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兒」的

兩個矛盾

林倫倫

說普通話真表示兒化的「兒」是個

後綴，大家都會同意。說這個「兒J I不

是一個單獨的音節，而是一個音節末尾

上附加的捲舌動作J (胡裕樹，

1981 ) ，這也是大家所公認為的。然

而，大家叉都認為. I一個詞素必讀有一

定的語音形式，這個語音形式在漢語襄

大多是一個普節，少數是兩個以上音

節 J (張靜， 1980 )。後緒是詞素的

一種， I見」旺是後紹，但又不是音節，

這豈不就有了矛盾?

解決這個矛盾的癥結是搞清表示見

化的「見」的性質。假如肯定它是一個

特殊音素(或日音位) ，而不是音節，

又能代表後蟬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說

漢語的詞素都要由音節來表示，而要說

明，有些特殊的後輝是司以由一個音素

來表示的。

由上面的矛盾文引出了第二個矛

盾。一般認為由詞根詞素加後輝構成的

詞是合成詞，如「桌子」、「椅子」

「鳥見」、「魚見」等。而由兩個或兩

個以上詞素(詞素是以音節來表示的)

構成的合成詞「必定是種音節的J (張

靜， 1980 )。因而「桌子」、「椅子」、

「鳥見」、「魚兒」等又被看作複音詞。

「見」旺非一個音節，只是附看在前面

音節的一個特殊音素，那麼，把「鳥

見」、「魚見」等兒化詞看作複音詞，

顯然也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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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種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漢字的

非表音性和漢字的一字一音節特點，假

如!范化詞不是寫成「口+兒」而是寫作

I niàoT 、 y白TJ '把它們看作複音詞的

人就不多了。

談「搞」與「攪」

朱承樸

「搞」是目前很流行的一個字，無

論談話、寫信都會經常用到。但去查舊

一點的詞書，例如〈辭源〉、〈辭海〉

(D'那是找不到這個字。在更早的字

典，譬如〈康熙字典〉裹， I搞」字是

存在的，但它卻是作為「敲」的異體字

出現，無論讀音、意義和現在都不同。

其實，在三十年代的劇本真我們還可以

找出這麼一個旬子: I忽有人搞門甚急

並吽，開門，開門! J @ I搞鬥」就是

「敲門J '可見「搞」在五十多年前還

和「敲」通用@。可是，到了三十年代

末抗日時期，中共游擊區內「摘」的用

法就改了，它很快地演變屁北方口語中

意義為「做、弄、幹、辦J '發音為「稿」

gào 的那個「搞」字，而且大受歡迎，

廣為流傳，大概在四九年之後就風靡全

國了。這是「假借」一個行將淘汰的異

體字，來書寫一個常用的口語詞，這現

象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搞」的意義大體上和門故、弄、

幹、辦」等動詞相近，但從用法上加以

分辨，則「搞」的特點在於有策劃、設

計、用心思、動腦筋等含義。

例如:

搞創作 搞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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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生產

搞好人際關係

搞錯至三殉

?寓言十要對

，用「禧j 都是很接貼、 j齒

。相對來說， ，-幹」

於「蚓擎的 、 「實力」

例如:

幹勁十足

大幹特輯

，不幹也三十六

等等。 中把「搞革命」改為

了。同樣'

, ，-幹行政J 和「搞行政J

。至於「創作j

這額語說不能與

nH 
4萍
，

路係j 、

搭商己了。

從「襯鸝做事」 、「用心思去做J

|申開去， ，-摘」

可以應用棍許多其他詞語中，代替辦、

器、發展、雄主主等許多動詣。

例如:

〈辦)個詩11練班

(譯)清要

搞(位)關係

搞對象(談戀愛)

小貓被捕(玩弄)死了

f霞(機關〉運動

) lJ J頭

〈擴)大

〉終身制搞〈

搞(做)

和 (在粵語中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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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芳、義容

的字書、

「攪」字。在轉統

「攪J 只有兩個意難:

( Ef3 ) :早期餅子冕於〈詩經﹒

小雅﹒何人數} : ，-搗

，初擾我，恥。 j

其梭攬生的雙音訊如打

、攪閱、攪↑函、欖攪

，顯然都是承聽

「欖J 這個基本義而來

。

(之，) 的引申麓，

平的用法似見於

代張彥癌的〈歷代名

﹒論裝背標軸〉

「凡煮、糊，必去筋，

得所，攪之不

，自然旗熟。」到

輯就常用了， i宛

如: (水滸傳) ，-智瑕

那一回就有「棍

瓢去兜時，藥已攪在

潮嘉獎。 J 蘇東坡的〈盡

位有「攬水霓

已蔬j 之句。現

代這話:語攪拌、攪拌

機、攪動、攪麗、攪

和導，其中的「攬J

自然都是由此攪拌

f足以上列出的懲魏簣， ，-攬」和

「鵲」顯然是頭餾不闊的字。

要是那鑄姦接今日還惱{思主宇叉混淆得

那鹽和j害，以致…丸主王八年出肢的〈大

辭典)@在「搞」的攤議中有 4樣說它

「間攪j ，恤就是二三只許相通呢?主要的

原因在於「搞」本來就是近蒜、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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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北方出現的俗鼠，討饒來「假借J

了也就是依照了「敲」 「搞J ' 

而改變了 話音

柄。，事琴音 gau2 ) 、薯。其

它同樣吋以「假錯J

相近的「攬J 竿之上。一九三六年出版

的〈語語辭典)@在「攬」字條下說:

r <<忌~ gao '作，為，或作捕。如轄

攬吟胡欄。」聽說髒奶誰明了當峙的犧

是有借用「攬j 字來表示 r1殺事」的那

個 rf高」的總向。 例如:一九四七年I:f:l

紋的〈續結婚十年〉載有:

文人總是莫攪敝梅的好呀。是P

另一個原因是有控制絡中兩個字都

再以用，部主主都使意義有些EZ裝點也是很

細做的。 17U立自「攪亂闊前」也可以作「搞

錯L為路J 0 前者攪、?絞肉麓，

士也使局盟觀亂;後者則是「捕J得不好，

故而局間混混了。又譬如「擒頭J .那

是指槽頭活動者，自然用「搞J '但這

活動稱是屬於破壞、搗為u生質的，朔:來

似乎購「攪頡J 也是合理的了。

f足以上的討論，可見梅、纜相混雖

自然，{!3_實際上二者的意輯彈是可以

指當清樂地區分懦來的。為了使用字更

精確，我們認爵i三i後大家還是蜜語留黨

混兩餾竿的不問用法，路兜灑淆。以 F

「做好J '所以不用

護欄

搞來織去 反覆去做

白 兒〈辭顛哥(合訂本)) (一九三丸，商

務)手段〈辭海> (一九的仁，中華)

晃惡報制〈你是哪個訝:緣﹒

九三三凹年七月二行主農劇社印行。亮了表

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位 ν

夕一獲利瀉的輯)

異體字中「寸」和「交J 7送兩個偏旁給

錢的情況是很多的。例如捕、播、譯、

、梅、抉、撩奇事前拭分另IJ寫作蚓、融

、蝦、蝦、報等字樣。所

以「揹J 和「敲j 棉j過是有先fJîJ句

詩的。大獄是從「寸J 的字後來通

，而從「否定J 的字被i逐漸淘汰。

但織和敵是{閥的外， r敲」

問「憫J ::f王常用。

部見「大辭典) • ，民國七

一卡侶年八月初版。

@ 〈關語辭典) ，商務 '畏

三十六年重竄。

如見〈續結婚十年) ，勵力按~版社，

氏三十六年版買119 0

「中止J和「終止」

陳雄根

攪攪欒 攜霞、做壞，所以不用 「中注J 和「終l1::J=::詞，都有

「搞J 1上J ÉtJ意思，然誦，遠靚個近義詩有何

摘枝頭 做壞了。但偷去是蓄意的， 握別，一般人都不甚了了。發:弄清二詞

自能可謂攪注明 之則，首先要掌掘「中」、可恥本藹，

有 有波有辦錯 然後再讀「中I上」、「終正」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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