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云五大辞典 》的词语释义及其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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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艺玲
摘

要

在“国语运动”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始出现收集解释现代语言语词的辞书 。1930

年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 》是其中一部规模较大、以描写解释现代语言词语为主的重要
词典。文章联系中国辞书编纂的历史，总结《王云五大辞典 》在词语释义———释义语言、
释义方式、释义内容、义项处理———方面所做的贡献。《王云五大辞典 》因适应社会语言
生活的发展，及时吸收语言研究新成果而具有开创性 ，这对现代辞书的编纂有所启发。
关键词

词典

王云五大辞典

词语释义

贡献

一、引

言

《王云五大辞典》（ 以下简称《大辞典》） 民国十九年 （ 1930） 由上海商务印馆出版，是民
国时期一部重要的语文工具书。王云五是《大辞典》的主编。
中国传统辞书服务于“明经”“明古”，主要收集解释古语词的意义。19 世纪以后，海禁
打开，西学东渐，一大批反映社会变化和近现代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新名词 、新术语等像潮
水般涌来，汉语词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说文解字 》到《康熙字典 》的传统辞书，
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查阅新词新语的时代需求 。 在“国语运动 ”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
始出现具有现代特征的辞书，如《学生字典 》（ 1915） 、《校正注音国语新字典 》（ 1922） 、《国
音白话注学生词典》（ 1924） 等，《大辞典 》是其中规模较大、以描写解释现代汉语语词为主
的词典，它在现代汉语语词的收集解释方面做出了贡献 ，是汉语辞书史，尤其是现代汉语辞
书史中一部重要的词典。
《大辞典》全书收录单字 1 万左右，词语 5 万余条。（ 马怀 2014） 该词典在辞书编纂史
上有许多创新之处： 收条重视活的语言词汇，尽量收入时人使用的词语，摈弃虽为古人使
用却在民国时期早已消亡的语汇，反映了那个时代语言的真实面貌； 给所收词条标注了词
性，是辞书史上较早进行词性标注的语文工具书 ； 采用了王云五自己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
法进行排检，这种检字法较之中国传统的部首检索、声韵检索、义类检索，有其便捷之处。
（ 周荐 2013） 《大辞典》作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开山之作，其独特的编纂体例近年来开始引起
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我们认为，《大辞典》对后来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除了在收词、词性标注、检索等方面有开创之功外，在词语释义方面也有所创新。 本文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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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汉语辞书编纂的历史，分析《大辞典》词语释义的情况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时结
合《大辞典》的编纂背景谈谈该词典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

二、《大辞典》在释义方面的贡献
释义在语文辞书中承担着为读者释疑解难的任务 ，是语文辞书的核心。 通过《尔雅 》
《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众多中国古代辞书的编纂，先贤们在释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王力先生（ 1990） 曾总结说《说文解字 》有五种释义方式是合理的： （ 1） 天然定义，数
目、度量衡和亲属名称之类，可算是有天然定义的 （ 如： 百，十十也。 孙，子之子曰孙。） ；
（ 2） 属中求别（ 如： 农，耕人也。 观，谛视也。） ； （ 3） 由反知正 （ 如： 假，非真也。 拙，不巧
也。） ； （ 4） 描写（ 如： 犀，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 赧，面惭而赤也。） ； （ 5） 譬况
（ 如： 黄，地之色也。） 。这些早在汉代就已被辞书编纂者运用的词语释义方法 ，现代词典的
编纂也同样适用。但是，中国古代辞书在词语释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 （ 1） 文以载
道，
以哲理说明代替定义； （ 2） 随文释义，以词语在句中的具体含义代替定义 ； （ 3） 声训，以
从语音角度分析词语意义的来源代替定义 ； （ 4） 互训，词条间用同义词相互训释，使解释失
去作用。《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辞书处理的是古代词语的意义 ，近代的《中
华大字典》和《辞源》解释的也多是古语词。《大辞典 》是一部以收集解释现代汉语语词为
主的词典，为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参考之用。它自然要继承传统古代辞书解释词语意义的合
理方式，但它面对的问题、处理的材料，显然不同于以解释古代词语为主的古代辞书 。 它在
词语意义的解释方面有新的要求、新的做法。正如王云五在该词典序言中所说： “本书对于
词语的解释，详略适中，以与人正确观念为原则。 凡一语有两个意义以上的，也一一说明，
以免误会。至于单字，也按照词性分别，一一说明其意义，并随时举例，以显明其功用。”
《大辞典》作为一部适应现代需要、描写现代汉语语词的词典，在释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 一） 释义方式的改进
1． 用白话文解释词义
中国传统辞书的释义和例句多用文言，即使是 1914 年出版、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中
华大字典》，它的释义也多用浅近文言、半文半白的语句。如：
命门

人身当腰脊之际。［素问阴阳离合论］结于 ～ 。

反切

一音展转相呼谓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见［韵会］。

自反

求诸己也。［礼记学记］知不足然后能 ～ 也。

《大辞典》的释义则一般不用文言文，多用现代白话文，如：
命门

人体经穴名，在两肾中间。

反切

用两个字音相切，合成一音，例如“不可”二字切合为“叵”字等。

自反

审查自身的是非。

《大辞典》的例证也多采用白话文，如：
出息

② 希望，（ 例） 这个孩子真没有出息。

出入

② 相差，（ 例） 恐怕还有一点出入。

《大辞典》用现代白话文解释词义和举例，这一点看似平常，其实意义重大。“国语运

64

辞书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动”以前，汉语的书面文本主要用文言书写； “国语运动 ”之后，社会倡导“言文一致 ”，书面
文本改用白话，使白话文在书面文本中取得了合法、正统的地位，宣告了白话文时代的开
始。《大辞典》正是在“国语运动”的大背景下，顺应中国书面语大变革的潮流，使用了不同
于传统辞书的释义文风。《大辞典》之后的语文辞书，如《国语辞典》《新华字典 》等，都延续
了这种释义文风。

2． 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
［1］
释义方式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同义词对释和用扩展性词语释义 。同义词对释是我
国传统的释义方式，它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对于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俗称，同
义词对释是最简便的释义方式。 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语言内部绝少等义词，所谓同
义词一般都是近义词，因此用同义词对释，不可能十分准确，无法体现近义词之间在语义、
语法上的细微差别。另外，由于找不到更多的同义词，往往形成循环注释，造成互训、递训。
王力先生就曾批评古代辞书“一字释一字”及互训，提倡词典应“以多字释一字 ”。 这一点，
《大辞典》的编者也有同样的认识。该词典采用同义词对释方法释义的词条较传统辞书明
显减少。笔者曾对《大辞典》中 98 个动词 134 个义项的释义方式进行过调查，结果是 44%
的词条采用扩展性词语释义。（ 万艺玲 1998） 也就是说，该词典有近一半词条的释义采用
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这较之传统辞书“一字释一字”的释义方式是一种进步。
可能有人会认为，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是繁琐哲学。 其实不然。“对词义内容作
具体的说明，真实清楚地说明词所反映的事物现象的特征 ，清楚地说明词义的范围，是科学
性的要求，是语言、思维精确化的要求。”（ 符淮青 2004） 《大辞典 》对部分表动作行为的词
语的解释，不仅说明动作行为本身，还说明动作行为的关系对象、动作行为的施动者、动作
行为的各种限制、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条件、动作行为的目的结果等，如：
贿赂

为企图私利
目的

诉讼

因权利或其他事项，向官厅
原因
关系对象

殉

而违法
方式限制

② 为道义或事物而
目的

以财物
工具限制

赠与
动作

有权势的人。
关系对象

告状， 以求判断曲直。
动作
目的

舍身。
动作

对部分表名物的词语，《大辞典》不仅说明其所属的类别，还具体说明其具体特征，如：
刀

① 供斩割用的 利器。
功用特征
类别
② 古代的
钱币。
时间特征 类别

矛

长柄有刃的
形状特征

砚

磨墨的
功用特征

军器。
类别
器具。
类别

对部分表性状的词语，《大辞典》不仅详细说明词义所代表的性状特征，还具体说明该
性状特征的适用对象，如：
聒

声音
适用对象

嚣杂。
性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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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适用对象

涩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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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楚难受。
性状特征

文字
适用对象

难读。
性状特征

用扩展性词语对词义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和说明，不仅是辞书释义精确化的表现，同
时也有助于读者通过释文了解词语的用法 ，了解表动作行为词语经常搭配的施动者 、经常
搭配的关系对象，了解表性状词语的修饰对象，以及了解表名物词语用于的范围等 。 在《大
辞典》之后出版的描写现代语言的词典———《国语辞典》《新华字典 》等也多采用多个词语
具体说明词义的释义方式。如：
殉

② 谓以身从物。
———《国语辞典》1957 年版
① 为达到某种目的牺牲自己的性命。
———《新华字典》1953 年版

刀

① 供切割斩削之利器。
———《国语辞典》1957 年版
① 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
———《新华字典》1953 年版

涩

③ 谓文字难读。
———《国语辞典》1957 年版
③ 文字难读难懂。
———《新华字典》1953 年版

3． 改进用同义词解释词义的方法
《大辞典》作为一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辞书，我们不可能要求其对每个词都采用扩
展性词语释义。同义词对释简单明了的优点也较适合中型语文辞书。《大辞典 》在借鉴传
统辞书同义词释义方式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对释的缺陷 。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既用同义词对释，也用扩展性词语解释。如：
涉讼

诉讼 = 打官司。

逊色

减色 = 比不上。

季父

父亲的幼弟 = 叔父

考终

死于正命 = 寿终。

《大辞典》对这些词的释义，或者先给出同义词，然后在“ = ”后面再用扩展性词语解
释； 或者先用扩展性词语释义，然后在“= ”后面再给出相应的同义词。 这种释义方式可以
看作是重复释义，释文的两部分内容相等。这种方式虽不能显示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语义
的细微差别，但在形式上避免了互训，对于中型词典来说，有它简便实用的价值。
第二，用来解释的同义词在词典中采用扩展性词语解释 ，如：
远谋

远图。

远图

远大的计划。

校订

=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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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

取两书互相对比而订正。

松香

= 松脂。

松脂

松根分洩的液汁。

这种释义方式与前一种一样，也不能显示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但在形式上避免了
互训，较之以往简单的同义词对释也是一种进步 。

（ 二） 释义内容的发展
1． 释义语句显示被释词语的语法性质
辞书对词语的释义一般是以阐明词本身的词汇意义为主 ，如果能适当说明词语的语法
性质，不仅能更好地显示词的词汇意义，还可以显示词语的用法。 英语语文词典历来重视
通过释义语句提供相关语法信息，有给词条标注词性的传统。 但因为汉语本身的特点，对
汉语词典来说，给词条标注词性却是个困难重重的工作 。2005 年出版的第 5 版《现代汉语
词典》给所收词条全面标注词性，曾是中国辞书界的一件大事。 但其实 80 多年前出版的
［2］
《大辞典》早已为所收单字标注了词性。
《大辞典 》序言中说： “至于单字，也按照词性分

别———说明其意义，并随时举例，以显明其功用。”《大辞典 》在解释单字的不同意义时，分
别对各个意义的词性进行了标注 ，如：
刻 ［动］ 用刀在物体上作成凸凹的形状。
［名］ 十五分钟的时间，（ 例） 一刻钟。
［形］ 苛虐，（ 例） 刻薄。
布 ［名］ ① 织物，（ 例） 布帛。② 钱币，（ 例） 泉布。
［动］ ① 宣告，（ 例） 布告。② 分散，（ 例） 散布。

《大辞典》除了通过标注词性这种显性方式标明被释词的语法性质外 ，还通过释义语
句本身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显示被释词的语法性质 ，即名词用体词性词语解释，动词、形容词
用谓词性词语解释，使被解释词语的语法性质与解释词语法性质一致 。如：
国库
名词

国家收入支出的总机关 。
体词性词语

寒士
名词

贫寒的读书人。
体词性词语

探春
动词

到郊外游览春天的景物 。
谓词性词语

翻案
动词

① 推翻已定的罪案。
谓词性词语

康宁
形容词

身体安好 。
谓词性词语

强盛
形容词

国家强固兴盛。
谓词性词语

2． 说明词义之间的引申、比喻关系
古代辞书一般只是罗列义项，对义项之间的关系较少说明。 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
注》，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 》中用引申、转注、转义、别义等概念说明了词义的来源和发
展。《大辞典》继承发扬了清儒在这方面的传统，在部分词语的注释方面阐明了词义之间

《王云五大辞典》的词语释义及其历史贡献

67

的引申、比喻、转变关系。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在可能范围内指明某些词的现存词义之
间的各种派生关系，清楚地把词义的孳乳关系揭示出来 ，可以使人们加深对词义的理解。
《大辞典》一般在词的原义之后注明由此义派生的意义 ，并用 “喻”“转”“引 ”注明二者
之间的关系，如：
斗筲

小的器皿，（ 喻） 狭小的才识度量。

蓬户

用蓬草编成的户，（ 喻） 贫苦人家。

裙钗

妇人的饰物，（ 转） 妇人。

松楸

墓地所植树木，（ 转） 墓地。

及笄

古时女子到了十五岁，头发用簪穿插，（ 引） 十五岁。

鸿沟

楚汉分界的地方，（ 引） 分界。

如果某词字面意义比较简单，则不对字面意义进行解释，直接注明派生义，如
种瓜得瓜
鱼贯

（ 喻） 有了这样的原因，便有这样的结果。

（ 喻） 连成一串。

如果某词由某意义派生出多个意义，则在这个意义后面分别列出不同的派生义，构成
一个派生义项组，如：
鹰犬

鹰和犬是助人打猎的东西，（ 喻） ① 可供使役的人材。② 助人作恶的人。

一张一弛

把弓弦张紧，又把他放松，（ 喻） ① 有时劳动，有时休息。② 有时严，有时宽。

如果某词是个多义词，则将有派生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意义 （ 原义与派生义 ） 作为一个
义项处理，与其他义项并列，如：
斗山

① 北斗泰山，（ 喻） 钦仰的人。② ［地］山名，一在安徽省，一在甘肃省。

白衣

① 古时未做官者所着的衣服，（ 转） 贫民。② 古时童仆所着的衣服。

这样处理，读者可以明确了解派生义究竟从何义派生而来，不至于与其他无派生关系
的意义发生混淆； 而且，将原义与派生义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义项组处理，与其他无派生义
的意义并列，显示了词义的层次性，也显示了词义发展的不平衡性。 后来的词典，如《新华
字典》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如：
鼓

① 乐器，外蒙皮，中空，有军鼓、腰鼓、波浪鼓等多种。
② 敲鼓。 引 1． 击，拍。2． 发动，使振作起来。
③ 突出。
———《新华字典》1953 年版

但《现代汉语词典》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将派生义作为单独的义项处理，与其他意义
并列。如：
鼓

① 打击乐器，多为圆筒形或扁圆形，中间空，一面或两面蒙着皮革。
② 形状、声音、作用像鼓的东西。
③ 使某些乐器或东西发出声音。
④ 用风箱等扇（ 风） 。
⑤ 发动； 振奋。
⑥ 凸起； 胀大。
⑦ 形容凸起的程度高。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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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肯定《大辞典》对派生义与原义的关系的说明，《大辞典 》的处理方式有其理
据，应是它的特点和优点。

（ 三） 义项处理方面的改进
古代辞书注释词义，多取自已有的字书、韵书和注疏、训诂著作，不加概括，因而列出的
义项往往过多。如近代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列“信”的义项：
信

（ 一） 诚也。（ 二） 知也。（ 三） 明也。（ 四） 从也。（ 五） 敬也。（ 六） 保也。（ 七） 礼之本

也。（ 八） 德之固也。（ 九） 言之瑞也。（ 十） 文之孚也。（ 十一） 义之重也。（ 十二） 人之干也。
（ 十三） 不欺也。（ 十四） 守所见而无疑也。（ 十五） 犹审也。（ 十六） 效验也。（ 十七） 符契也。
（ 十八） 犹任也。（ 十九） 再宿也。（ 二十） 通讯，使者也。（ 二一） 姓也。（ 二二） 州名。

从义项应具有概括性这一点来说，上列诸多义项大有归并的余地。《大辞典 》在义项
处理方面则体现出了现代词典的意识。《大辞典》序言中说： “希望创作一种更适于现代需
要的词典。”该词典主要列出词语在现代语言中的常用意义 ，少收甚至不收在现代语言中不
常用的古义、生僻义，充分体现出现代语言词典的特点； 同时《大辞典 》又对现代常用义项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不再是简单的罗列。如：
［形］ 诚实，（ 例） 信实。

信

［动］ 以为可信，（ 例） 信任，信赖。
［名］ ①使者，（ 例） 信使往来。②书牍，（ 例） 书信。③消息，（ 例） 信息。

《中华大字典》“信 ”所收义项多为古义。 相对来说，《大辞典》“信 ”条的义项十分精
简，但作为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其所收“信”的义项已经足够。 在舍去古义和生僻义的基础
上，《大辞典》进而对各义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
总之，《大辞典》在继承古代辞书释义优点的基础上，在释义语言、释义方式、释义内容
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充分体现出现代辞书的特征。 后来出现的语文辞书，如《国语辞典 》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也沿袭了这些释义方法。从汉语词典的发展历史看，《大辞
典》可以说是旧式传统辞书到新型现代辞书的津梁 。

三、《大辞典》在释义方面的不足
《大辞典》作为一部早期的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在“国语运动”背景下出版的《大辞典》，释义语言多使用现代白话文，但其中也留有文
言的痕迹，如：
饮鸩止渴
昌

（ 喻） 苟安于一时，贻患于无穷。

① 兴盛，（ 例） 五世其昌。② 姣好，（ 例） 子之昌兮。

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语言统一为现代白话文，是对此的
完善。
《大辞典》试图通过释义语句体现被释词语的语法性质 ，但由于当时学界对字和词、词
和非词、词义和语素义认识水平的限制，《大辞典 》虽然区分了词性，却把字当做词来对待，
将词义和语素义同等对待。如前文所引“刻 ”的释义中，“刻薄 ”的“刻 ”解释为“苛虐 ”，归
入形容词义，“泉布”中的“布”解释为“钱币 ”，归入名词义，“布告 ”中“布 ”解释为“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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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归入动词义，但其实它们都是语素义，不是词义。 语素义都标上了词性，这是不妥的。 后
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只对可以单用的词义标注词性，语素义不标注词性，是对此的改
进。除此之外，《大辞典》有些词条释义词语的语法性质与被释词的语法性质也不一致，这
是一种失误。 如名词“高帽”，《大辞典 》的解释是“欢喜受人恭维。（ 例 ） 这人喜欢戴高
帽”，将名词解释为动词了。
《大辞典》在说明义项之间的关系时，一般在词的原义之后注明由此义派生的意义，但
该词典对派生义的处理有不统一的地方 ，如“手足
生义都单独列为义项； “手腕

① 手和脚。 ② （ 喻 ） 兄弟 ”，原义和派

手臂（ 转） 手段”，原义和派生义则处理为一个义项 。

尽管《大辞典》在释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释义语言、释义方式、释义内
容等方面的探索是有益的，不可否认其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史上的历史贡献 。

四、《大辞典》给我们的启发
语言的发展孕育了词典。从世界辞书发展历史来看，在语言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必
然会有相应的划时代的词典出现。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英语进入现代英语阶段，在英
英语取代法语成为全国统一的口语语言 ，因为传统英语中还充斥着大量拉丁语 、法语词
国，
汇，
社会有净化英语、规范英语的要求，于是英语词典史上里程碑式的词典 ———塞缪尔 · 约
翰逊的《英语词典》（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于 1755 年出版了，该词典对词语
的释义试图满足社会对规范词语词义的要求 。18 世纪，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北美殖民时代
的结束，脱胎于英式英语的美式英语在美国逐渐成熟 ，在语言分化的背景下，美国辞书史上
重要的一部辞书———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 词 典 》（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于 1828 年出版，它的收词和词义解释体现出美式英语的特点。《大辞典 》的出
现，也有着它特定的社会背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语言生活发生着从文言文向
白话文转变的大变革，《大辞典 》顺应语言的变化，在收词、释义方面充分体现出描写现代
语言词语的特征，成为当时一部重要的现代汉语辞书 。当今社会的语言生活也在发生着前
所未有的变化，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产生了巨大冲击 ，网络语言悄然改变
着传统社会的话语形式，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网络语言显示出来的力量与百年前的白话文运
动如出一辙。在当前语言生活的背景下，词典收条如何适应语言生活的发展，这值得我们
思考。
语文辞书的编纂与相关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会
对词典的编纂产生深远的影响。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并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强
调词汇的历史演变即词源的研究，于是英语词典史上体现历史比较语言学精髓的詹姆士 ·
默里的《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问世了，该词典强调对词语意义的历史
描写和记录。20 世纪，描写语言学兴起，该学说强调对具体语言进行客观的描写，随之，由
戈夫主编的如实反映语言实际、真实体现当代语言全貌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 》
（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于 1961 年出版。19 世纪中晚期，中国学者开始
1898 年运用西方语法学理论分析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
运用西方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言 ，
文通》出版，中国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1930 年出版的《大辞典》正是借鉴了现代语法学研

70

辞书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究的成果，开始对辞书中的词条进行词性标注，成为第一部标注词性的规模较大的现代语
言词典。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众多，如何将这些成果及时地在词典编纂中体现出来，也是
值得我们辞书编纂者思考的问题 。
《大辞典》因为适应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及时吸收了语言研究新成果，成为辞书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部词典。我们相信在新的语言生活背景下，随着新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断出
现，一定会有更多开创性的语文辞书涌现出来 。
附

注
［1］ 我们认为释义方式可分为用同义词释义和用扩展性词语释义两大类，后者可再细分为归类限

1992
定、说明描写（ 非归类限定的） 、否定对立三大类型。参考符淮青《词的释义方式剖析》，《辞书研究》，
（ 1、
2） 。
［2］ 同时期的《国语辞典》也为部分词语标注了词性，但对实词大都没有说明词性。
［3］ 关于《大辞典》词性标注存在的问题，可参考周荐《〈王云五大辞典〉的词性标注问题》，《语文研
2012（ 3） 。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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