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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增補本收詞收義失誤的修訂

溫昌衍

嘉應學院中文系

《現代漢語詞典p (第 5 版)把收詞收義當作一個重點進行了修訂: 1這吹修訂的重

點有兩個:一是調整收祠，增加新詞新義，刪減一些陳舊的而且較少使用的詞語或詞

義… J '因此收詞收義變化不小，就收詞來說， 1""""""在原有詞語中刪去了 2000 餘條，

另增加了 6000 餘條 一 J (第 5 版說明)從它與2002年增補本(第 4 版)比較而育，增

補本中不少收詞收義上的失誤都得到了修訂，不過，也有部分失誤沒有得到修訂，而餘存

在第 5 版中。以下詳細說明。

一、修訂了不少詞語的系統性、相關性方面的失誤，但未修訂的地方仍不少

詞語具有系統性、相關性，這系統性、相關性要求詞典編筆者收詞時要前後照應，

左右兼顧。任見代漢語詞典.p (下簡稱《現哥哥~)的編筆者充分注意了詞語的系統性，注意了詞

語與詞語之間的相關性，因而盡量保持了詞語與詞語之間的關聯和對應。不過， 1金無足

赤J ' (<現漢》有些地方出現了未注意詞語系統性、相關性的失誤。 2002年增補本《現漢p這

樣的例于，例如﹒(一)收「亞當J '未收「夏娃J ; (二)收「打鉤卜未收「打叉J ; (三)

收「奶罩上「乳罩」、「文胸J '未收「胸罩J ; (四)收「人販于」、未收「票販于J ; (五)收「國

企」、「私企J '未收「民企」、「外企J ; (六)收「婚介J '未收「職介J ; (七)收「熱賣J '未收

(熱銷」。第 5版中這些失誤得到了修訂，幾組詞語都收了，在釋義上還注意了內部照應和

關聯:

(一)

【亞當】囝《聖經》故事中人類的始祖。[希伯來Adham] (1 561 頁)

【夏娃】囝《聖經p故事中人類始祖亞當的妻于。[希伯來Hawwah] (1471 頁)

(二)

【打鉤】圖在公文、試題等上面畫 1 v' J '表示認可、肯定或正確。 (244 頁)

【打叉】圖在公文、試題等上面畫 1 x J '表示不認可、否定或有錯誤。 (243 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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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主黨1 自乳單。 (978

[乳罩]盟胸罩。 (1 16 。其)

{文胸]盟胸章。( 1 叩 8

【鵑罩}雷婦女保議乳房便不 F義的用品。也叫乳躍、文擒。(I 530頁)

(四)

[人販子1盟廠賢人口的人。 (1 144頁)

【頭販河自倒賣車禁、船祟、入場券等缸中非法牟軒的人。(10生6頁)

(1王)

{國企]盟鷗有企業的需稱。行的頁)

[fL.1f:]詞私營企業的嚮稱。 (1289頁)

[民企]島民贅企業的筒稱。 (950頁)

[外企]圈外國商人投賢經營的企業。 (1399頁)

(六)

的醫介]自指姻介紹。 (614頁)

【鞋子?】盟職業介紹。 (1750 頁)

(七)

{熱賣 1 廳(商品)受歡m!詣寶得快。 (1 1 生 3

{熱錯}聞(商品)受歡過而錯特得快。 (1 1 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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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有的失誤沒有得到樓訂，指餘存在第 5 版，以 F舉棋!分析{需要說明的菇， (現

;腎〉是中型語文辭書，在注意詞語的系d繞'1笠、相關s性的問時，在要注意詞語的常用d隙，冷

僻詢、字用詞不收，所以 F文取倒都注意了餅子的常用性)。

(一)牧 f之議J 、 f之後J '求校 f之間J

〈現 i黨〉收了 J之前 j 、 J 之接 J : 
{之前]聞:每位詣。表示在某個時間或處所的前茁 Q (l 743 頁)

[之後]盟方位詣。G)表示在某個時間或處所的復醋。@單獨潛在句子閱頭，表示在

上文所說的事情之援。 (1743 頁)

相關能 f之間J未紋。接詢使用非常普喔，僅人民日報1的5年的用樹就有3000多個。 l例

如:

省港杯是新年之間專港兩地綠草傳統賽事，對辦十幾年來，影響和規護都向深

一層發展。((鹿港杯今晚閱始廣東隊借將tI:l戰車. 1995.1.1) 

相互之闊的經貿交位寫趙增多，減輕了喝方經濟波動及市場錄音質所造成的負吾吾

影響~ . . ...印發展中商家:長勢強勁) • 1995. 1. 2) 

i 據該報網上檢安全系統統計 α 統計時間上限時閉走在 1995年、廷的為人民日報告吾料從該年開始上總?統

計吾吾間一下假定為2002年要是做為1曾橋本主是詣。2年治版的。下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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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規純青是典) (下簡稱〈攪鞋藹典)) Ilj 收了 f之問 J '釋義主義:

[之詞](1溫指在手持鵲時間、地點或數最劃定的親臨以內 0 (1潤放在某些雙音節齡最

或麗詞後耐 9 表示短暫的時間。(16月

附帶一擺多相關的{之際j 、「之內 J 、 f之上」、「之下 j 、(之外j 、 f之中 J

《現若是〉都未艘， {媲範語典)1671 頁都有聽義，可以參考。

(二)收「存款J '未收「取教j 、「提款」

《現漢》收 f存款 J '釋義如下;

【存款1鱷G)1但錢存在銀行或其他信用機構襄。 (236黨)

f取款J 0 該昆主要指 f取出存在銀行黨的接」。人民 E 報中的彈倒不少，以于是

輯錯:

萬業銀行辦竣個人儲蓄存款業務，應當選循存款車線、耳朵教自由、存故有息、

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 , 1995.5.12) 

他們立即如法炮製，從另外一家銀行取出了大部分存款。熬為第三天他們鑄成

存款的這家銀行取教吟詩磁了壁。({一次難忘的取數經歷) , 2002.12.13) 

之規籠諦典》收了 f取款J '可以參考:

[取款1 圖取品研存的錢(多指最為存在銀行的錢) 0 (1079 頁)

另外擺著一個和關洞「提款卜《現漢》也未歧。有三輝在單字 f鐘j下作為例子為

提:@鸝攏取-棒 1-款 1-貨。 (1339頁}

的舉倒「腿貨j 多《現漢》又作海言是接收了，釋義是:

{聽貨】童自{提貨棧、倉庫等處)提取貨物。 (1 339 頁)

從使用者，了握款」也應作為語語投入。以于是它在1995-2002年人民日報中的第倒數.

軒的日:

用卡給人粥生活帶來了方後，免除帶稅金的苦葦，可以隨詩誰誰、購物。

從有卡持在手溝灑天下走) , 1995.3 .4) 

政府即將抹取類假阿根廷的「會欄j改裝(限制成款和凍結存款)的流言不股份

走，引發更火感慌... ... 0 ({烏拉圭:全融風波暫告緩解) , 2002.8.7) 



喲。6 年 12 月第翱翔

《規範詞典》吹了 f擺款J '可以多考: [提款1 國提取現款。 (1 279 頁)

(三)技 f研究生J '來故 f本科生J 、 f專興建j 、「頓士生j 、 f博士生J

〈現漢》收[研究生 J '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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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眉大學本科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復經考試據取，在高等學校或科學研究

機關學習、研究的學生人。 (1567頁)

「研究生 j 相對的是「本科技」、!大草草生 j 、「專科生 J (含稱海「大學生生: J )未
收雪「研究生j細分之 F的{韻士生(碩士研究生川、 (博士研究生)Jt包未收。這幾個

輯在人民自報中掠有不少為倒多可能與當前學歷蘊來鸝受鼓挽有鶴。下面是具體體現:

譯文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諱言?

本科生 55 生2 50 52 70 70 57 42 是38

大專生 9 S 9 6 3 12 d 生 57 

專科生 19 14 10 生 12 3 5 12 81 

39 40 33 36 苦3 委3 32 34 300 

博士生 88 96 103 115 138 132 117 91 880 

有趣的是， r大專生j 的朋僻最少，才 57 俑， r博士生j 的用與最多多有 880 餌，

這反映紅當前追求高學戀的社會特傲。

現引幾樹 1995 年Jtl例如下:

遼寧省辛新毒農業學說組織在校時車主、本特~到醫有廠纜、企事業單位進行為

期一年的掛職鍛煉...... 0 ({走實踐i這路煉學問文章 J學新，哩醫院推行掛職鍛煉法} , 1995. 

1. 29) 

北大法律象如級博士生徐進到分析說:從本特立階段到研辛辛、 1害士卡三主階段，

這是一個三級就... ...村孤獨的路障在會飛一一求自校園博士生的報告} , 1995.2. 

20) 

9 月 17日土有几，這賽中竣工大學的00多名新入學的95級寧靜丰、本等車、平表率卒，

當次參加了學校級織的中國語文水平測試從人文特神與現代科技對話一一就華中竣工

大學的人文教育》﹒ 1995.9.18)

際上《現漢〉自己的舉樹中也出現了(博士生J : 
【導員呵臣也高等學校或研究機關中指導人學醬、進樓、寫作論文的人員;博士生~。

(276英)

想見範語典》收了[專科生j 、{博士生J (也未收:本私生j 、{關士生) : 

{等等辛辛生1 器接受專科教育的學弦。(l 7 1 3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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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翱正在技讓搏士學位的研究生。 (97頁)

類的的任荒漠》第5報未修訂到的例子還如:

中偶語文通訊

(仆收 rn1服 j 、 J 製{侵 J '未收[售假 J 0 (按: í製假 J 第 3 皈始投入。)

(二J 校?殺毒 J '未收 1 ::1安毒 J 0 

以 t5WU 事都是屬於溺故!可類謂的倒子。除此外﹒有的說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說法的

(不是真彤詞) , {現漢〉彌收了其中一種說法，這車是未詩意詞語的精闕，性。世舉 5 {!閣

會主存在第 5 按中的倒子如下:

(…)收「能駕齊飛J '表l投「比翼雙聽j

〈現苦是JL投「比翼齊飛卜釋義是:

【 bt襲。齊飛】比鴨夫妻恩愛，朝夕插手伴。也比自負互相幫助，共同前逛。 (7是頁)

按詞也說 ibt翼雙飛J 亨人民日報 1995-2002 年的例子有21餌，劉如:

也有的女青年用自己的「私房錢J 出門學習編織、養主宜、種菜等致富投銜，對

婆家後典文完;，t:匕翼雙飛，失建家園。({混脫手挨了新腦筋) , 1996.1 1. 15) 

經過20個春秋， 20年的會門，深圳的物質文明建役和精神文明建設比翼雙飛，

釘進出了家世磯寫的薄煌。侃一份鴻意的答卷) , 2000.10.23) 

〈現;英》未校 f 比糞雙飛J ' (大漢語大詞典扒下髓稱《大說典) ) [41 收了:

[比冀變飛1 比喻男女情投意合，結為伴侶。 (5卷 271 頁)

(二) I故 1*共汽車J 、未收 f位交車j

《現漠》時交了 J合共汽車 I 釋義如下:

[公共汽車}有問定的路線和停車站、怯聽客乘樂的汽車。 (472

合共汽車也說「合交車J ' (現摸》未收該認代大詞典》字n{撓範詞典》也未收)但

它在 1995司2002年人民日報中的朋倒數不少 3 以下是具體表現:

樹立自:

每天只有 8個班次的令辛辛可采的錢千戶居民，如今坐止了公交公司閱闋的全臼

制公交專線象...... ({幫助排侵解難弘揚互助風氣「為您解是J活動在混觀滿結采).

1995.1.28) 

成銷一家人土市裝有時余位于零亭，有時打傘。(<(郊區的令零.;.) , 2002.10.19) 

《現漢》賞垮盧補收該詞。

(五) ，投 f象牙之士剖 ，未皈「象牙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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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給〉收了「靠牙之f酌，釋義是:

[象牙之塔1 比喻脫離琨寅生活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小天壇。 tß Jl 4 象牙實塔。(l的1

頁) í象牙之塔j 也說「象牙塔J ' {現漢》未收。說用制鞋， í象牙塔」鼎得最普意義多

例如據 1995-2002年入民日報， í象牙寶塔j 用額;為 0 多 f象牙之塔J 28飼， í象牙塔J

66筒。例如:

罵為電視窮，間為白話文，關為小人書，皇豆豆豆葉的古典名著從象牙塔和文化

圈袁定出來，它們有真戚們越來越近了。((;!;-典名著離義的越來越近了) , 1955.6.26) 

述表羽學牙塔內的話JIlJ i反規軍走上了一條遵循市場規律約營銷之路。({誇劇國

家!喙正式亮相} , 2002.是.12)

《大言是典》和〈規範諂典》也未皈「象牙塔 J 0 

類敞的研究漢》第3接采修訂至1的例子還如:

(一)收 f放毒」、「投著手 J '未 4交 f下毒 J 0 (按: í投毒」第 5 綴蛤收入

(二)校?聽票j 多未收 íU發款單 J 、「罐里裝 J 0 (按: {大詞典} 1 卷 980 萬收了

「盤單J : [體單]悍膀祟。《規範詞典}584 頁收了「腫款單J : [匯款單:摺匯寄予款
項時多寄款人填寫的單據。)

以上5樹如果不作為洞條單獨出條 3 至少也應該在廣收祠的釋義中有軒說明。參考:

{吻頸交1明指向生死共患難的那友。也說吻彈之交。(<<現漢〉第5 版 1430 頁)

二、論吹了不少漏般的詞語詞義，但仍有褐收

徑83年報到修訂本‘增;補才立，{現翰的主制條數最越來是皇大 3 收副主義路來正當全罷。

不過，有些祠語言司義(不是新詞義義)仍然撮收。第5皈橋收了不少該收的摺語詞義。例如

「婦人」、「公交」、「轍。故j 、「挺幹」、「體情j 、 f拓展j 、「鮮活J '1994年出

齊的〈大揖典》都收了，它們在凹的年增補本品版之時居例就很多，以下有1995-2002年人

民日報的ffl倒數為證:

信亡之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總訐(
攝入 18 10 8 11 17 11 16 8 99 

去交 46 96 132 82 113 112 113 140 83生

轍敢 17 15 23 22 18 22 23 25 165 

提幹 26 18 20 24 ? 14 19 13 :是:

體情 12 12 11 9 ? 11 14 12 

拓展 295 358 4是3 431 540 556 513 650 3788 

難活 82 84 96 101 9是 105 144 117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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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增補本未艘，第5接補收了它們:

【婦人]閩已婚女子。 (427頁)

【台交1 回去共交通。 (472 頁)

【極致】臨最高境與;最大程度;雖眠。 (637 頁)

{揖幹}圈。聽非幹部編制的人提升為幹部。@認拔幹部的戰務、級單i等。 0339

頁)

{體情]國體會;領悟。 (1 3 生 2 頁)

[拉展}國開拓發膜。(l 39 生頁)

[鮮活1 國主持辭而生豔。( 1 是 7 生頁)

不攏，扔在一些增措本漏收的詞語，第3版未捕收，伊j如「時拜j 、「理}I鼠」、

j 、「實務j 、「縣委」、 1:紀委j 、 7佐料j 等，諸些祠今 1 994 年出齊的〈漢語大

詞典〉己盤拉入， 2002年糟播出版時人民日報的朋倒數也不夕。以下是《大詞典》的釋

義及1995-2002年人民告報的措劍。

一、拜拜他主ib乏必

[拜拜1 英語byc-bye的譯音。謂拜會。侃大詞典比卷430頁。以下只標出卷數和

碼)

人民日報中的用偶數如下:

年份
舟倒數

{倒如:

陳立群研究噩際市場和國內消費趨勢的動向，決定向這種傳統的終于?拜拜J ' 

而寶玉昆對立名牌打進囡際市場的規模經濟。({食品汪之路) , 1995.10.14) 

你抓住假諒宰人，人家土當一次，以後不僅與你「拜拜J '還廣作宣傳，嚇得

別人也不敢來了。({莫把市場建家看) , 2000.1 1.14) 

從扛著來，該詞不僅能昂較起普壩，站立表義體第 3 已繞在「再會j義上空增加

「分手 j 、?斷總(閱{系川等

二、理顯

【理 }I盯龍之考亨鎮理、!頓序。〈兒女英雄傳》第十七間: í鄧九合才慢，矮的擦膛雪

理}I禎胡于，穿戴衣膜。 J 目睹之，陸現狀) : fJI!夏子取堪一聲新聞紙來?先3哩)1圓了好

。 J (4草委574頁)

人民日報巾的用倒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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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日:

頭 )11頁價格關 f悉，提高整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是可以察其功於一役的事

情... ... 0 ({採取有力措薇，堅決抑制通寶路脹:> ' 1995.1.5) 

遲浩田強調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注了全埋頭和完善國防動員領導體

制... ...。從大力推進國防動員建設的改革創新:> ' 2002.10.20) 

從上看來台該指目前使用非常普題。

、鳴響

[p，醫學華}發出 。賀敬之《放歌集﹒雷鋒之歌} : í驚蟄的專雷縛，措藩的春風!

一一正在大地上鳴響。 J (12巷 1053 頁)

人民日報中的舟例數扭l" : 

例如:

警笛嘻響，八達的快違反主義分隊在幾十秒時間衷分兩級直指紅邊。({邊陸風

鑄忠誠一一一記累龍江邊防業部八達:> ' 1995.2.23) 

在歡樂、喜慶、祥和的譯名烈氣氛中，江澤乳主席發表2000年質量有。他說， 2000 

年到來的鐘聲，就癸鳴響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寥廓上章。({前都舉行迎接新世紀新

千年盧梭，活動) , 2000. 1.1) 

閥、實務

[實務]實際事務;要務。宋秦觀《財 ffl 策上:> : í替人品游說而廢黨務。 J 明張

居正《答蔚鎮總督方金湖書} : í夷酋既已悔罪記哀，在關其發新之路，台處之觀當機

，又因而續被機賞一事 9 尤為邊敢貿務。 此新華月報}1962年第3期刊{也能一較崇尚

穢釣，注重實務。 J (3 卷 161 ì 

人民日報中的朋倒數如 f:

例如:

該書......介紹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概況及專利、商標、著作權、反不正當競爭、

知識產權轉讓與詐可使用、技街貿易、無形資產評估、知識產權訴設等操作f哲學。

(饒訊缸中閻知識鑫權實務手冊〉面世:> ' 1995.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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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異會聘謗相姆部門約專家學者擔任二工巳作顏悶，既是一f僧鐵絃織律師革研抒究

wr郎O實務約工作機構，也是為政府和社會提供1ννfI!'昀!

F鬥1晏真會成立) , 2002.7.11) 

五、草草委

[縣委lG)中國共憲黨縣一級委員會的簡稱。@指中關共憲黨縣一盤委員會的負責幹

部。 (9巷965頁)

「縣委J一詞很常見， {單位見2萬〉彌收。此夕1、金相闋的 f省委j 、「地委j 、「區委J 、「市委J

《現苦在〉也攝艘。前他們的用飼都很多，具體用 ffftl數如下﹒

盤空艾 1995 1996 19兮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總計|
育委 961 1008 1017 1121 1290 1006 1059 982 844尋

地委 239 189 203 138 144 113 99 65 1190 

市委 1250 126ï 1433 1386 1639 1420 1515 l 生91 11401 

協委 l 是4 150 153 164 183 172 181 210 1357 

縣委 721 675 634 649 570 623 559 459 4890 

這些甜的用樹多的有一萬多倒 9 少的配有一千多糊。《現漢)沒在理由不投它們(自 fj~我

輯後來建立了「地改T吉、市管縣J 的新體醋，曉以「撒委j實際上改成了「市委J '因能從

1998 、 1999年跆， I纖委j 的ffl伊j更少 r ，但是仍有不少用例，因此位應收錄)。例子如:

中共黨且是純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為支援北伐戰爭，積種策動~)Il 軍閥易機，

同時試圈創建命成黨掌握的人民軍隊。((永遠的龍邊關) , 2002.2.23) 

......在 1927年黨的五大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後，調任中共江萄街巷

書記。((在紀念籬iJl>裴同志誕辰 100周年座校會上的講話) • 2002.5.18) 

全國有數十侮宰巷、自治矗黨委和省級莘學，有教育個咚吾泰和純級軍事，有數

千個嘻嘻和縣級T季，有數萬僑鄉鎮黨委，…'" 0 ((質錢 f父母官J).之 002. 1.

24) 

六、紀養

[記委1 紀律檢查委員會白宮簡稱。 (9 726 頁)

人民日報中的照倒數如下:

{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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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紀委、市監察局日前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紀委、監察部門對涉及群眾生

活方面的失職潰職行為加強執法監察，以使「鐘聲J 長鳴，杜絕類似事件發生。

({擅自停止供暖使百多戶居民挨凍北京嚴肅查處事件責任者} , 1995. 1. 10) 

國華電力公司給予這些專家以祖大的信任，不僅讓他們在工程建設中說了算，

就連年季班子衷也有他們的位置。({准格爾壯歌} , 2002.12.29) 

另外，與此相似的「村委J 、「居委」及「團委 J ' {現漢》 也漏收了。它們在社

會生活中也是很常用的 。

七、佐料

【佐料】烹調用的配料;調味品。 (1卷 1235頁)

人民日報中的用例數如下:

例如:

到了宋代，人們吃大鋪就較為講究，肉片要切得薄薄的，還要配入酒、醬等

佐料。({春節話火鍋﹒飲食文化大觀》﹒ 1995. l. 28)

吃燒豆腐當然是需要佐料的，建水人燒豆腐的吃法讓人尊重，佐料配製得精益求精，

再普遍的原料也潛伏著多般變化... ... 0 ({燒豆腐的意味} , 2002.1 1.23) 

其實《現漢》自己也在用「佐料J : 
【鍋巴】園@米栗加佐料等烘製成的一種食品: 三鮮- 0 (519 頁)

以上談的是收詞問題，以下談的是收義問題。《現、漢》有些詞義漏收，增補本就有

這方面的例子，第5 版作了修訂。例如「出爐」、「學界J : 

1.出爐

增補本的釋義是:

【出爐】取出爐內烘烤、冶煉的東西:剛~的燒餅。 (183 頁)

該詞還有一個比喻義。 《大詞典》有說明:

【出爐】比喻剛出來的。黃谷柳《蝦球傳﹒馬路絕技} : I牛仔于上捧著一疊報紙，

向那位金山伯迎面走來，叫道:W{華僑報} , {工商報} !先生買一份出爐新聞

啦! j J (2 1 卷 505 頁)

人民日報的例子如:

前年北京「選美J '有則新聞說: r六月中旬歷史土第一位北京小姐將正式

申壤。 J (H札閹洪麻J 格}， 19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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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聽到明， 1分盛計劃大網鸝j 的 tll 爐，綜合了各僧方面的意見。({新市鎮政寫

香港城市面貌} ，泊的.1 1.24)

《現漢》第5版補怯了成義:

n士;澈擅@取出爐;訶烘烤、冶煉的東西:關卜的燒餅。@陀鴨新產生出來。 (198頁)

2. 學界

增攜本的釋義是:【學界}指教育界。( 1 生 29

該詞還有另外一偶意義:學衛界。《大詞典》有說明:

[學界1 1.指學術界。梁敢超《中國學構思想盤。蜜之大勢) : r孔北老南?對壘

峙 9 九流十家，繼軌立畫作-.....非替中莘學界之大觀多拇亦世界學史之偉績。 J2. 指教育

界。(生卷2的頁)

人民日報i舟子如:

建讓大師吳良總曾感慨地寫道: r... ...對他的學術實獻，國內外均予以棒高約
持續。… ...J 一位建豈是專家針對當前的學專風氣感嘆地說: r像對先生那樣淡漠名

利、全身心深入實際調峙的人是太難得了! ... ...J ((居高聲自遠一一記著名古建築學

家劉致平) , 1995. 1.20) 

然而，歐美學專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隨著北約的擴大，其性質與功能正在發生

深刻變化;北約的發展前景無法預斜已成為色括美風高級外交官在內的公開言論。

({區域合作發展值得關注手， 2002.12.19) 

《現ii在》第5版補收了此義，問且把它作為

{學昇]盟。指學掉j界。@指教育界。 (1547 頁)

不過?有些誦義仍然漏肢，樹如 IÆ11彥J 、 f篤 J : 

1.靈峰

增補本的釋義是: [葷修](1)重新翻修(建讓輯等) : ~古寺 I~馬路。@重新穆言了或

編寫。 (1 75 頁)

該詞還有一義:大學生重績不及格的科臼。《青海典》有說明:

[軍{的。重新修育了或攜妻害。@重新翻修。@大專輯校學生學習成績不及格的科目，

16\議重擻，謂之Æ11傷。 (10卷383 頁)

人民日報的!到子如:

的時，為開取3萬了「補考J 制度，規定凡必修揉成蹟不及格者一律韋悸...

({南開學風搖稱一流) , 1995.4.3) 

李杰在讀大一的時候有一片功課需要拿孽，北京大學醫學部是是格的規定，讓李

杰成了一名試讀生。({本期綿注:西部開發劫學工程) , 200 1.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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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話學〉第3版沒有欄文比義，它的釋義是: [韌的麗的重新翻修{建築物等) : ~古寺

1-馬路。@室主對修訂或編寫-輯、志。 090頁)

2. 駕

增補本的釋義是心;篤:(1)忠實; 1-行搞不倦 l情愛甚~O <ID(摘勢)沉

:危-1 病- 0 (311 頁)

該詞還有象聲詔詞義。《大詞典》有說明:

寫:象聾誦。茅盾《有志者》五: í篤駕篤攪和老和尚起動敲著木氮{按平諜。 J (3 

卷1221 真)

[驚驚]象韓誦。《收剪影~ 1931年第5期: I一旁桂給媽用鐵勻 f驚驚J地敲響石磨，打塵封韓

:老二的話。 J (3每 1225頁)

人民日報例子如:

這[旁敲倒擊J 的篤篤聲讓中夫人聽得耳熟眼鏡，不斷地「敲山震克J. ….-.

({聯想起斯諾的眼丸) ，人乳白報1995.7.17)

í.篤篤罵 J '是有人敲門。({誰在敲門》﹒人氏日報1999. 1. 23)

《現漢》第 3 飯沒有攜收此義(也沒收「篤篤J) , r篤駕 J 的釋義是:

篤:(1)忠裳。@(病聲)沉重。@(書〉盟很;墓。@盟姓。 (337 頁)

以上列舉、分軒的漏校的訶語調義不少，設事實來看?這些輯語詞義都是現代比較

常用的 n 完全符合《現漢》的收錢條件， {.琨漢〉應予!2J.抽泣收。

其實， {.大詞典》收錄再《琨漢〉、謝收亞當代又有不少用側的詞語詞義遠不止上

街于 3 就最詞來說?就有:單侃大詞典}3 卷41 7 頁)、灘侃大詞典M卷引 9 頁)、

侃大訶典}4 毛主 161 頁)、擁侃大詞典}6卷693 頁)、潛伏大詞典川老金224 頁)今

這些誦的聲詞義在〈大詞典》裝都有解釋，在當代詩料中也能找到不少用倒多而《現漢〉

灑校(詳見《琨漢》增補本和第5 版有關單字條自)。看來， <[現漢》輛牧師詞語詞義還

不少。

毋庸諱言，辭書都會端的是語詞義， {.現讀詩也概莫能外。但作為一本最受歡迎的、

最其實用性的、專門的現代漢語詞典多《現?那應盡暈雄兒漏牧當島的詞語詞義，使其實

用性、權威性更強。

其中的方法應該不少。以上分析中就但含了一種方法一一一學照也英語大詞典} , 

以當代新語料:從〈大詞典子出發，考察它收鋒的詞語言可義，在當前的漢語語和中是否有

較多用惘，如有 7 則自然要校轉該站該義。

超種方法，對《現菩()避免漏校說詩詞義無一覺具有很大的幫助性，也具有很大的可行

性:一、廿三詞典主是當前大型的詞典，無論是古代漢語詞語還是現代漢語言母語言都是收詞

很多 3 對齡編寫任何一種現代漢語詞典，它都具有極大的參考作用;二、新語料中該詢該

義的用倒多不多雪較容揖證駒，因為現在是信息時代，無論是誰計算機處理角度說穿

能各種網上覺?聽說，都能f晨，快的得主守所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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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擱除了…些過峙的、冷僻的詞語，但也有些類說詞語核刪雨未體i

關著詩代的發展，一些詞語詞義必然會顯得「體時」、「陳舊」、「講授持f~J 0 對這部

分支母語詞義) {琨書是〉每扶傷訂時都有菇、艇的刪除。 鬱訂本就曾輔去幾千條i臨時的緣陸 3

例如「不灰水J (石棉)、 f室主斯塔投J (蓋世太保) ，這樣的站語已離基本不舟，收聽它們沒

有實際應站髏鐘，刪除它們顯得非常合理。《琨漢》增補本中的不少過時的詞語，第3版把

它們聽除了，例如增攜本就收了以下詩語:

{梵唾鈴]小握琴。[英] (352 頁

[略秋菇、1 火龍憊的一種。{餃 J (696 頁)

這樣的早期音譯繭，琨靶已結 f為穎的相應的意譯謂新取代間逐漸被人們棄覺J l5J 雪

所以〈現第3版已經慨除了它們 9 另外的神些例子如:

E愛吏的]指業餘愛好者。[法] (5 頁)

{幫捕]寰的舊稱。[英] (3 日頁)

{苦送打] r鼓變j 的音譯 o [法] (728 讀)

[米寬 1 米(長度單位)的舊稱。{法] (873 頁)

【辜勝榜1護璃絨的一噸，無色，燈明，有先潭，可以染成多播顏色，多用授意:裝。

{英] (1085 頁)

這幾餾增矗立拉掛4文詞語?現在已緒很少使用多斯以第3版鞠舔了它們，這是正確的。

不過，話:有一些很奇裝刪除的舊語語沒有刪除:

{哀的美教書}間最接過蝶。[衷的美敦望英] 0 (3 員)

[杯葛] <方〉國抵制 o [英] (5 5 頁)

[年驚雷亞]盟資姦階級。[法] (1 1 兮其)

【布拉古1 盟連衣裙。[缺] (1 1 9 

[康拜倒]盟聯合蟻，特錯聯合收割機。[英] (764 

【菜毒草]盟。激光的警緝。@激ýt器的簽騁。[英] (808 頁)

造些認現概也很少用?幾乎都是最它們的意譯制。鹿為意譯詞表意興皂，比音譯詩更有優

勢。

如果從備考角度來說，這特早朗的音譯語( r衷的美敦議書j 還有意譯成分}{I位也有艘

錄的盔、要。但它們已懿很夕用，從這點辛苦本應校錄。何說學朔的音譯詞數量拉大，如要收

錄就不能嚀比薄彼，那《琨漢》說會徒勞增摺讓大的負擔付現漢〉曾收「德議豆豆拉西

(昆主川，修訂本把它時j除了。該鵑在早期白話中應該是很常用的多歸為 f民主J是當

時人們高舉的“-面旗幟， {環漢》不再收錄它，其餘類位的發譯詞就更可以伸i 餘了)。

一些冷僻的古語揖也可刪除，研立自:

毒舟投入各 7 膠毒，戰園時秦關人。

謬用於人名警繆毒，戰醫詩毒是獨人。(的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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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用投入名，顏!筒，戰國時齊國人。 (206 頁)

{智、傳1 阿「躍、帶 J 0 (574 頁)

[聽辟]臨指鱷魚(見按《水滸})。也作忽律。 (5 7 是頁)

33 

r~~ J 、 f 毒手 j 、「觸 j 都只用直至古代人名，「智、律J 、「舉辦 J 只見於{7K t許} , 

它們琨已經不用了要〈現漢》收錄它價值不大，可以概餘，讓古漢語詞典去收錄 c

冷僻的地名也可不必收入，例如:

呵呵功吾泰國地名。 (768 頁)

【砲擠11 品者，在廣東。 (983 真)

這樣師地名使用頡率{鼠，從數量者又是非常巨大，想見;英〉沒有必要也很難一一收，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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