学习不好经常

挨批的学生）、吃野食、大把进分（赚很多钱）、白菜（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蛋白质”；不

稳定的，如“爱窝、爱资病、安死（安乐死）、摆掊丝、的高（舞蹈‘DISCO’音译词）、

冬瓜（喻身体肥大）、抖骚、哈姆雷特（太高深）、换频道、寄托（美国 GRE 和 TOFEL 的

合称）、拉蜜（勾引女人）、孔雀（自作多情的人）、抛海（挥霍）、看电影（洗澡）”等；还

有网络上出现的“瘟都死（WINDOWS）、瘟酒吧（WIN98）、斑竹（版主）、老虫（点击器、

‘MOUSE’的意译词）、Btw、JJ、GG、MM、7456、886、菌男（俊男）、霉女（美女）”

等，以及不少的表情符号等。词语分级便于学习者区分新词语的规范性，学习掌握规范的

词语；同时，也满足对不规范的词语的查检的需要。 

3. 描写信息要全面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新词语信息库主要目的是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服务的，这样就

要尽量给学习者提供新词语系统完备的信息。因此，将继承《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

典》的全部信息，此外，还要增加外文翻译、例句、关联语汇、词源信息等，这样新词语

信息就相对完整，学习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掌握新词语。 

4. 便于检索使用 

  新词语信息库收词量大、内容丰富，因此如何检索利用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

果没有一个便捷、快速的检索工具，给使用带来一定的困难，那就大大降低了它的实用性。

因此，我们拟采用数据的文件格式存储信息，可以进行有效地检索、分类、统计等。 

 

四、新词语信息库的主要信息 

  新词语信息包括词语形、音、义以及语法属性等信息，本文主要介绍词性信息、例句

信息、关联语汇信息和词源信息，其他信息参见文献《现代汉语新词语计量研究与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 词性信息 

《现代汉语词典》直到第五版才标注了词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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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迟没有标注词性是有客观原因的。现代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为现代汉语常用词汇

标注词性的复杂性。但新词的语法功能相对比较单一，标注词性的复杂度比较低一些。标

注词性既可以帮助说明词义，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的用法，所以，我们以目前中文

信息处理和现代汉语教学中流行的语法体系的词类理论为指导，以词的“优势语法功能”

为标准进行分类，以词语在大规模语料库中所表现出来的语法特征为根据具体归类，每一

个词、多义词的每一个义项都标注了词性。 

根据目前流行的中文信息处理和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我们将词类分为名词、时间

词、方位词、处所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状态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介词、

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而事实上，我们收录的词语中主要是名词、动词、

形容词三类，区别词、状态词、副词都只有几十个到几百个，叹词两个“哇噻、yeah（吔）”，

语气词 1 个“（吔）”。在这些词类中，区别词、状态词、副词的功能比较单一。但是名词、

动词、形容词三类是多功能的，确定起来比较麻烦。好在新词的语法功能还比较单一，按

照以上所说的“优势语法功能”可以比较准确地给每一个词标上词性。比如“另类”，我们

采集到多数例子是出现在定语的位置上，由此看，“另类”应该定为区别词；但我们同时也

注意到有“打入另类”“视为另类”这样的说法，而且意思也有细微差别，于是，我们把“另

类”分为两个义项，前者为区别词，后者为名词。明显是短语的，不标词性。 

2. 例句信息 

“王了一先生几十年前曾说过，一本词典没有好例句就形同一具骷髅。例句作用之大，

就在于它可以进一步具体地帮助读者理解词义，掌握词的用法。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提

供真正掌握这个词的条件，才能圆满地发挥词典的作用。”（李行健，2003）例句是词语存

在的环境，环境有三个层面，即语法、语义、语用，需要在在这三个层面都具有典型性。

即根据例句可以推出词义，根据例句可以看出词语的典型用法，根据例句可以看出词语使

用的一般环境。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句。（苏宝荣，2006）根据新词语

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如下选例原则： 

（1）语义准确原则 

所选例句能够准确地体现该词语的意义。因为词语进入句子之后，往往会因为上下文

而发生意义的细微变化，所以在众多语料中要尽可能选择最能准确体现词语意义的例句。 

（2）用法典型、全面原则 

所选例句能够典型地体现词语的词类特征。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个词类可以分布

在多种句法位置，这就要求我们挑选例句时，首先要注意突出该词语的优势语法功能，同

时也能兼及其他用法。具体做法是必须有一个例句能够体现其优势语法功能，另一个则选

择体现其他用法的。比如前文提到“另类”，所采集的例句中，该词多出现在定语位置上，

如果我们只选择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例句，那就突出的是区别词的特征而不是名词，所以，

我们至少要选择一个该词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例句，这样该词语的用法（语法特征）就

有了一个全面而突出的显示，便于学习者既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了解掌握该词语的语法功能。 

(3)时间原则 

李行健（2003）指出：“新词语本来就是一种过渡性的词语，汉语中的‘葡萄、金刚、

塔、站、革命、健康、逻辑、沙发’等都经过新词语阶段，现在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新词

语了。也就是说，新词语进入汉语词汇（具有全民词语资格，方言性的、临时性的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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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算）后，经过一段时间，能留下来并进入基本词语，它们也就不再是新词语了。是不

是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编写新词词典时，可否标明该词典收入

的是什么年代到什么年代产生的新词语？这样也许更便于编者编纂和读者研究使用。”我们

认为李先生的这个意见非常正确，每个新词语我们都特别注意考察了其使用时间范围，并

把这个考察结果通过例句的选择表现出来。适当选取不同时期的例句，目的在于说明该词

语使用的时间范围。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词语的兴衰。 

(4)一词多例原则 

郑锦全先生曾提出词汇学习的“一词多例”原则。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多样的典型例句，

学习者可以根据总结词语的意义及用法，可以补充词典的有关信息。按照这一思想，我们

从语料库中抽取能够显示新词语各种属性信息的例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恰当、丰富的语

言环境，让学习者能够有效地掌握新词语。 

3. 关联语汇信息 

“类推”和“仿造”是新词语造词普遍使用的方法，随之出现大量的词群。设立“关

联语汇”将这些同一词群中的词语串联起来，扩大了词典容量，具有连带的提示作用，方

便读者使用。关联语汇当中收录的词语主要是 1978 年以来出现的新词语。关联语汇的处理

办法如下： 

（1）词群中共同构词语素单独出条的，在该条下把由该共同语素构成的词语全部列出。

例如“吧”单独出条，则将由“吧”构成的两个词群的词语全部列全，如：冰吧—布吧—

彩吧—餐吧—茶吧—迪吧—房吧—股吧—果吧—逛吧—话吧—街吧—酒吧—路吧—泡吧—

琴吧—球吧—书吧—水吧—陶吧—玩吧—网吧—氧吧—浴吧—乐吧—纸吧—玻璃吧—彩妆

吧—咖啡吧—木刻吧—玩具吧—文化吧—氧气吧—吧凳—吧弟—吧店—吧街—吧姐—吧客

—吧娘—吧女—吧台—吧兄—吧椅—吧蝇—吧兄吧弟。 

（2）包含在某个词群的词语中列出该词群的全部词语，比如在“美背”中列出“美鼻

—美臂—美齿—美唇—美发—美甲—美肩—美睫—美颈—美眉—美脐—美容—美乳—美手

—美体—美腿—美臀—美胸—美颜—美腰—美足”；在“空嫂”中列出“巴嫂—芭嫂—报

嫂—菜嫂—的嫂—地嫂—房嫂—纺嫂—呼嫂—护嫂—警嫂—军嫂—商嫂—水嫂—铁嫂—物

嫂—险嫂—月嫂—保安嫂—接送嫂—宴会嫂”等等。 

（3）有些词语可能两个语素都有关联语汇，就将两个语素的关联语汇都列出。比如“款

爷”中的两个语素都有关联语汇，这样就把两个语素的关联语汇都列出来，有：款哥—款

姐—款娘—款女—款主—款族—班爷—板儿爷—板爷—包爷—导爷—倒儿爷—倒爷—的爷

—卡爷—侃爷—揽爷—票爷，这样同一个词语将出现在两个关联语汇当中，可以扩大的词

典的信息量，读者可以从两个关联当中解读该词语，理解得更加全面。 

4. 词源信息 

正如巢峰先生（2003）所言：“在治学之中，常常因一词之源，费尽周折。《辞源》要

求‘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汉语大词典》要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可见语文辞书溯

源的重要。”“词源就是知识，而辞书就是知识的结晶。重视辞书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

词语的出处，是编出出类拔萃的新词语辞典的重要条件。”“由于新词语产生的年代，一般

就是编纂者生活的年代。因此，新词语溯源远易于古词语溯源。”“新词语一般都为编纂者

所熟悉或容易找到根据。这项工作如果现在不做，若干年以后再做就难上加难。”同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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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信息对于学习者了解新词语产生的文化背景，掌握新词语的用法和意义以及通过新词语

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词源信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词语的理据，包括构词方式、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语素意义的变化等。比如： 

爱巢：“巢”本指“鸟窝”，很小但温暖。将相爱的或新婚的人的家比喻为“巢”，取其

“小而温馨”之意。 

吧蝇：苍蝇喜欢追逐腥臭，用来比喻沉溺于酒吧等各种娱乐场所的人，含贬义。 

白魔（毒品）：毒品就像魔鬼一样吞噬着人们的健康与生命，而且多数毒品都是白色的，

故称，表现出人们对毒品的憎恨与恐惧。 

大腕：“腕”就是“手腕”是人身体的一部分，用来代替人，以部分代整体，采用借代

手法造词。 

（2）语源知识，包括外来词、方言词的来源介绍等。比如： 

卡丁车：英文 carting 的音译，在英语中即小型赛车的意思。起源于美国，原本是农夫

将农机设备改装而成的，用于娱乐。在英文原版里是小型单座汽车，后来指一项运动。 

蔻：系日语转写形式“cute（可爱）”的音译，取“豆蔻年华”的“蔻”，起到了音译兼

意译的作用，音义一致。 

酷：系英文“cool（冷）”的音译。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成为美国青少年的街头流行语，

初期指一种冷峻的、反主流的行为或态度，后来泛指时髦的、与众不同的。 

炒鱿鱼：鱿鱼片儿炒熟后会卷成卷儿，样子像铺盖卷儿，所以“炒鱿鱼”喻指让员工

卷铺盖卷儿走人，也就是解雇、开除。员工自动辞职，是炒老板的鱿鱼。 

（3）旧义和新义之间的联系。比如： 

把脉：本义为切脉，是中医术语。这里的“脉”是指事物发展的趋势，新增比喻意义，

取其调查、分析并对事物发展的趋势作出判断之意。 

冲浪：原是一种水上运动项目，指运动员脚踏特制的冲浪板随海浪快速滑行，并保持

身体的平衡。借指在网上浏览信息，一是喻指网络提供的海量信息，二是取冲浪的自由、

爽心、随意等义。 

充电：原为专业术语，指给电器补充电能，比喻产生新义，指通过学习增加能力，取

增强能量义。 

（4）词语本身的相关文化象征含义。比如： 

蓝道（出国留学之路）：因为出国留学多半是飘洋过海的，即过去我们所说的“留洋”，

取其有特征的颜色“蓝”而造出的词语。顺口溜：“从政之道红彤彤，从商之道金灿灿，蓝

色之道明亮亮，升学之道黑沉沉”。 

黑道（考学位、做学问）：因为学士帽、硕士帽、博士帽都是黑色的，所以把考学位、

做学问称为黑道。 

红道（从政当官之道）：由于我国政治往往与红色有关，所以将从政当官叫“红道”。 

黄道（从商做生意之道）：黄，指黄金，借指钱，从商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故称。 

补血（补充新物资或新成员）：将新物资、新成员比喻为新鲜血液，预示着有好的发

展，含褒义。 

（5）词语的专业知识背景介绍。比如： 

考勤机：考勤机内置时钟，在线时与服务的时钟同步，显示刷卡人的姓名、留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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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时间、签到/签退状态等。有感应考勤机、IC 卡考勤机、ID 卡考勤机、网络考勤机等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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