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京遠、王寧先生辭書學理論述略*

玉講演李亞明材

陸宗連先 (19的“ 1988) 和三五遇吾先生(1 936-) 是中體傳鏡語言文字鍾的重要離承人，處

是傳統諾言文莘學向現代諸吉學轉型時期繼往聞來的掃盲學家祖辭書帶來。我們試種以

下幾flm方衛對陣主辭書學理論特別是黨語詞典編審理攤作一綜墟。

一、倡導辭書的教育作用

在入黨文化麗史長河中，毒字會組到了渡律和舟構的作用。接宗達先生拉和王攀先生深

刻認議封辭書及離接攝事對於積累和傳播文化與科技知議的重要性: I賽事寄去委員于存詞語或

以前存詞語的形式來財存知議的一種特殊書籍。只1) I辭脅是封存宇、詞、膏、義的倉

庫。 J (2) I離審編賽是聽樣對整個民族學智和生產的大事，也是關傑到保存和發展文化

科學技術成果的大學。 J (3) [P566J I辭書的繃賽是聽擦到文化輯累與知識傳播的大學。 j

(4) [P278J I任何時代都要緝毒害磊自己的時代所論要的吉普育工具番。有了工具書，才有利

於文黨古籍和科學文化的普及。J(5) 扭190J 為此，陸王三桂先生積極宣導辭響的教宵作

用，並根畫畫引導功能，將其表現總結為之個芳豆豆:

A是語育教育的作用。早在 20世紀上半葉，被譽主毒 f我翻現代字典編審理論的敢蒙

的賢慧色悔自 ({fiU 先生就預見: I蓋文字者 3 學衛文辭去所依，立于今學術閻明 5 文轉革

瓏，誡龍文字之業廢館不穆 3 想訛謬;鐘繁，鶴{藝者臣。然其目字書主編輯，設有不可繼之

勢矣。 J (5J [P14J {-皂白生預見是基按辭書的論育教育的作用，即「引導讀者在表建思想轉使

用現範的、為全社會普鱷接受的、敵手持自最轉意的祠搬去說話‘作文。 J二是知議教育的

作用，那辭書「幫晶請者選擇知議、議議信息J 0 三是思想品鶴教育館作用。 (7J

* 本文撰寫承錄:E寧先生機允，引用英著述，邊致謝忱!
科三五鴻績，北京紡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博士七後，李孫曉夢中關廣播電復出版社編輯部主杖、主任

編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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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辭書的教育作用還表現為辭書在工具i生典人文性競…的教學中的作思。

先生指出: i好的辭書不只是把語言材料任意排列，堆砌雄寒 9 站是科用自己的體倒多給

出言是詣的意義特徵穹暗含說語的意義鶴僚和意義系統。好的辭書脊很多使鼎的功能，是

一般人難以覺察的。在語文擺改向工具，性與人文姓說…的方向燒展的攝程中學教學不提

倡脫離譜育的空泛『感情~ ，認對母語教學來說?不論是閱讀還是寫作，應當以詞彙教學

為中心。辭書f-t語文教學使用的主要功能在調彙教學多昕以，深入發摺辭書在這方面的

功能，對教學品質的提高有非常叢要能作用。擻發學生搜捕辭書的興瓏，培養學生探討

語吉現象的數銳性，是語文教學苦思改中的一頭很好的接驗。 J 利用辭書展問語文教學課

改多這是由辭書的教育作用所決定的。

二、汲取傳統語舊文字學鞘當代相關學科的營養，攏揀出新

傳統 3 一般是指悔歷史沿俾I耐心來的思恕、道德、風俗、藝諧、制度等因素的生態和。

它的內容既起括人們對各體事物的信仰、觀投入和事件的形象，也.ig括人幫社會的預制

和幫度，甚至在包括物質實體。它們都是人類代代相傳的思想和詩為的產物。傳競具有

廷績，控、集體性、優勢合法性、潛意識性、群屬諮詢a性、黨用方便性和可塑性等華本特

性。王寧先生概括: 1甚~是傳競?傳統是具有歷史和傳承姓、民旗，性和國慶性的不滅的

精神，傳說菇、定是本土的東問。J(8J

中劉辭書學特別是是單語詞典攝要審理論，觀對的是浩瀚的傅說語言文字學海洋。中

盟傳說語言文字舉是中簡辭書學特別是是單語鵑典編藥理捨取之不盡、舟之不咯的營養

源泉。

以說站主要為側。臨京建先生指串: 1.對工具聾的攝黨和修訂，離時草iI詰學 9 是無法讓

行的。......工具書的體俏，總要參照萬人部!話專書和法釋書。......今天編慕字典辭書詩

釋繭的方法 f 仍未輯出吾吾人的範寓。 J (5J [P190-191J I用今天的語吉來概搭地說明詞義，

還是、裝吸取諂入研站的蠶蟻。 J (5)[P196] 例如 9 草草iI、接鹿和義界 f詰三種語"詩方式墊

在擺著寄語言工具書時的然是離不了的。實際仁 3 目前街有能字典、辭典在解釋字、詞時

自然必須用互訪i或義界的方法 3 裁者:三者兼朗之。用今天的語盲來概括地說明詞義 T 還

f皂、讀吸取前人幫"詰的經驗。 J (5) [叭的醋的 lJ 皮之多 f不通訊l話，對…些詞語的解釋，不

叮能罐惕，常會望文生義話時罷工其鑿的科學體和使用f賀龍。 J [P198J 寧先生t包指

出﹒咕代的話"詰黨集蘊常是現代辭書瑕材的來源;而亞今它們給現代辭書聽供的經驗方

法是非常實黨的，研究辭書學的人;不可不對制詰書籌集給予韓殊的關注刊 (4) [P65J 

辭書摯，在汲取傳繞語吉文宇學營養的同時?也應汲取當代相關學科的營養， t在揀出

藉。橫譽為?過代詞典學的敢蒙者與真華人J的章太炎先生「閱始突般以鐘篇為特{牛?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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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傳統宇臀部l詰框架的束縛，而失之以第體為對嫂，以錯音為先導賢以調義為

中，心的嶄新的詞典語11釋續嶺，從阿拉揚漢語詞典編學菩提囑科學化、現代化。 j 的J[P436值

437J 堪為典轍。罷王三位光投指出: r編好辭書本身是…門專門的辛辛學?同時，

蹈於祠彙學‘語義學、文字學、社會學以及各報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J(3J 扭566-567J

「辭書攜摹特別是甜文詞典的鋪鑫搞藝語言學頭論的指導。一1 (4) 所279J r想要攝一部好的

毒草書多品續在科學的護咨文字學指導下進行。 J (4) [P6SJ 哼iI詰學、

的相互晚收和特互溝通，既是草種理論對應用的指導 3 又是應用科學對華體理論的檢

驗;這是本t的話應當努力追尋擎的目標。 j無論是古為今用彈是洋為中用?都不廢盲目全盤

照擻，中國辭會曦的立足點仍憋在中區。

多障;王三位先生鶴於辭書學汲取機智語言文字學;fIl當代相關學科瞥養的理

念是正確間有效的。例如，爵王華fp書館 2003 年報婦女詩iI臨勵之設總繡著客詰》多聽了規模

擴大和編鳴例重新設計的慰問之外， r更讓耍的是，緝毒11聽著靜的編倒要是在現代譜咨

文字學觀念的扭轉 F割立的。 1日進彙學方面， 1去收錄了大量的提音吉毒草包括光靠典語的

複音詞，打破了上古漢語轍少複音祠的成說。在文字學方面 3 立黨格把握異體字?關注

了簡繁字對黨中的諸多權專長摺題，清王喂了字窮學中過{院、分ft等相關概怠。在議Ii話語義

方醋 3 辨析了形首11 、音訊、 3 倍;畫了般情與同纜，注意了本義、岳母義和假借議。

在發韻學方面 3 它重視{廣掛〉皮切與現代音的配合標注 3 處那又音詞題時，不{I...r_種語音

發展的角度多企析了又育發展的鸝勢， f兩且注盡了以音別義的語喜事實。 J (11) 可謂 f有

造詣的詞典緝賽者的真正藝術J 0 

豆、黨扣辭書特點，注重髒臀錯案的概括姓和系統他

運辛苦導作為一種特碌的攝書，具有自身多種多樣的特點;萬字帶編審也語學地需要要符合

各項要求。;來處略迋鐘玉二位先生聽於辭書的概括性和系統性的思想。

1.擁拾陸

攪話，詮是對辭書的要求之一。專科醫典和百科全書揖概括性拍濃縮、攤，療條目的基

本始議?問語文詞典的概括性既是由詞義的概括性決定的。陸王三位先生指出: r詞義具

有概括性與其體性統一、共設性與民旅性統一的特點。 J (12) [PI04J r一個吉普揖概括意

多是全民族共間的攝象思維的結果，它機括了同一民攘的人對間…事物的共同

議. . . ~ . .攬括詞義與具體詞義是緊醫結合在一甜的，是繞一班問一言是形之中的。 J (12) 

悍的5J 闖此，單語詞典編靠在吸位讀11站成果時，必須明確區台詞義語Ii釋和文意離i釋:這兩

種不同的書11釋，並注重飼養蓮il釋。

薰季閱(侃)先生曾說: r譯是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選 p 誦輕學家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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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船只能取字義之一部分。..‘...小學之首11站貴竄 2 而盔靡之前!話貴毒草。 J (6) [P192] 披

照主事先生的詮釋雪詞義制釋(也稱語義注釋H指的是表免在或顯示文咨文誨的概括義和句

子的句圈義的注釋。問此，它往往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巖格對應。 J (4) [P249J 單詩

詞典新黨吸收自全部!站成槃 3 當是詩輯部i釋。相反，與詞義融體相對的文議論i釋則不過蓋全

體語詣典吸收。誼是偶為， í語吉環讀對詞語的使用意義是有限定作用的。J(4)[P18] I關

文釋義是對每在於語言環墟中的言語意義加以解釋的工作。古語是語義存在的實際戰

體多話墟中的詞義特點是:單一姓、具體性、經驗哇。遺囑謝!釋有需種彤式是不總擻妻自

詞典中去的:第一種是顯現吉語具體性和經驗性的文章控釋。......依韻語境的文意識釋

是種4性化的， m就常常是睛一的，不能將它們普蟬使用，自然也殺不攝合車接聽到辭書

襄去。文章說釋轉11::為詞義(語義)詮釋的關麗是要把依附於具體環境的經驗性內容一…

也就;是在概括詞義之外的個性化內容抽象出去。 J (10) 辭書如果誤將文章諒11釋當成詞義

詞11蟬，就會影響自身的準確性?甚至影響某一部f審議寄」是否成其為轟轟的本質特散。

爾先生指出: I古代的很多訪時結專當如￡輯把h 在集中向讀11詞時住毛主將文意幫iI釋混入 3 便

出現很多鬧Ilffij非同義的現象;又如說元的總籍賽帥，是將古代文數已有的成語11全部

攝入，起義詞iI釋與文黨制釋不加好辨。辦以，嚴格說來多台們都本是科學意義上的詞

典多只是一種誕釋材料的類編或音編。 J (4) [p例] I將以溝通為目的的文章韻i釋說作詞義

制釋來分析詞義，在現論上也極易發生錯誤。J(4J[姆今的]境是關為， I詞是詢彙的個

體?它通常以兩種狀態存在:…是身存狀態，一是使用狀態。財存狀態的訶是作為全民

語宮的建藥材料前存在的手…散，情說下穿這種狀態的詞是?是大覺使用跌朧的詞中歸戲出

來的?因而它的有形存在是人研攝黨的詞典。 ......~T存狀態的誨，意義大都是多項的?

每項意義又是盤磁概括的多盟問必然含有廣義，義f藍t但是籠統的。 j 仙切的-90J 所以 b

f在繃著書辭書選購古代文獻己有的詩11輯:材料時亨分持IJ前乎乎與溝通境階{眉目的，弄清詞義諒自

釋(概括義詞11釋)和文意器11釋(其體輯部1轉)這兩種性質，是非常重要的。嚴絡地說，只有

IA (~多項的多概括爾干子黨義的詞韓〔概括義)語11釋一一今按)與 IIA (確定義琪〔唯一義項〕

的調義〔攬子互動言11釋一…今設)這兩種草11釋可lV.直接選入辭書， IIB (明確指向〔指向早春一)

的文意〔具體義〕部j釋…一令按)與IIC (陳禮義倩〔非多輯、難廣義)的文意〔具體義)寄11釋

一一今按)是這~\~頁經過再度概括才能寫作義項的。J(4J[們生] í隨文釋義中多還有一聽詞11

釋方式是不連用於單語辭誨的，那嘉定是單珊的形式。…...字典辭書能實fI擎的喜語中概括

出語吉意義時，就把詞義提使用狀態轉攤為儲存狀態。權時的論是作主主全民語富的建築

扮料陷存在的，在它的意義中，謀存了使用該語富的人們對這個調研撩織的事物全部的

共時認識和感情色路，包括了全民蜈統一的對於患越個詩命名的事韌的各種經驗，

的詩撓，發生了三方甜的響往:首先，它沒有了錯盲環境的限巔，解除了句義帶來的規

完，性，間認只能是多義的。續就存在一備為苦創分義項的問題。第二，它失去了話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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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為之提供的其體內蝠，不得有說話者個人希望展示的具體皇宮，接聽租車象的體驗 p 雷諾

銘、然丟失了那些經驗性的內誦，具有了概括性。第三，關著綠驗性的價盤{I::肉?晶晶;為

，它失去了具體的所楠，產生了祠的廣義性。這峙的諦義制釋標憊的方式是義界刊

訂的出此可見多辭書的釋義具有概括性?與具體育吉普瑕境巾的詞義並不完全相同。

濟龍頭上，亭，太安先牛，的揖典理論 f看重義項概括，主張從實(事物實體卜德(事物

特盤)、業(事務;功能)餐館方頭詮釋語詩義與名輯義 p 並護故能理論上提出「界說J (黃親

屬作「義界J) 科學概念多又特丹Ij注意對詣的義莽的妻j持與否嘉定 J (9) [p吾吾 i ﹒吾吾2] 黃季鷗

(侃)先生則正式提出 的概念: í講此字別;按他字之寬致擴散也 o J (6) [PI87] 

2004 年 3 月 6 日講授《訓話畢〉課時注: í義界自主講義確總書R住語義特散。

十主音11詞』方式能找出與所有定義相區別的唯一的獨有的特徵 o J 2005 年 4月叩日

講授《詞彙語義學》課時號: í只有使用義值差，才能以語音解釋語言，求其闊別具興。同

與異的有序化-說草成系錢。Jí義值差是獨一無二的特徵。短過一仕為二二的磁層分析，

最後的諸位置就是義龍葬。義龍華與主夢iI弱的義場的彈特性的原期，決定了其睹一性。 j

厲禁義債主所表現的詞義特種(鑫) ，罷王三桂先生強告: í捏捏語義的特點多

時以簡駐繁、揖綱擊報的立于法。 J (3) [P458] í提意義關譯者多請與藹可有爾大鱉鶴樣 E

第一類是相承關係，也就是兩個詞在同一引申系列中的不同位置上。守. . . ~ 

關係 3 也就是兩個詞不柱同…引申系列中，的它們卻有數最不同的相同或相恆的義頃。 j

(12)[PI2訓部]筱者有三釀具體情混:一越多義制的某義項相同，即在兩個繭的引申系

罵中，只有 f點j 的重合 3 二二是多義詞的某聽個相鄰的義項報同，即在兩個祠的引申系列

中，不僅有1點j 的讓合多還有?設j的重合;三三是多義諧的各個義項一一相應成引申系列

的趨向一致?那不標是「點J輿 f段j 的錯舍，指益，是?每虹的一致。 (12) [P125編:詩;陸主運辛

書學理論關分調繞著11釋與文章注釋可聲於主義語詞典攝鑫真有重要指導意義。

2. 系統性

EÈ相互聯繫、相互作用 (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

體。系統姓也是對辭書的要求之一。厚道義的系競姓是措辭書內容相對完整，結構嚴密，

各組處發~分顯館讓當，協調、平衡;接義的系統，陸貝司特提釋義體現詞義的系統性。

: í語語的系統，姓是想讓系麓，陸的反誤，體理系說，性的黨要課誌是黨朗

和層次。有了分頓和層攻，不但可以檢聲調詣的搜集是否全聶多衛且可以確定每一種語

語有:系統中的做置及其與其他詞語的關係，從而確定如何對它的內通知以表達。 Jω

[p誦的離審「以單個的詞語解釋為華礎工作?達到從總體上議集、?要理、存<<T 、展示人

類某一範盟內知識全貌的目的。J(l) 聞此， í就辭書的總體辛辛，釋詣的方法是有系統的，

這是臨海辭彙典詩義在客觀上是成系銳的、具有內在聯繁的。J(7) 由此看來，單語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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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義的系統能是告說義的系統性決定的，具體表現海詞義的整體隸、頭聯性、層次'1生、

有序性和立體性等。

詞義的系繞姓還表現為搞義的指互作用和影響。陸宗主主先生指出: r詞義不僅相互聯

繁-諾亞相3主作冊書誨義的相互聯繫與精竄作用是嚮不可分的。分析講義的相互作用常

要懋錯，詞義輯互聯繫的線萃，與緣件實問路議請義的相互作用又有勛於加深理解語義相互

聯繁的方式及詞義的發展與掘流關碟。 J (3J [p峭的聽聽評價，陸泉達先生?運用現代科

學的觀點與主法，對作為商義建動基本形式的調義引申問題，作了系統的理論鞠述。

不罷遲至→步發明了章鼓諾育部1音在學說，問時也給詞典攝鑫剖析詞義玉是象提{共了科學揖方

法。 J (9J [P534J 陸宗建先生的詞義引申理論?有力岫敢示說憫，要賀新觀念:要探索與輝

用漢語調轉引鼎的一盤規律 3 把語調祠典編馨的董必街縱、宜、縷的單行髓，逐步轉移

到縱橫交錯、直旁配合、線頭統一白雪立體攝裝上來。 J (9) [P曰 lJ 造種「立體邁進J '實即

系鏡性。

不唯轉載如此，辭審從主體說言?霎時框架設計(分類編排、詞自

飾、凡做i 、語i斟聲現到關諱多都應體現系統控 α

四、法蠶辭書繃鑫各體環節，提高難審質量

告從編貝6 、

辭書鹽1恩論據於辭書編黨實踐，商又時到實朧中去搶導實踐?貨單第三坎飛躍。

如玉寧先生主持擋出的那樣: r難喜醫學需要要有自己的、以編饗投續為中心的、獨立的學科系

麓，1:鞠一切應用科學一樣，不能只以原理的科學1[::: J，毒攜足，更要把車等蟻原理轉化磊操

作技備實以追求最完美的社會效應付 (4) 扭267J 克英需要各個環節品質的保聲。

l.主體設計

辭書緝毒藝主體投計是辭鑫攝藝工作的指導思想 n 位括雷特定辭書的性質、讀者物

件、規模、編排方式等內容的總體設計。在中國環代辭書史上，黃季閱(侃)先生轉發選

形、報膏、校字、部當檢字四個關考據三字典的編制細期，說屬於主體設計。(的 [P450泌

的 lJ 王寧先生指出: r評價一部辭書的好壞，不能只看詰收詢量有多少，

它的主體設計，即釋摺何轎肺、理擇定、歸訥甜甜並將其系統f仁，並要看誼種主體按計

用何種方法實境以及實現的技衛克拉機。J(4) 但268J 問此， r好辭鑒賞在三位體設計的科學

性。 j 品 [P269] r自覺的理論認識賞?散到辭書的主體設許裹，必然使辭書的轉總覺加成

熟，問時也…定會提商它的實舟，性。J(4J[P269] r…部具有科學理論指導下的主體設計

的辭書多增補將使它豐富完著;謂一部缺乏自覺整理意識、主體設許起謊接班混亂的辭

，增補也許會使更為聽聽。 J (4)[P273] r辭書繃著賽中更高一級的創攏，控勞動，是確

立三全體設計和體漫主體設計。. . ~ . ~幫朋調條與釋義 3 應是辭會主體設齡的一檔徽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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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J (13) 自此前兇，辭書攝黨主體設計是賽事會嚼著售總體設計的出發點、萃本依據和歸

，對保障辭書品質起至1自決定性的作用。辭書的編郎、鑫偶、凡偶及時盡量，都要體現辭

書騙黨主體設計的理念。

2. 框架設針

框架設計是辭臀編薯的事基瓏，哥哥包括分類和選制隅種方齒。

分頸部歸類，是把具有其間特點的調體物件歸入肉類盤把具有其時特點的類概括廣

更大的類的方法，是形成概念的先決條件之一，同時也是辭書框架設計的先決擦件之

一。草率先生指咐: r無論辭書用伺種方式繃掉，都應當先按嚴格的分類裝Jtf!東詞、擬祿

文，也就是要先進行嚴肅的盤理，再來考慮攝撓技衛。 J [4J[P269 ] r在辭脅的一切搧詐

形式中，最難藏拙的是分類編排。......分類攝排便編者必詩中的分類磨改全部曝光，

2 比如出現類現外延交叉、層皮混亂、種類不全等現象，立蟬顯現。 J [4J [P269J 

分類的思念不能貫穿在框架設計中，而且t立在轉義中體現出來 9 釋義「用紹興i詞輸都要體

現分黨與贈吹J 0 [巷) [P269J 

框架設許還有選祠的任馨。還詞是根據特定辭書的性質、宗旨、規模和議者踴件等

國黨認技集、擺定認悍的活動。調自在拉架的範圈內選定。王寧先生指出: r冠以防司典』

議必須把持到蠣好一一一不能缺，缺了在閱功能降盔，不是好音帶典;也不能官?留了擾毒L

辭彙系獄警難樣混淆，做學藤功不算，也要降低功能，龍語和片語難辨。 J (14) 

誤言辭書特別是單言語詞典的體揭曉要滿足讀者的贊接需要害，體現鸝;撐的積索性特點多車

要轉主義語言的琨狀和發展權勢，特別要根讓車代澳甜辭彙議定的綠件 3 冷靜擺著持並魔

王里新詞新語: r辭書要紋的詞語品、議是己經草草入社會或己鐘看清了進入社會的趨勢、有了

問定書寫形式的叮用詞語。 J (13) 還洞規範擂台理，保障內容完整、系統和海積 2 提免

重大遺掘和重複，總得起較接時間的聽定，性考驗，是難毒品質保障體系中期保障機制的

重要要內容。

3. 釋義

釋義即解釋和說明，是辭書的核心內容。王寧先生指出: r如街聽話11釋作得雷潔甜準

磚，直接涉及到辭書緝毒害…...的品質。 j 凶 [P88J 釋義的品質也是辭書品蠶保障體系中

期保障機制的黨要兩容。

當事發釋義不能僅僅停留在原始語料階段。語料好比礦藏，要經過冶:樣才能成為辭書

的釋義。

怎樣?當嫌呢?除王二桂先生提出，本論運用哪種辭典、辭書，都不能僅僅一主監

事，要要想精深間權確地瞭解詞義，都要做「子壁上?聯j 、「辦J ' r分j燒四種工作。 (12)

[Pl 叩開的9J r查j 部查本求嗨，指用多義詣的本義來貫通引申義，用同觀調的報詞來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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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監生諦。「聯j 郎係祠聯藥，包括有源有本的系聯(棋調和本義已經明確梭的系聯)和本草草

未定的系聯(根詞和本義未確定的系聯) ，目的是為了瞭解詞義變仕的線章含有系接地摔

求詣義的全貌。「辨J ~p較同辨異，但給同義詞的比較、古今繭義的 tt較、古代書雷諾與

日詣的恍較。 f分j 即尋形分芋，包括歸納變易字(指影體不間，聲音/J\變?記錄同一個繭

的字卜說…字書與經典的不同字形、析另111霞借字嚀。

陸主三位先生還提出 7做以上路種釋義工作的三種方法 9 即「以影索義j 、 f阻聲求

、「比較互讓卜三者之間互報故再多豆豆是作用。二位先生的釋義單論價值具體表現

為:

1.確立了根據原始宇罪問求本義的原朗與條件( I霸一一、本義&:.、2頁與宇影招貼

切 T 由此道明造謠個字疇，是根據這一意義來構形的。第二、本義菇、須主義在實際語

喜中確曾使用過的意義之一，由lI-仁 f 謀求本義必須參鐘於文獻語育。第三、本義所

反映的現實事物或這偶民族共同的經驗和認識，品、三頁1芋於其他繭義研反映的內容j

(12) [P188-19ZJ) ; 

2. 肯定了自聾求義方法的作用 (3)[P249] ; 

3. 結合形、音，把握詞義內在規律( í;在運用?以1野黨義1和『聞聲求義i方法的時

候 3 絕不能說離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一一包括官司義的特點、存早在白色彰式、運動的競

律以及詞義之闊的相互關憬。 J C12J [PI03J I運用詞譜本身的內在規律，通過祠與謂

之餌盒義的觀係和多義洞諸義頂的關擇對比，較其翼，謹其筒，達到謀求和判定詞

義的目前。比較互讓可以解決問義詣的辨析、接難說義的臉護、同根言是([司源字)的

興定等時題。 J (4) [P130-133]) 。謹主二位先生的話11話方法論在學界遙控了蠶大影

?對辭書釋義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4. 修訂增禪

世界萬物懿揀代謝，注定辭變具有生會週樹。修訂增攜夫在保持難會生會力的手段 c

例如，黃季閱(龍)先生早在 20世紀上半葉就曾設想: r清世阮元有啟莖籍饗說> ' 

家常期之番。皓其以〈報文〉韻分繃，又載宇先發毫無意義，司空其蒐輯亦有不備者。今若

能通校…攝暫用字典攝制法麗之，改為輔其建設調，成業若成 3 點轉料幾于全備矣。叫“

[PI4J 時臨大半借t世紀復合高務印書館 2003 年數〈故話11麗蓮動H實現了黃季翔先生重編性主

黨鑫詰〉的理想J 0 (lI J 辭誨的修訂增補，無論是新j裝修訂(再提)還是重印修訂或輔卷修

n 都會不月程度地為辭書注入活力。

王率先生倡議: í體育與科舉都在發展多即使是一部好鵑典，也聽過…個特期就體訂

增補一次。J(的 [P273J í己組由罷家立項並緝毒等出毀的大型辭書，或由權戚的專家攜審

並記海讀者接受了的好難誨，如〈喜事源》、新《辭海》、《漢語大字典》、《漢諾大詞典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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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百科全菁、《現代漢語詞典)......等等，每過一個時期，應組織人力重新修訂 3 一方

面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補充新知識與新詞語，另一方面採納專家與讀者的合理意見，修

正錯誤，使其逐漸完善，具有長期的權威性。把功夫花在這些已有基礎的辭書的修訂

上，比之建立重複選題再從頭作起，實在是事半功倍。這樣作，也可防止抄襲，杜絕浪

費。也只有這樣作，若干年後，我們才會有幾部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素質、深得讀者信

任、富有特色、可以向全世界推出的著名辭書。 J (l J 王寧先生的倡議，已經得到有關各

方回應。

五、倡立辭書著作權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辭書事業有了飛速的發展，但是辭書著作權糾紛也屢見不鮮。

究其原因，一是相關法規不夠健全，二是存在認識上的誤區甚至謬論。王寧先生出於社

會責任感和正義感，深切關注辭書著作權問題。對於相關法規不夠健全的問題，他疾

呼 「辭書是一種特殊的書籍。對辭書抄襲問題的認定和處理，必須在《著作權法?之中或

之外補充制訂可操作的細則。J[l]對於辭書學理認識上的誤區甚至謬論，她辨明: ["從

首11釋理論看，詞的意義是客觀的，但對詞的首11釋卻是主觀的。詞義一盤社會的定，在一

定的時間內，具有不可更改的絕對性;而對於詞的解釋，卻是訓釋者在自身認識和表述

能力的基礎上，對詞義的主觀描述，因而是相對的。由於這種描述是一種主觀把握，而

且要以儘量準確地反映客觀詞義為一種追求，所以，它是一種創造性的智力勞動，是一

種個人的成果，不是社會共有的。把詞義訓釋說成是『社會共同財富~ ，正是犯了把客觀

的詞義和主觀的訓釋混為一談的理論錯誤。 J (13J 不唯釋義具有著作權 3 辭書的主體設

計也有著作權: ["已經體現在辭書中的編事體例，是一部辭書更為主要的成就所在，是構

成辭書著作權的更為重要的因素。 J (13J 偽劣辭書由於沒有原創性，因而在著作權問題

之外，還存在種種品質問題: ["不好的辭書常常因為刻意回避原創辭書的原創點而不負責

任的肆意修改而抄錯、改錯。J[2) 因此，確立辭書著作權標準，不但是保護知識產權大

勢所趨，也是保障辭書事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需要。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陸宗建先生和王寧先生的辭書學理論對於辭書編案

方法和于段的繼承發展，以及新時期辭書學理論研究，都具有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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