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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普通話中重疊式形容詞 (AA式、 ABB式、九屯BB式)的拼音標注，存在著諸

多問題。尾給普通話的教與學都帶來了疑難，亦給普通話的規範化工作提出了亟待回答

的問題。

許多現行普通話教科書均提到重疊式形容詞在口語中要變調。實際上，這類形容詞

的變調情況並非如一般教科書所述那麼簡單，因為它們並不像「一」、「不」的變調那麼整

齊和有規律可循。本文試以目前具權威性的中國國家語吉文宇工作委員會批准頒發的《漢

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 (以下簡稱1{正詞法})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吉研究所編寫的《現代

漢語詞典} (1998年版) (以下簡稱〈現動~)為基本依據，加以分析比較，以考察普通話重

疊式形容詞的拼音標注及其所反映的口語實際情況。

一、《正詞法》中重疊式形容詞標調的規則

在《正詞法》中，對重疊式詞語的標注原則，分別為:

1.AA式: ["單音節詞重疊，連寫」。例:

r已nr臼(人人)

kànkan (看看)

晶晶(大大)

g旬在(個個)

也孟nnián (年年)

shuδshuo (說說)

hónghóng de (紅紅的)

面otiáo (條條)

2九屯BB式: ["重疊並列即九屯BB式結構 3 當中加短橫」。例:

1áilai-wang、vang (來來往往) 晶晶晶uG也ama忌。(說說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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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峙中19-chi:tchU {清清楚楚) 的nwãn-qüqü (彎彎曲曲)

ji~址ia-hùhù 戶) qìãnqiãn咐沁wàn(千千萬萬)

3.ABB式: I單音節形容詞和重疊的前加成分或接加成分多遠寫J 0 19t1 : 

站ng喝n伊拉ng (亮堂堂)

E趕赴AABB式影響繭，當中揖短橫的造一拼寫攪晨Ij)]去不涉及到發音問題，故本文不加

以討論。這裘只說拼寫繞員豆燒涉及的聲調據設問題加以話論。

《証詞?去〉中學必先式形容詩均不嫖變調仟勢看j 、?說說j 的第二稱人標為輕聲，但該

顯詞囑動繭， ~f形容詞)。

中 'AABB式形容祠的機輔規則不一致。如，在動諦變f七鴻飛的必先BB式彭

容詞中，第二個A標調情況不一致。如:

為 變化詞來的?來來往往J '課為lái.laiwãngw組g' ?標為輕

中
山

變化浦東的 f說說笑槃卜樣海shuδ拉諾'Xl品洽缸，

(一聲)。

，攤為

由雙音節名詞及形容詞變化而來的心<\BB式形容詞，第二個人全部楞住本觀 O

AABB式%容詩中的BB持標投本擒。

'ABB式影容詞只歹摔了一輛緝毒害 f亮堂堂Jli扣妒忌哪峙， I堂j 本調為陽

平(二要學) ，但《正詞法》吾吾明確標注了變調聽不(一聲。告處可見 'ABB式形容詞中的BB

應標變憫。

一、《現代灑諧調典》中重壘式形容詞標關情況考察

《現漢〉在其 f凡19l1 J 中表明: r本詞典一般不注變調。 J ，無論口語讀

事該詣典豆豆只標本單慧，謂不樣變調。但這期碌倒攝用於所有上聲變調的詞

語及「…j 、「不j 等的變瓣。

f凡倒J 又表示: ，:tlrH說每雋、熱騰騰j 雪路實臻讀法設作

chéndiãndiãn 、 rètëngtëng (即楞住了欒鞠) 0 J 這襄表現了該詞典尊重實擦臼語的聽舉態

度。但是，由於該詞典只是將「一部分H實際讀法j標住了，自來。考察《現漢》醬全器重疊

?確實是標注了「…部分J '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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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光先式形容詞: 好好兒出01吋r

麻麻黑mã.mahei

ABB式形容詞: 霧茫茫wbmangEhg

白茫茫b站n祖gm孟ng

中國語文通訊

「好」字的本調為上聲(三聲) ，此處

第三個A標了陰平(一聲) ，即標了變

調。

「麻」字的本調為陰平(一聲) ，此處

第二個A標了輕聲，即標了變調。

「茫」本調為陽平(二聾) ，此處BB均

標注了陰平(一聲) ，即標了變調。

這里的「茫茫J 'BB均標注了陽平(二

聾) ，即標了本調。

其它ABB式形容詞中，標本調與標變調的情況互見。

先生BB式形容詞:吃吃喝喝cru.chihehe

E包E包跳跳p這opaotiàotiào

哭哭啼啼kii.kuií6

「吃」的本調為陰平(一聲) ，此處第

三個A' 標注了輕聲，即標了變調。

「跑」的本調為上聲(三聲) ，此處第

二個A' 標注的是本調。

「哭」的本調為陰平(一聲) ，此處第

二個A標注了輕聲，即標了變調;但

「啼」的本調為陽平(二聾) ，此處BB

均標注的是本調。

慢慢騰騰màn.mantengteng I慢」的本調為去聲(四聲) ，此處第

二個A標注了輕聲，即標了變調;

「騰」的本調為陽平(三聾) ，此處BB

均標注了陰平(一聲) ，即標了變

調。

h生BB式形容詞中，第二個A以及BB標本調與標變調互見。

三、由標調所顯示出的普通話重疊式形容詞的實際語音狀況

《現漢》明確表明是標注了「一部分j 的變調，那麼所引致的問題便是，另外「一部

分J '即未被標注變調的那些重疊式形容詞，究竟是實際讀音並無變調，還是實際讀音

也都變調，只是《現漢)未加以標注呢?而且，對於普通話的學習者、教師以及教科書編

寫者，究竟以何種取捨為恰當呢?以下略作分析。

由於《正詞法》及《現漢)均是「為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服務的J ({現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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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醋此，其樣調!原則是能聽持密之考察過程才加以確定的 c 其中一部分，

婆的部分，

〈現漢》在以「不標變調J 為基本原闊的，請提下，標注了?一諒分J變調的鞏變形容詞。

《正詞法》聲明?聲調一律標累藹，~立標變調J ((:工在調法} 10.1 早晨) ，但在對黨彈擊式影容誨的

拼寫離倒中多亦標出了變調。無鐘，這些祠的變謂應當是較多人在較多惜現下都使用

的，也就是說在日語中以鐵欄音為常見的 3 甚至可以認若這是位詞伽及領灣的編鑫者

心目中的鏡報禎音。但是磕握不能說明，揖典中未控變輯的重要堅7位容詞不應該變擒。因

為如前所述， (:現漢〉與《正語法》的拼音標注燒起i未盡一致。

以下基於《琨灑》的擇調情況，對重疊式形容詞倡議會作一考察。

1.AA式形容詞變調極少

《詞典》所設的全部~生式影容認(想括少數幾餾斟詞)共有i訓值。

除了「好好克Jhàohãor' 第三個A擦了變鵲讀作陰平好今其他均未標出變調磊陰平。

相聚接名詣的制體中多「好好J 的第二攝入又標注的是本調?如 f好好先生Jhãoh的

xiãnshëng 0 

聽了「花花腸子Jhuã.hua國ch認gzl 、?轟麻亮J mã.maliàng 、 rrf!lrÉ!糖Jpào.pao如19等少數

幾偶鵲好，第三個A均未擇注變調為輕聲。(見我一)但在《正調法》中重疊式形容器的是聽

例巾，研舉?蒙蒙亮J mëngmëngliàng第三個總注的卻是本鵑 p 真總齡不悶。

由此可以發出， AA式形容調在實蝶口語中，以讓;李攤為主。但不排除個別習慣鈣讀

變謂的 2 除了「好好j 之外，還有「樓，接上 f早早J 等單容詞或副祠， {現漢〉及詞法》

中立主未粥串的詞匯。

2.ABB式形容鵲

〈嘎嘎〉所收ABB式彤咨詢共148個。

其中BB本觀主主路平若為87餌，關BB為非陸平輯者，即為陽平、上聲、去轉者，共有

61嫂。 m此可晃 'ABB式形容祠的路，原調以除卒讀者為最多。

在611國BB為非陰平的詞語中，標注變誤的有35個，樣注本謂的有26備。由此可見，

扭過一半的BB為非陰平調緝拿要變調為路平。如果將非陰平謂的BB再按不同本觀歡一考

察， xn.r發現:

(1) BB本調為撥子謂的需共有35蟹，標注變臟的有2拆閱。造說明BB為路平時，約有

立分之二的要聽調為陸平。

有6鋁]嗨!可每一個字( r茫是J ' r況沉J 、?撞撞J 、?騰騰」、「帶淋J 、「洋洋J )。但

是 2 如上所述，這啟BB同字的男主容鵲?標調情形卻不一致。如: BB為?混混j 的形容詞多

全部課本調; BB為「油站j 、 f騰騰J ' r淋辦」的形容育進步全部機變調陰平;需其它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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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詞中有不問品標輯:

自莘莘báimángrn孟ng (本輯)攜手在茫hëim孟ngrnáng (本調)

掌聲茫茫wumangrn孟ng (變調陰平)

噸洋洋lányãngyãng (難調陰平}喜沖沖Xly勾勒令19 (本調)

提憊體來看， BB為陽平謂的形容詞?研怯變調者為多。

(2) B日本調為上主黨的，共有10餌，與其它聲調的報止， BB為上聽(之聲)的為嚴少。

在這10個輪中多 3個標注了欒輯陰平， 7個愣住了本書毒。概在變調的3懿篇中，有兩餾諧的

BB是相同的( í白晃晃j 、了聽晃晃J) 。如果呢達2餌詞算作 1儷上聾變繭的例子的話，那

麼變議的BB只有閥樹。再樣 3 日日為上聾詣擦了本調的7髓輯中，有41國詞的BB是相間的

( í光閃閃J 、 f金詢問j 、「亮閃閃j 、 f明閃閃 J )。如果捏造4個胸露作 11醬土聲棟注本書毒

的例子的話，那麼標本憫的上聲有5銜。據此多 BB海上聾的字(更只有代詞典》所校) 61題，

其中 i摺變攔軍 5個讀本觀給申地看來， BB若為上聾，多數，情況下不變憫。

(3) BB本攤為去聾的步共有16髓。其中8個標了變輯路平， 8個標了本論。

伯與BB為踴平調間樣多 BB為表聾的形容詞標攜也有不一致的情誼:

黨洞洞hêidδngdõ時(變謂陸平) 空洞洞kõngdòngdòng (本輯)

在8個楞住了欒觀的詞中，在2摺BB是相間的( í火競辣j 、「熱辣謗、J) ，鼠標調情說

一致，高I握主主 i辦?則標注變穎的共為7例。在811睡在了本調的詞中多有3個制的BB是梧爵

的( í :)'(;i據攤上「黃海:雖小「金燦燦J) ，且讓調情祝…致?可視為1倒，貝目標注本職的為

6銜。由此看來， BB為去嗡的形容詢委變調路多於不變漓。

ABB式形容鵲由於BB本鞠海路平詢者佔多數，宿在BB為非陰平謂的67個詞語中 9

26個 (BB~用字也照計)不變鍋，而變調者烏海的個。可見 'ABB式形容詞變擴大大多於

不變諦。接樣多也可以聽話說 'ABB式彭容誨，間大多憲議為路平諷。 f豆境觀情祝似乎

有改變的餾勢。倒如，在苦奮版的〈環漢) (1982) 中， í空落落」中的 f鑄講j佰標注!離調~

，但在後來的版本中嫂的998年版) ，已修訂讀本憫。

3.AAB日式形容器

〈現漢》歸故先廿日式形容詩共有51個。

AABB式影響祠的變髓再發生於兩處:第二個A和BB 0 

第二個A標為體聲者，共有21個;標本觀者，共有30個;

8日為陰平讀者為 19個，其它32個為非陰平諷。在32倡BB為非路平謂的渦中，標本書毒

者為28鶴，只有4個標了變觀建平。由此看來， BB為非陰平調鵲第容詞，很少有變識。



1999 年 6月第 50 期 17 

BB讀作變調的4個詞，其第二個A全部讀作輕聲，即在兩部分均發生了變調。即:

大大落落dà.daluδluδ

慢慢騰騰màn.mantëngtëng

戰戰兢兢zhàn.zha吋ingjing

馬馬虎虎ma.mahühü

由此可見，若BB發生了變調，第二個A一定變調為輕聲。

但第二個A變調為輕聲， BB卻不一定變調。如:

鬆鬆垮垮sδng.songku垃u主 密密麻麻血.mimámá

第二個A變調為輕聾的形容詞，有的是由動詞變化而來，如:

跌跌撞撞CIiε.cliezh臼ngzhuàng 哭哭啼啼ku.ku6tí

也有的是從形容詞變化而來的，如:

鼓鼓囊囊gu 伊nangnang 馬馬虎虎ma.mah由15

同樣的且，在不同的形容詞中，有時變讀輕聲，有時則讀本調:

花花搭搭huã.huadãdã 花花綠綠huãhuãlillü

綜上所述， <現漢}與《正詞法〉對於重疊式形容詞標調存在著極大的不一致。這些不

一致，一方面反映了這類詞語本身讀音之千差萬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規範化工作之困

難。儘管《現漢)與《正詞如試圖規範語音及注音規則，然亦未能盡善盡美。對於普通話

的教與學來說，對此類形容詞的拼寫與讀音似乎不宜強求一致，應採取較靈活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