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來詞語對當代)英語的影響及其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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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寧師範大學文學說

在當代漢語中 3 丹東鵑語對漢語的衛擊和影響無上已在大，這種樹驗和影響幾乎表現

在漢語的各f簡要黨，怯及甜苦于癱甫的各餾方間。本文對相關的情說作一轉輛輛探討，

外，權要對件來揖能灑語中的發展囑督作出我騁的頭頂哇。

一、外來鵲語對當代漢語的影響

1. 譯音方癌的影響

好來謂對漢掛嚮音芳富的衛驗和影響，主變表現為使生了新的音節和使輝、有的某錯

字產生了新的讀膏。

前者的倒子如「三K黨J 多《現代、灑掛祠典》注音為加nkèidã呵，禱餾 fkèiJ就是備新

的青幫(在《琨代漢語詞典》中乎于一個 fkëiJ發態?該音節只有一種 f魁J 字)。以今天的眼

光聚餐。「三K黨j摸不多成了…個歷史詩了多咱是 fOKJ fK金J f24KJ fK1VJ 多以及與道

路有關的 rKBJ (千字節)和 rKV3船(一種報病毒軟仰等 2 都是相當常用的了間，人們直都

按 rk討J鐘韓音來讀[划，所以 fk甜爐個原來沒霉的苦苦節實際上巴結進入人們的日常交課

中了多或者說，已鱷進入膏插話的話會讓饒了。

護者的例子知多環在表示「再見J的意思，人們常說

在吉普流中變主主陸平) ，不少蚊達爾調新詞語工具餐都注出

，音為腸子(復一音節有時

。 1 r草叢 i 以前只有去

聲一禮讓苦，這也說是說多串對音蟬的體莓，增加了一體載的讓音 fbàiJ 0 

2. 詞鱷方麗的影響

外來調對草鞋語調歷方酷的吾吾擊和影響最多，也最為直接，以下我們好則就幾體本闊

的!醫館來震閱討論。

: 如林偷偷等編著的犧代漢語新詞語言司辦多花城出版社2酬。不過，也有仍被原有的讀音注2寄去聾的，

如周洪波三k緝的〈糖蓋章漢語新詞語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則顯然與質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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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主黨的層闕，主要是一些外來洞由蔚提詩期或高額率的使用吉亞實現了諾京花多Eb

1It競構成了「外來語京十漢語倒有言吾家j車式的新制詣。其中在的外來繭寒意義其右﹒相當的

能產性 3 形裝了規模相當可的說瘓。

憊的看來，外來語蒙有以下去種類摺:

…是由整{宮發譯詞或祠的音譯譚偉充當的語章，起 r.~龍、克陸、纜、吧j

一叫出音譯祠的簡縮影式充當的話叢書童話 f輿(林匹克)、摸(特)、的(士) J 等;

三是借形吉普章，其中主要包括措告曹文和惜自日語的，的者如旭先、 1口，後者如

「族、屋j 等。

以 f' 我們各學-fJ~ 0 

由整f間音譯音是或詞的音譯音容偕充當的語素不多，其中雙音節的最少，主要有「克輯、

納米、連你j等，例如自「攝米J構成的新詞語:

納米科學、誠米拉衛、納米和校、齣米材料、納米接輯、納米晦路、繞米武捕、納

米衛E豆、納米生物學、訥米製造學、納米球籍、納米密調、納米報球、納米光被導、搞

米線、納米化、納米飯、納米熱、融米醫學、納米權合竟美麗盤。布納米壞紅井口罩、納

米水、納米尺度效應、納米礦腎、銷}j亡人工骨、納米抗萬邂動鞋、緝米生物技術、納米

磁、換未結構、納米罷體轉科、徵納米慣性器件、納米功能表懿輯料、納米非氧化物、

銷米器件、納米電路、碳納米管、輛裝破璃、納米領靜

單音館的音譯甜素有 7秀、醋、派j等 3 自 f豔j 構成詞如:

觀哥、酷強、韓晨、酷機、;分艷、裝醋、玩酷、酷斃、酷保館、酷支支達、警告打掛、

酷家庭、聽j藍、點昧、酷臂、罷手、酷臀、酷文、聽語、酷裝、醫站、大俗大酷

Eb外來祠的音譯音容分充當的吉普索「輯、語巴j等。「啤潛j 幸1117錯吧(間) J都是 f音譯加義

顛J形式的外來誨，去掉義類部分，音譯的部分又與其地諾鞏構成新繭，徑而完成了話家

化的攝程。

rUf:l， J 的構說能力最強，由它構成的詞最多，倒姆:

j西亞忠、啤擠吧、洋酒吧、本Uf:l.、萊吧、咖啡蝦、鮮果H巴、巧克力吧、冰濕淋吧、鸚

蝦、闊葉吧、餐吧、學pUf:l，、話吧、氧吧、擎吧、鋼琴吧、書吧、報H白、謂腎、電臘吧、

掏Uf:l，、陶藝吾皂、單~Uf:l，、坡擒E皂、紙藝E虹、布藝吧、鐵布吧、混入自皂、當餘吧、儷身吧、

擊劍喜皂、名玄學[U巴、 1鹽叢書記、奇主=j Uf:l，、歌鸝E臣、戲劇冊、樂器皂、獵人吧、水車自皂泡 3求自己、

球注目臣、簡吧、通E皂、街口巴、說吧、乏足其H忠、樂略、按吧、樓Pf:l，、香事吧、 1主妝吧、街

口忠、路賢思、露天吧、懷舊單單、誼Pf:l，、指甲目皂、吧台、吧輯、吧緒、"f:l，女、吧友、 2龍蝦、

電蠅、吧兄、吧弟、把客、吧街、泡吾皂

白音譚諧的嘴縮形式形成的好束語素相對多一鈕，以下是 f奧(韓匹克) J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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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疏、吳數、奧拉賽、奧賽、申典、真申養、奧申意識、奧委會、奧校、奧運、奧

捷、與運會、奧運村、奧運戰略、殘奧、建奧會、冬奧隊、鹽奧隊、背奧賽、特奧會、

中奧隊、中屬奧委會

出借形謂充當的吉普叢中實西文字母語素幾乎都是字母縮寫形式，主要有當íE/e 、

訂、 CD 、 TV 、劉等。其中有的也具容相當的能鑫性，例如，由字母語京 íE/eJ構成的

詞就有以下一些:

E1!:: 、 E時代、主家廳、旦時冉、 E醬、 E脹、 E社盔、 E類精英、主人、巴人類、 E黨

品、 EH設務、 E教室、 E學校、 E鋼、 E元、 E校胃、 E生活、 E笑容、 E毒、巴輯、 E晨、 E概

念、 E廣告、 E世紀、且行動、 E住宅、 E教學

間前，有兩個相當能產的話聽諾素，一個是「族h 另一個是?麓山前者人們鎧常設

割，權襄我們簡單討論一下 f屋」。

日語中有 f輝瞥某一行當鵑商號J義，樹如 f居酒庫(lJ、酒館川，在日本東京的

銀聽有一家叫 f街為盤J 白色大商店。目前，我們看到的「壞」類詞語有以下一些:

、美食島、電腦麗、香黨摩、文化科技腰、剪紙累、精品屋、花捷、咖啡屋、

美甲屋、美髮晨、瞥冀昆、會屋、翻書屋、香報屋、起語言屋、前頭洗腳腫、西餅躍、餅

廳、情僧話歷、無償獻血塵、報裝塵、時裝昆、奉承盤、茶煒、酒屋、自專輯腫、善黨?頭

屋、体興農、你崖、三明治廈、比薩廈、商貿搓、酒吧屋、軟件罩、發燒屋、化妝傳授

、攝將盤、鞋盤、握琴鹿

從總體上來說，外來調黨雖然數量蓋不多，但是卻掃雷活躍，由它們構成的詞大都表

示與現代都市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關的事輯或聽作行誨，使用旗率也比較高，其有比較明

顯的流行性。

B. 鶴的層面

在祠的!醬面，外來詞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鎮方臨:

叫是以，某一外來調為基纜，主支出葫誦。比如，英語中有hacker-說多主要指非浩入

侵朋入自全獨站系統並亞大肆破壞搗亂齡人，漢語譯為 f聽客J 0 因為漢語中的「客J可以指

某種或某親人(如「新客Jr政客j 等) ，而「黑J;有「路密、非法、壞j等義?前以，龍是一f攝

相當不錯的諦音譯祠，相對甜言，台灣所諱的?駭客j就要稍遜一轉了。由 f黑客卜叉的

造了「紅客j 、 f白客j和「灰客j 五個詞。 f紅客j指為了雄讓劉路安全或擺棋友好幫嵐i詣非

法進入{進入顯絡系麓的計算機高芋，或者簡單地說，就是帶有正義感的黑客: r自客j指

非法侵入他人摺絡站點，但不堪行任俾操作說退出的入; í1足賽j指能掏利用黑客軟件或

初級手法從→宰一體黑客行為的人，或者叮以叫做初級的黑客。

再能如實英語中有 bl帥-collar (藍頓)、 white-collar (白續)、 pink-collar (船聽)等，灑諾

據此文撞出了「黑績J (做又髒又舉又不體菌的活的人丌灰鏡J (維{學者、知議讓業揖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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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者)和 f金領打工程技窮攬)等。

此外，由外來字母，仿造了不少「漢語拼音調h 即漢語拼音的續寫形式。官們雖然

在影式上與外來字母謂無異，讀音一骰t扯不按漢語拼音字母的讀音而按英文讀音，但是

它鴨是漢字的代甫詩，其生成機輯也與外來字母調不悶。龍樣的調如 iHSK(漢語水平考

試)、 PSC (普通話水平鶴試)、 RMB(入良幣)、 G 珍(國家標單) J等。在鱗鋒器官中，這

種模語拼音更是數暈、種類繁多多例如:

BB(寶貝)、 BD(笨蛋)、 BT(變態)、 CBL(豔攏了卜 DD弟弟)、 GG(哥哥)、封(扭

扭)、民血檢妹)、 D(盜飯)、 FQ(夫妻)、 GCD(共產黨)、 GM(降輯)、 LL(姥婦)、 LM

(流氓)、 3P (主陪卜的GI(九九歸一)

也有個另IJ揖非縮寫彤式，其中比較多見的是de (的h 蚓有一則藥品廣告，鼎的就是

泠冷奇 de 胃藥J 0 

…是促生新的諸報。上邊我們舉了「黑客」的樹子，由 f聽j產生了一個新的動詞義:

電腦被農客興建的病毒感染，如[把人家換了J 0 其贅， r蕪j 由外來詞促生的新議還不止

這一瓣。英文中有一鵲Black hours '指從默默無關而一舉成名或取勝的人或球諱，漢語

紡諱的「罵罵心由此， i黑馬j 之「黑J也有耘的態義雪例如:

(1) 黨納堵著寶算的上是近期中高檔轎車中輯出的一Illi i聽馬j了。那靂，究竟是基

鹿原囡讓這臨新生的馬兒如此之 f黑J 呢? (千龍網 2003.5.29)

(2) 正是有了老將奇具、的樂教練以及新銳衛蜂這三記響鞭，才使掘金成轟了本賽

季最黑的「黑馬J 0 部無意好，相信他們也能黑到臣，把早巴嵐起雲湧的西部攪得更龍 o

{鱉威體膏 2叩00的3.1泣2立.4

告華襲星的「蕪j 白然與顫色無觀'大致為「出人意料、爆冷門j之類的意思。

ι 詞麓急統/醫喬

外來謂對漢語拇障系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些字母詞不僅5經進入漢語調露系

錢，桶里擺成為其中不再去除、無可替代的一員。

沈孟嘍 (2002: 6-7) 耙字母詞在當前社會運用中的地位分海以下四種:

一是攏於非它莫購的地位，主要表現在權類調只有字母譜一攤表建形式含沒有其能

再義形式替換，五日約定俗成 2 如「卡拉OK 、 AH章、 B腫、 XO 、 A輯、 c調j等;

二是處於風景看好的組位，主要表達這類諂雖有義譯或音譯導同義方式，但人們基

本上揖算是使用?字母詞已深入人心贊成了唯一的選擇。如 iB超、 CT 、韓三位素ABC(不再

說維生素甲乙丙卜 IC卡、 T恤衫、 DVDJ等。

l比外還有處提「半聽江山J 和?鎮南和審j地位等兩種。

沈民認為多前三種已有「廣泛的就會基礎和群~基薩J 0 

大麓的字母詞進入現代漢諧調體系統，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漢語調撞車方境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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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構麓的傳統面貌發生改觀多問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和改變著人們的鴦寫及黯讀習

慣，說且使人街對漢語詞膛的認議也必然發生某些改蟻。這嘉定邊涉及懿一按理論上的問

，我們將身撰文討論。

3. 對語法的影響

外來認對漢語語法的街擊和影響…叫是表現在構諂芳噩?這一點前己言之;二是使得

漢語中原有的某些詞語揖吉普法意義發生變化，提前j導致其功能的某啟發展變ft 0 吃如，

一段時間以來，有﹒峙動賓式的不及物動拘可以帶賓語使用多女uf費醫美國J '它室接艷

蟬的英文形式就是 fto land AmericanJ多也就是說，漢語中提前「望著陸J用法的變化與英語

中的rIandJ用法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類{泣的f9~子再如「蝕戰美國緣Jr亮相提扉j莓，也

都是如此。 、原雪梅1998)

強.對表播方式的影響

前攝說「黑馬J時，實跨上已經涉及到表達揖揖題了， í象 f一聽至lj}直J等，自然不是已

有的表達方式?海埠樣的現象品當質?是把外來認(尤其是外來色聯最攘的音譯制、諧音

譯詩和字母調等)作為語言表達中求新求與租求麗的一種于戳，主主以此為時躍，孺陡 T 這

種風氣握有報當位普攝性，甚至幾乎成了…段時間以東的一離時禹。

最能表現混種時i穹的，是許多人(主要是年輯人)在日常的表達中對一些外來繭的

自然而又自由的使用，如「最/斃m 、醋、 thank you 、 good 、 sorrγ 、 Ok 、略加) J等多至於

串門「打的J 、坐「大/中巴J '再見說fbye-byeJ縛，早已?老少咸宜卜幾成全民諾在展了。

有人在校商的《女友》豔誌 1992 年第 2期看到了以下一些欄目名稱.，

特別企畫、 LOV記你我他、人將約BE.i屯UTY 、愛情轉語﹒

其中「企畫、物語j等是自語中的指(聽於語語詞在本階段的使用情視，我們在下盤就

要談到) ，請最「新潮J 的無疑當聽集中、日、英三種文舉為…體的「人詞σ)B巳久UTYJ 今雖

然作者認為論卜是對道盟語言文字之鈍潔鐘康的無情踐踏雪是對語吉文字境範化的公

然漠視或無奈UJ '但是，可能有人雖不遠樣看，夕是某些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j 的記

、作者和攝輯們並不;這樣務。所以，當2001 年中醫男子足球隊獲得世界杯決賽蠻格

後 9 長春的《城市時報}刊登一篇文章，大字標題印的是「笨盧多 I 聽了you了! J 

二、好東謂的發展躍勢

通過對結百年來漢語外來制的主 i道以及引進後的使昆、發展和變化產權撓的考察

分析，結合當今的圓際關內單勢及其走向，我們有苦苦能對換言吾外來說在今後一段時間揖

2 見陳妹金《人問 σ)B巴人U1Y-…一當代綠誌橋自「新潮J財主事一瞥)，(漢古詩學習} 199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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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作一個大致的預測。

1.外來諧的數量輯來蘊多

以下幾點，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境將會成益事實:

第…，當今世界 2 科學校術及社會發展突飛猛進步入梧的生活也日新月異，研以，

反映這接發展變化的新詞語必然在錯來雖多，間鈍，漢語外來詣的攤頭活水必將濃濃話

來，永不會枯竭。

第二，中囂的閱放程度輯來超藹，與國際社會韓東鸝融為一體，中體作為發展中的

國家，正在勢力艦上世:界發展的腳步並與之闊步發展，

弟、驢來雖多。

多對外來祠的引懼，

第丘，嚼著國家的開放和發展，國民的素質也明顯提高，暫外來事物(包括外來事

物品籍輯%武即外來說)的接受和承受能力也不斷地提高。

2. 外來請寄i攏的姆期越來越短

我們指員全是外語調出其讓生到引進漢語中龍成海外來祠的時間d第錯。以前，

來詣的引進過程往能比較樓長，有時還要經過中間的環節，能如經過港台再說角地。近

年來，許多外來詣的引進周期已擺明顯縮短，前邊談攏剪輯外剛出現IP phone '間內很

快就有了 IP電話 9 這絕不是餌辦的例子。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信息時代) í地球幸扣的觀念也越來鐘為人們所接受，並且在人們

的日常生活中存起來艦明顯的泉映;以互聯謂海代表的現代信息傳輯方式的日益完善和

發及，使得某一事物及指稱該事物的詞語ílW時J傳攝全世界已經並且越來站接為…件很

普謂的事情，在變陸情況下，如果一個普濁的外語調輾轉反側、經過很疆的…戲時問才

傳入漢語樹成為外來繭，聽到是有點不可思議了。

3. 字母詞在好東詞中伯更大的槍額

紅三十年來，寧母詞後來居上多成為當今外來語揖一種鼓聲形式多並且已經枯了新

生的外來輯輯當大的份額多今蟹，這一份額麓會繼續加大。接梧的根據有以下幾點:

第一，人們對字母祠的認識巴經發生了變化，許多人由最初的皮對、不承誨，至u後

來的默認、承認，時5至今日多字母論是漢語揭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點，已經得到誰來

鐘多的人的認同位主義也就是說?人們對字母詢問題在觀念和器議上的障礙早已蕃本掃

除，漢語亨i進字母祠的大門也早已離鶴。

第二，英語作為當今盟際攏用語，今復生存將繼總作為主字母謂的最主要要來誨，吾吾在我

們國家，英語的普及率超來站崗，這實際上也在相當能程度上掃清了對字母詞在接受上

的障礙。



生2 中醫語文通訊

第三，字母抽本身具有巨大的優勢，這一點，自吉思言之，前往引進好來認數最增

、時間縮短的情況下，這些贊勢就錯發明顯和突出了，如它直接拿舟的11便快擾、與

國際接軾的無障礙交謊等，都有可能使之在很多情況下成海人們引進外來諧的當選形

式。

第間，網絡甜盲社會化也有可能促使字母器進一步增多令間為在鋪絡語言中，字母

諧的使用和普及率是相當高的。目前，請絡譜育作為島絮語盲的…轉變體會己經引起越

來麟多的人的重視，且經有許多網絡站撤走出虛擬設昇 9 攝入現實的社會交隙中(當邊接

至普遍的內聽了yo叫嘉定是當先在網絡聊天室中經常使用的)。實錄上，網絡語吉己聽成為新

詞語的一餾幸存的來源。聞著互聯聽在我國的日益普及多上鋼的人會越來聽多，網絡語言

與盎然語苦的界限也會遲來藤摸糊?隨樣，說有可能使黨多揖產生於網絡或經自稱絡引

起義的字母拇裝入更大的使用範纜。

4. 更多的外來龍在使用中康生發展變化

我們指的是多音節常用外來調揖禽縮化(如「世界絮鼻組織一一世冀純鐵一…社貿J)

和語薰1t '以及意義的蛻變和用法的拓展等。我們在談到外來諧調義的發腿峙，提錯了

爾餾決定間讓書一是引進時間的長題要二是使用頻率的高棍，其實，這也是數個外來滴

在使用中會不會有新的發展變化的決定因素。二者中，後者3更具有決定性的作蟬，與知

「藍J '問為流行，也就是高額使用，賢以主意義才變得蠶富多馨。

隨著漢語中外來官司數載的增加，不斷會有新語進入流行譜的行粥，說而使用額率增

雪這樣，它們產生軒的發展變化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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