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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規律，是指事物在發展中的本質聯擊與銘、然攝勢。漢字的規律主要有歷史演變

規律、共時用字規律和羅輯構字規律，第一線側重反映了漢字發展潰變的基本鱷勢，後

鴨綠側主主反映了漢字內在本黨聯繫的普遍性。

一、漢字的歷史演變規律

漢字是…餌不聽封建應漢語發展需要捕始啟緩慢演變著的自組織系鏡。它的讀變並不;

在於某一疇，而是訊系撓的方式進行的。漢字系統內部存在著相互排斥又相互協輯的三

對矛盾:音化與意化、繁化與簡化、變異與規範。這三對矛盾的雙方觀對立又統一 3 以

此推動著漢字系統的不斷自我完善。記論方式意音化、跟體結構筒明化、社會用字標准

化，是漢字系饒的歷史演變規律: 。

一、記論方式意會化

漢字的記揖方式是體現在字式結構上的。對議字字式結構的研究，東漢許慎以「六

說聞其先，其後影響較大者當數南宋鄭樵的 f母于相生J說與清軒轅震的「間罷工用J

說。割了上個世紀多海藺先生首先聽出「三書J說多其梭的學者盤在發展，把主黨字分為表

、假錯字和影聲字三種基本類型。事物在共持平頭上的各種類型往往皮驗了歷史進

程中的不同階罷?油1歷史演變中的各個時說總是是沉澱為共時現象中的不同額頭。劉文

卒先生堅持從進去F方式，尤其是假借字、影聲字;在站長上的巨變化來研究漢字的發展歷

史?按1957 年提出了「漢字發展三階毆j說?近二十多年又進行了更海深入的研究繭作出

這樣的表連: r我們于忠漢字發展的歷史觀分為三個時授;第一個階設是圈護文字階段 3 商

代以前的文字應該屬於詰值階段。第二個階歧是以表形文字(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

為基礎、以表音文字(~甜苦字)為主體的表音文字階段雪從甲骨文主u棄代的文字都屬於誼

i 童醫姦鎮: <JJì1守漢字形吾吾鸝係研究>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含 1995年)，1'{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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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 c 第三個階設是以形聲字為主體，還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我音字的形音文字轉

跤，能鑫漢封現在的漢字都聽於是鋪階段。 J2

漢字起觀於攝蠢，是由記事的圖鑫主要步發展蔚為記詞的攝像的，最初的漢字都其書

很強的間橡性 3 是據義構形的表意字。在單音指為主的情說下，造樣逐詢象形建字是難

以通應漢語發展誨要的。躍著有提無字矛盾悔自漸尖說，已有的表意字被廣泛端當作奇

特使用，「依聾托事J的骰借宇運步成為漢字的主體，原本以形表意的漢字一度出現了借

形表音的趨勢。一字多用的假借手段雖然經濟，但兼職過多就喪失了差示原則，借用普

遍又難以在方言監謊過。由對書面語中的大量用形諦，漢字體系也切需要讓建芳主義之闊

的聯系?來監別阿青諾素以聽持表意1J向。戴震說得好:?古字多骰惜，後人始增偏

旁。Ji謹聲叫額財瞥，間更成字。 J3 正是這釀「以類鬧聲J手段的使用，使大批表音的

偎靖宇轉化轟了形兼音義的形要筆字。相;承陌生的形聲字保持了漢字體系的歷史傳承性，

它「形聲相接H言，息蠶大，以文組字能產性強多不僅分化了古字的兼職 3 路且促成了漢字

的系統類化，因此很快發展成品漢字的主體。「怯顯時聲j相承攏字一般增加的是形符，

表示的是意忱的趨勢。正是在;當ft聽音化的衝擊下，漢字執兩Jfj中地選擇了記吉普1J式意

音ft 0 

漢字系統中有叫餾最年輕的專業字群，那就是《元素周期和中的 105 f國元素字。龍

時字除了 f金J字之外都是形聲字，時立大部分是科學家近代以來新遁的字。先看聾符 p

10尋字的聲特大多是常用的講體字，讓筆者統計 2 聲符與形聲字輩輩鵲調全問者有 81 寸，

時音不向輯者有3字，其餘 20字有的可視海省聲字，有的釁持在標音上明額可以類撞。

以i先推翻，歷史上的形聲字在產生之棧一個相當畏的持期槽，其表音功能也是很強的。

再說形釋，表金屬元寰的字一律i旦河」為形符(唯…棋!好的「汞J '其繁體「畫家j 原也能

f金J) ;表非金羈元素的字則按元素在通常條件下能狀態一分為三:如「碟j這樣的固態袁

說f石J '如「議J這樣的東態者能 19:卜如何臭J追樣的權態者說1 r J '插常溫下海液態的

金屬元素「汞卜其字也能r7J<.J 0 元素在印數語中一雖是多音節揭，中閻科學家把它漢化
為單音詞，只取元棄自{j第一摺宵節來海它道一個形兼音義的形聲字。先以積餾音節的音

譯字作聲替，得配一餾表示元素囑'1生義的影符 3 如此既譯音文譯意的元黨字，賽特標音

以示源，形符舉類賄衰義，體措個餾類朋佐彤符就系統臨展示了各元京之簡內耘的磨級

黨聽聞菁、。我們不實成再進新字多但體會科學家海元蒙造彤聲字的良苦用心，可以使我

們更深刻地認議劉漢寧的影聾ft決不是偶然的。漢語語蒙星星音酷化的根本特點，決定了

漢字要以單音節語素為單位架構形;漢民族政治統一甜地接壤鸚方吉褲雜的歷史讓境，

要求表音的觀借宇還要能姆彈以示義。在單音成字據義構影上，1"畜息最大能產，性強的形

2 響~又亭、方驚劉:{漢字發擇是史總哥哥) (北京:中商大詣。辛辛全養出版社 '2000 年) ，頁 321 0 

3 清﹒戴震: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打發趙玉新點校《繳獲全集訓北京:中華參賽為， 1980 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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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字其有最模的整體功館，只害造種把形符聲符互補地統一設方塊影之中的植字方式，

才能適應單音節語家既有音又苦義的特點，才能攜起各方吝巖人們由芳草及義地認識漢字

以理解書面共同詣的要求。

二、彭體結構嚮明1t

由顧漢字的發展史，不管是總覽源流看大勢，還是解前廠當著單字，漢字都存在著

繁化與衛化的現象。蠱，甲骨文作品、品，像天上，攏到的眾罩之形金後又用它來表星光

明亮的晶，為區期還加聲符「生j醋繁化起「壘J '使用中求會接再簡化為「星J 0 古文字時

期尤其是車聲化攝程中，由於相承過字增儷旁多漢字在整體土豆現出繁化的鱷勢。裘錯

圭先生指出， r彤釁f仁說往往是跟字形的繁{I:::聯繫在一起的。Jr宇形繁化的現象，大多數

起了改善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峙作用。 y 加旁字的產史本僅是漢字數量的增加多而

且是漢字形體的繁化。因為這新增的大批加旁字從整體上增加了漢宇能平均筆割，在大

勢上表現的是繁化。秦始皇實行f審問文字卜漢代在通行規轍小黨的問時又攝大了拳拳書

的蝶舟，並且在東漢完撓了隸變。這個時期的漢字在整體上出現了簡化白雪趨勢。一般來

說，霸權字自相承構形求區別而往往加旁畫畫繁，既成字為書寫方便屬音力 IT在常織當邂

簡，繁化與簡化都曾推動了，漢字的發展。

漢字既是符號又是工具，符號信，車要明確與工具使用要經濟的矛盾，始終存在對鞏

宇與用字的整個過程之中。反映在字形變化上，就是繁化與簡化造對矛盾的對立與繞

一。繁是求明確但過繁則使用不方便，簡是圖擺濟但過簡別字形少值冊。玉鳳陽先生說

得好: r文字演謹，一吉以敵之，就是一體求區青IJ 、求簡易的過程。 J r文字只有在矗用與

鶴路相對鏡一時才能比較韓定。 戶人們d噁是希望用衛會的字形傅建出明確的信息，努

力尋找嚮與嚼的最佳結合度。正是在簡化與繁化的對立中，漢字執兩用中地選擇了形體

結構簡明化。

現代簡化漢字的首倡者當推 1909年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攝用給體字》一文的陸費建先

生。 1935 年 8 丹 21 缸，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告佈了《簡體字表(第一批吟，此表計4文

324個種體字，然而半年後即宣捕「暫緩推行J而收阻。新中盟成立後，國家積檻闊展漢

字質化工作，發梅實行的《簡化字，噁都位括三餌衰，計 2235 個字，平均每字 10.3 劉多

所替代的繁體宇平均每字 16.1艷，整整攝賞了三分之一的讓艷。由於第三表白t 1753 字

是根據第二衰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作偏旁顯提鶴{I:::出來的?研以簡化字的聲本部分是第

一、之表中的生82 個簡化字。許長安先生能簡化}J法的角度考察了權482 字，其中形聲

簡化字 128 {!閱 (1雷聲者 124字，形聲皆窗者 3 芋，當形者 l 字) ，佔 27% ;嚮作會蠢的字

9餌，佔 2% ;同音代替的字的鶴，站郎。'10 ;特號代替的字 33 個，佔 7% ;部件省略的

4 獲錫豪; (談談漢字繫理工作抖了以參迫害的某些歷史經驗>欄文建船第 2期 (1987 年)。

5 主鳳陽; (漢字的演進與規範) , {.語文建如第 4期(1992 年) ，莫協叭。



32 中國語文通訊

ï4憫，佔 15% ;草書楷化的字 139 個，佔 29%6 給第一、二表的這 482 宇加上〈簡化

字態表》輸鋒的1習慣被看作簡化字的 39輛異體芋，吉十 521 字 D 李樂毅先生對這 521 個簡

化字作了揉草草直始出時代的工作多結果發現的%以上的現行簡化字都是在 1950 年代以

前就已接流行或存在的多其中謗、自先鑫幫瘓的寬3寧主黨 165 字， 1古 32% '隔郭中國成立復

辟龍的簡化字不過 101 字，握不到 20%ì 0 

《簡化字繪表}以 f約定俗成j為原則 3 在攝去簡化的事基礎上，總結和肯定了在群眾中

長期流行的簡化字的成果。它用十年時期輔化了全235個現行通用白色漢字，其減少的筆數i

攏到三分之一，動態端著其主黨蟬節當的詩夫更多。客觀地說多這次嚮化是成功的 9 影響

是深遠的，它顯應了漢字的簡化趨勢，適應了群眾的社會需求多其在提高民接文化素質

上所意生的積極作用和實際故應更是巨大的。

重才對漢字如{uJ簡化，人們的認識是經歷了…個過程的。最初J較多地著眼於單字筆割

的誡會 3 甚至有人認為髓化嘉定是減少軍費J; 後來轉龍著眼於字式結構的改變，有人主張

踩用每個音節只屑一個聲符的方法來改造形聲字;近二十年來多沿著現行漢字也是一體

以文組宇的系繞的思路，人們還漸把紹光集中對基本字符的規整上來。獨體字是漢字中

單符短文字白宮基本成分多它以字符的身份參與構字時，或用其音作聲符，或以其義作意

符。因此，簡化一餌獨體字充當的主忘本字符多本僅可以類推嚮化一批芋，師且還能保持

原有的字式結構和構7位系統，簡化字中最令人滿意的就是造樣的字。過攝對章、吉、

毒、鼠、負、鳥、車、門、罵、頁、直逼 11 個現行常用音~首也是現行常用形符的簡化，

--f類推體化了 1156體合體字，竟然站到 2235 餾轎{仁宇的一半多…點。漢字經聽數千

年的演變發展 9 雖然在整體上擺是具有聽史傳承稚的有理性符號系說 ， i豈不合規律不合

理的現笨，不僅陳處可見甜i主古已有之了。如何解決尊重約定信成與遵循系統規律之闊

的矛績，就自然戲了漢字簡化工作中的難題。 1哩咕今後的漢字繁理ι荐，能夠在宏觀把

體現行漢字構形系統的事基礎上，把約定俗成與簡化有理結合起來，更好組順應漢字彤體

諒構的輯朋化。

主、社會用字標車1t

從甲企事表隸楷到今天的髓{I::字，漢字一直處投不斷的變易之中。罷不盤問為摸宇所

記錄的漢語漢文化在不觀地發展著，使用萬語漢字的社會在不錯地演進薯，而且在於千

千萬萬的鋼人在書寫時的隨意陸也使變易，不斷端遊喪著。但是空社會畢竟是一明文字的

本質屬，做 3 鋼人用宇要受至1約定的成的制稱，社會要求個λ用字要建館現範 9 否則就難

以傅建信息罷「沒有共向語吉j了。誰秦始皇的 f審問文字J (;J、主義)、東漠的「熹平~~JIU (隸

、唐代的胡成石短J(樹書) ，直到今天的《衛化革噁勢，無不是在變易基礎上瑋立起

來的新規範 9 無不是用法典化、蟬史學化的方式來推行新規攏。歷史抱著，變路是絕對的

6 音字長安: <貿專心失去蓋地評價簡化事， {語文;建勢，第 1 期(1 991 年)。

7 左手樂教: <簡化字的研究和嚮化字的前景> ' '1香港《語文建設護;的第 66 期 (2001 年) ，頁 6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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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欒 5 攬範是相對的穩定。變屬積極的一面可以推動新媲範的建立，其治鍾的-菌則將

衡。擊現行規範的推行。茁對變易與規範的對立，來的無論是礦廠的推動權是消極的街

今漢字都由勢利導地選擇了社會用字標準化。

先討論變裊的消極衡擊與社會用字樣準化。規範是JI展廳客觀規律的λ為干預雄程今

社會生活要求語古文字規範侃，語育文字規範化反映了一情觀家、一個民族、一個地監

的文明程度和琨代化水平。今天多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正在席播全世界，改革闊放的

中觀已經加入世界賢易組織。市場經濟的空前繁榮、信息投訴穹的高聾發展、國際交往的

不斷擴展 3 都對社會用字樣準化擺I:i:l了更高更緊詣的要求。國家在現行漢字的定量、定

膏、定形、定序上制訂了一系刻規範習領{有跑行了〈劉家過ffl語古文字法) ，採用法哥哥和

宣傳的手段 3 標本兼;台捕事K罐頭、抓窗口、抓學校，大力推行社會用宇標準化，初步攝

制了社會用宇揖亂的勢頭。但是，出版物、影鏡屏馨、計算機的用字不規範現象仍然時

有發生。有的電攪台晚會臨時職員字幕中，常把「聞J字錯寫成廢止了的總二&7漢字簡

化方案(草案)}中的問J ;一些報刊上的手寫體標題 3 常把「美J 字的下半辭份寫作「火J ; 
大盤還模連續劇《水滸傳》把一個罵人的「為J '幾十故土色錯續成 nl扣。許嘉理吾先生曾聽

強調:?當前要大力提高揮民的語文素質 s 加強國民語言文字(彥審美多擺高國民語言文字競

範意識和正確使用語文字的能力。 J8 許先生的這番話並非只是對艷蕾過13姓而盲，

從事新聞文教工作的人更應提高自己的規籠意議和語文素質。

現在討論變品的積極權動與社會用字體準化。變務的積極…間具有合理性多有助於

推動競;鞋的建立與完善。造種積極的推動在當前，主要表現在問個方前:琨行多當字的進

一步規範多現行異體字的權…步規範，人名用字的規範多故僅名稱用字的規範。

《現有漠譯通用字和研岐 7000 字中有 625 個琨行多音字，其甜苦異讀音計 705 個9

0 多音字可大分為聞聲分義和同義異議兩頰，槌聲分義的多音字顱為經濟， r可義異議的

多音字提增哥說頃。 1985 年發樺的〈普囑話異議詞審音豆豆) ，計游及了 849個多音字，審定

統讓了其中的 587 字，對規範現代漢語語音和推廳普通話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審音表〉

選保罷了 31 個文自真讓和若干習慣異議，而造些字大多是常用的字。沒有別義功能的同

義異議是歷史音變過程中的過渡現象多是普讀詩中的消離問章，聞此書要求多一學鏡議的

呼聲一直是很高的。

國家 1955 年發棒的毛第一批異體字整理驗，後又!去蚓、作調擊。據章者統計，實際

整理 795 組具體字會;每汰了 1025 個異體字。 1988 年發悔的《現代漢語禮用宇表》是聽家

在漢字定量定彤上的聲本規範，其實-æ是在琨行漢字範觀內對異體字的-&整理淘訣。

8 吉牛妻宮一磷: <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 (語文建設〉第 2 期(1998 年)、英 7 0 

9 掌聲嘉鎮: <繞行多音字分析卜香港《篇文建設過~ID第 45 期 (199毒年) ，或 21-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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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2 月發怖的也第一攏異形調整理尋訪，對「普通話醬面語中經常使用、合眾的敢撥

頡向比較明顯J的 338組異彤詞，給出了推聽使用詞嚀。進一步整理現行異體字的工作還

需抽強。

中闊的人名鼎宇:具有深!擎的人文牲，一般多選用褒義字或中性字，以表蓋章;這葷的祝

褔與希望?或表白自己的心志與追求。關家語委先後兩故對第三故全關人口普至是數據進

行人名用字的抽樣鏡針，遍遍對 75 萬人名的統計共得入名用宇生542徊。其中現代漢語

常用字佔63% '現代漢語適用字中的非常用字佔 23% ;另有 629個非通用字，佔 14% ' 

其使用麗蓮蓋率為 0.2% 。造幅統計表明，大多數人取名是禮用常用字的，但確有少數人(中

幫人的 0.2% 說是 250 萬)選用了其體字和台僻字10 。這不催衛擊了用字規範，而且影響

了社會交際多看來《人名用宇翰的輯訂{且應加快步伐。再說政盛名輯舟字。我盟的會、

市、縣、鄉四級政監單位計有 5.3 萬個，政盟名輯用字中有近800個是非現代漢語常用

字，其中的生辦宇就有 200多個 11 ，再加上形影色您的雄方讀音(方言或古讓音) ，制及

臨意性較大的少數民族吉普譯音用字。因1f色，全醋規範我國政置若稱的用字及其擴音?不

懂楚地名國家標准化的革體工作，聳聽話杏文字規範仕的重要內容。

要求進一步整理多音字、異體宇的呼聲，要求人名用字、政監名稱用字有關規範的

呼聲，其實就是變異對樣準化的呼喚。借助變易讀權方面的推動，建立規範完善規範說

得依靠社會用字標準化;揖制變路消極方醋的錯擊 p 學持規範推行規範買主要依靠社會用

宇標史事化。我稱應該辦證捕認識規範與變易的瞬僚，自覺站推動社會用字標準化。

工、漢竿的共時用字規律

漢宇歷來被人認為字數太多而難以學習掌握。甲骨文不纜的00字撮，東漠的《說文

解字〉就增至 10516餌，清代蝕〈康熙字典3牧字的。生3僧，當代的〈漢語大字典》收宇 5錯78

悟，即使普及到發街時憊梧的領仔華字典主也故字上萬。 1980年代以來，躍著計算器古學

的思猛發展，人們d穗於發現漢宇在總數很多譴 4表靠後醋，存在著…條擁其應用價值的

共時舟宇規律;漢字的使用具有時代特擻，一個時代的社會周宇相幫集中布常用字種遞

相種定。每{鐘時代所用融字種不懂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前遞有變化，而且 -1園時代洗過

使用的字種都大致操持在六七千左右，其中遞相穩定的高額常用字就更少了。非常舟

、非通用字雖然數量很大， 1旦出現的概率極攏。共持社會的用字集中，在很大程度上

接解了漢字繁多所帶來的困難。總三字數為 572984個的《史畫砂僅用字種 4971 僧，總字數

為 731017 個的他樓夢手僅用字種 4462 個。《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對 181 萬宇的各類現代

的張警告:(人名用字調發和媲能ft設想、) ，輩官僚原主編: <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柱， 1993 年) , 1{ 188“2悅。
11 刺意凡、王際軒哥: <試論我國政區各耨生僻漢字的治動， (，語文建盼望容 6 期(1 999 年) ，頁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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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抽樣語料進行動態統計，計得現代漢語調種 31159 個安字種 457生個，指構調能力

在 10 條以上的 1689 個最常用摸字，其出琨的累計宇故居然站到全部語料的 91%12 。這

一數據有力端解釋了一個人們熱棍無睹的現象: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年代攝語文教材要

求小學三年鼓掌握 1740個生字，而去年級小學生一般都能借助字典髓讓通俗讓物 T 。

劉家於 1988 年發佈了《現代漢語適用字勵和《現代蜜語常黑字船，前我收字 7000

個，復表由第表中的 2500 常用字和 1000扶常用字組成。抽樣檢灘表明:訝。。當擇字在

現代漢語中的覆蓋蓋率為 97.97% 多 1000 ~文常用字的覆麓率為1.51% 多遁的00字的累計聽

薰率海 99.48%13 0 關家把小學生主、初中生的識字聾分別定為 3000僑和握增為 3500 緝的

教學要求多不僅留實可行多問且科學合理。上述輛轎宇表是圈家系競整互理現軒漢字的3重

大成果多是問家在漢字定量定形上的最主持援範。它著報於現行適用茄實行了分鎮定聾，

根據萬字的使用額度與人們的文化層吠，將境行通路漢字還增定室主去尋 2500 字一切00

-7000字三個級別。正是計算語言舉的盤碩成果，使人們認攏了漢字的共時間字規律，

被聶初涉贊琨了對社會用宇科學定量的世代民顧。

漢字是記鋒模語的書寫符號系統，漢字的用字規律其實就是漢語的構調規律在社會

用字上的反映，因悅，討論漢字的用字規律不能不討論漢語的構調規律。漢語構詞之

要》無外乎構詞材料與構制規閑事而構瘤研究的將接則應立足於對漢語權諧的深溺認

識。

任何一種語淺。在調能使用上都具有不平衡牲，因而都歷史地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誨

。墓。本鋪置所代表的是與人類社會生活密海相關的基本概;章，越體諒圓其[基本j即全

民適用兩長期穩定高成為構邊新詞白色基髓。義本詞匯能核心吾吾份是根誨，根詞最能反映

tI:l諾宮特點的本質。各種語宮都有皂己的根諂多漢語缺乏形態變化，其根摘自間尤為發

達而鎮具特色。第一些漢諧的觀詞…般都是單純嶽立自台單音詞。言善黨單音節化是漢語的

概本特點，上古漢語以單音調Z吾土，單音詞是漢語詞匯鵑露頭與華礎，這是認識漢語的

基本出發點。第二，漢語的根鵑一般都是;有緬盟黨的多義詞 c 漢語諒義演變的基本芳式

是義的引伸，漢語漢文化的悠久完整，~語詞特別是根祠的甜義學 I{I中提供了接關社會發

展的歷史大環境，從間使舉峙的亨 I{I會列沉積蔚為共時的一詞多義。第三，漢語的根詞一

般三菩提表示基本難聽規章的通用詞。用﹒以顯碧藍，物以群分J14 多漢民族攏，思維方式特別注

重類的集合與區分。在為聽應漢語發展帶要題演變的漫長過程中多所有諧調都釋捏了優

勝完汰的歷史還是擇，只有哪時最概括總表示基本類鸝概念和基本譜法鷗樣的詞才能成為

12 北京吉普育學院話:首教學研究所編:{繞代漢語頻率調典.} (北京:北京海古學院也級社'的86 年) ，反証書

f[弘 10 ö 

13 磁家吉普言文字工作委皇室會漢字處編:{現代漢語常用字粉(北京:諸文出版社， 1988柄，賞 7 0 

14 {周易﹒系攤上}，教《十三經往硫} (北京:中慈善書玲， 1980 年影印本) ，真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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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用種定的根詞。第凹，漢語的根詞一般毅是構調能力最蠢的制棍。在缺乏單態變化而

以句法構揖為基本構制方式的轉定{削牛下，漢語中現成的根謂天然地兼職接莖專職站成

磊說根?生命力最強的基本調過灑戰龍的轉聽聞成為構調力最強品基本措素。

之，漢語的根詢盤音多義倍息盤大，通用種進生命力挺多高頭能摩構育這力強。漢語根誦

績些簡輯鐘書慧的特性，不僅決定了植句平盟主基本祠的相聲集中，而且決定了播站平面

上基本語黨的吏磊集中，這說是漢語語調雖多而j基本語素較少的根本原因。

這三觀動態地觀察現代漢語調廳，可泣概括為四{東:高額的單音詞，大聾的合成諦，

能膺品慕本語言笨，黨合的構調模式。《琨代漢語頻率詞典〉的動態鏡封為我偶提蝕了三三組

數據:估總歸禮數 120;;。的旦控背誦的累訢祠故竟{在總祠坎數的“.30/0 ' 的j佔塘、論種數 73.

6% 的雙音繭的累訐言是次則只佔」諱言是改數的 34.3% ;出現 2000 故以上的 69 個高額誨，

內中的棋盤音詞的累好調故居然的釋、損故數的 35.9% ;構揣在1001!庫以上的 70個單音

譯素，所講語種佔到總祠種數的 35.7%15 。合成站在詞種數喜愛上車佔緝大多數，單音調控

使用頻度 t仍底盤發j優勢，單單音諧的這種做勢是由相對集中的單音基本祠的適用高鑽來

實琨的多 I括:大麓的合展提則是單音基本詢問時以基本語黨的身份撿熊脊攘的句法構調模

式靈活高黨有求必應地獨生出來的。入稍長期習慣於用舉伊5分析的方式來當論語言整義與

合成祠瓏的幫莓，報單手法、黃詰運轉先生採用系級計量的方法"多幫 40958 個二三寧邊合詔雄

行了分析統計:權合誨義是兩偶語家義的組合者怯 89.8% '複合音是義發生轉化而不再是

錯黨義的組合者佔 0.7% 多分於二者之情館接合詞義與諾家義有關但不全是語棄義的組合

者佔 8.8% 。車項極有價撓的鏡許有力地說明了: r諦黨在構言是詩 3 一般總是課持竄來的

意義不變J '絕大吾吾分二字「詞的意義是由兩個語言定的語義共同決定j 的 16 ó 襯合詞是不用

語家按一定語法關樣結構前成的，其語義當然不是語素義的簡單相加多能J說*觀而商會

合成詞義一般噁、是根植按語黨義及其構詢方式之中的。胡爭i注 3 將大有益fØ:構調研究與

語文教學。漢語的摹本蹄蓮竟是輯室主集中農期種定的，構調模式更是為數有限間有規律

的多基本錯京的科學鶴灣與構詞模式的系統歸納會自Jl:且提成為當前讓構詞研究的重點;

而把踏法與語義的分軒結合起來，把定量與定性的分析錯合起來，則是搞研究所應堅持

的原則。運用現代信息技構來全盟深入雕研究現代漢謂的是表本語素及其構調模式 p

項十分重要的講聽工作，清華大學的黃鼠寧先生和:1t:Æ京大學的俞:全沒先生在這方館權行

了間能牲的研究。

15 北京語盲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紹: (沒代漢語頻率詞典> (北京:北京給古學院出版社， 1986 年)。

數據引自1'i 1489 '第二級數據是根據該書〈表六 的 300個高頻溺分佈情況分析〉的數據計算得到的，第

三組數據趁綴據該書〈表人 漢字構詞能力分析〉的數據計算得到的。

的苑春法、發昌寧: <基於詩繁數據庫的漢議論家及構調研女卜《世界漢語教學》第 2期 (1998年) ，豆豆 7-的。

此處所照數據是被據該文第閻部分的統計數據計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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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是在音調高度發達的基聽上出現構調復合化的。真話復合構調有輛大特點:論

規則，構調!再提造句;看材料，論根就是根誦。原本高額的觀餾聾作高產的認根多而調

根又不斷合盧新詞，這種…體繭用即基本詞典基本語黨的問一位，直接造成了基本語黨

的相對集中。與此問時，漢字由起輯轉而j記錄語絮，用語黨合臘的方法來構造新繭，不

僅使構調更為方便，論義更為明確，而且使社會用字更去毒集中了。造就在客觀上大大提

了常用漢字的攜碼能力與使用頻皮書從孺…以當十地用幾于漢字去記錄數萬詩詞。

草草「調多字少J 的現象 9 是在繭的復合化與字的多義性基礎上產生的。第一，構詔搜律決

定用宇規律。漢語諸多悶慕本語素集中雪?莫宇字多問常用漢乎集中?記錄幕本語葷的字

就是常用漢字，皮之，常用漢字記錄的說是基本語素。話。。現代漢語常用字在現代漢語

中的覆蓋率之所以高達 97.97%) ，就因為這些字大多記錄的是高頻高囂的華本語素。第

…，字的內油大於誦的內攝。漢字在記錄漢語的歷史發展攝程中，先後徒搏加字的義項

(引伸、骰倍)和增加誨的長度(合成構調)兩餾方面來控制漢竿的數量。 r凡字，有本義吾

有這 i押之義 3 有{鼓惜之義。 j…字多義而異認同形的現象相當普釀。於是，在構調的基本

語意相對集中的基攤上，記錄草本語黨的常用漢字就更為集中了。綜合構調與用字儒方

麗的規律，的乎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漢語揖多字少以字構調阿生調熟字。草草裹的

指的是記錄惡本語黨的常用漢字。

研究漢字的最，略目的還是要透攝字路去認識它所記餘的語諦。漢語的基本語牽決不

是散沙的堆積詞是類擎的黨舍，這{團集舍不僅是一切合成祖賴以層層生成的物質革碟 3

福且是漢語語義續鐵網絡的積心體系。漢字的社會用宇集中常用宇種較少的其時用宇規

律 3 在現代信息社會中具有廣泛前重要的應用價值。它不僅可以使我們透過現符常用漢

字東把握現代漢語的基本詩意與構調規律?能指科學地研究現代漢語的語義體系與有放

處理漢語未登鋒詣，而且可以使我們利用現行常用漢宇來加強語素與構調法的教學?從

前大大提高中小學語文教學與對外獲語教學的效率。

玉、漢字的擺輯構字規簿

學習租教學漢字，首先要碰到兩個問題:漢字數靈如比之多 5 先學哪些字(fJ首序漸

擺) ;漢字形體這麼複雄，應該怎麼教(執筒禪繁)。這在司、學語文教學和對外獲語教學中

尤洛賓出。 1970年代末，國家詩還是出的第一批特設教師是幾位小學語文老師。 能們用會i

造性的勞動使小學生在兩年內器識掌握了詣。0-3000漢字，被人們輯為「手執金鑰起的人

們J 0 二卡多年過去了，能在小學低年級完后立小六年識字任務的教改班級、學校乃至片

盛雪已蘊是各地都有了。他們的鐘驗各有特色，但很本的一條是都在努力按照漢語的措

詞規律和漢宇的精宇規律去進行字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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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一盤先象形以晝文復舉乳聞組宇的賓主鑿，陸符號及纜。漢字雖然形體複雜數量

多， {封信是!Îl若干主義本字符構成的，獨體字麓是摸竿的原錯字報和祺系統賴以影成和發

展的基聽;漢字雖然~體樣親數量多， {發言的構字模式是有限有理的，是由獨字過蠅「比

類合寵」或「形聲相益j 的構字方式繁衍出來的。數百基本主字符在按形聲或會蠶的方式蘊含

峙，具有自己的撞擊輯構宇規律。護農字的構字規律與漢語的構詢蜈律可謂基本一致:漢語

詞多語黨少，漢字字多字符少，其主義本語蒙、基本宇符嘉定更為集中了;漢語用語黨組合

成誨，漢字用宇符組成合體字，其蘊含方式都簡便鑫措醋邏輯有理;漢語中的根諂又是

構詞的詞根，漢字中的獨體字又是講字的宇蝦，都是一體間用路高蘋高麗。…耐句話多

多文少以文組字而字熟旁就是澳宇的構宇規律。漢字構字之票贊盡在爭接與華乳。研

究漢字的車乳，或可由字報前宇族以把握漢字的結構體系，或叫自漢語萬澳字以認識漢

字的發展規律;其權纜，前者在按鶴體為本而以文緩字，接者在於 il兵額爾聲J而「議字相

承j 。

東漢的許慎首創對漢字的擁形繫聯分部顯提的工作，憧誰出: r倉韻之語作書，鼓依

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復形聲相議，(!P謂之字。文者，物草草之本;字者，玄學乳間接多

也。 17他強調先杏文研梭有字，字是指文孽生繁緝捕道漸增多的 3 並運用六番理論從這

宇原理上分研了九千多小裝字的字式結構。甫宋的鄭攤在《通志﹒六至尊略〉中進一核指

出:悶、學之建議，第一當議于母之招生，第二當讀文字之有憫。」他強調文與字的區期，

聽確了「獨體為文，合體為宇J :聽潛之文又因在構字中的功能不同需分為靠攏的母與主

聾的手， r二母為會露，一子一母為撤聲J '如此母子相生而成無窮的合體之字18 。龍就不

僅強調了鑄字的草乳合體宇的字符，問詣出宇特有主義主聲之分，其以文組竿的方式

是會意與方主要章。 1克後，研究竿根如何孽混為字族再集合為漢字系饒的字原偏旁之學…豆葉

攝相漸進，並發聽蔚為今天的漢字構形學。

漢字有兩{閩中轉形系說實一個起外部的字體結構，一個是指部的宇式結構。分析字單

結構的闊的、方法也閣成而各有側叢書話者著H良於析字，建層拆分隔學Tl多攝碼;繞者著

報章含造字，一夜坊分以析形求理。漢字的字體結構盤磁月3金華韓攘的聽史演變，雖-J:lI長

相承但變1t1農犬。現行漢字的字體結構是虛繁重言，組合成者則牛 s 吾吾{牛層騰拼合為整宇的。

由Jj~站是字的外部結構，字體的那件共不在乎是否成字頭與聲字的音義在接聽聯擊，研

以訴分帶有較大的主酷性，這就是漢字攝碼之所以血現7萬碼奔蜻j為富的原因。漢字的

宇式結構是五乏足於造字方式體現造字理據的結構，其竿符與整字有著音或義的髒繁。灑

亭的字式結構古今基本一致，變化主要發住在各種字式的比黨、以彤我麓的方式和部分

17 漢﹒詩中懷:罐文解三字.如弓!自清﹒段:li裁:爛文解字游(上海:上海古書毒品級柱， 1988年影印棋，真訕。

18 宋﹒鄭機:令重志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杖， 1990 年影印本) ，頁 112 ，J{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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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的性質上;復起的形聲字發展成為漢字的主體詞多鐘80% 斟上，單亭的象彤表意建

步進化為分部的類特繫聯，一些字符演變准了眠不表者也不表義的記號19 0 

讓我們還是從宇體、字式的古今變化上 3 來考察一下現有漢字系統中的寧根、字式

與構字規律吧。

第一 p 漢宇字體的一變再，變與獨體字的宇根性質。如同自-f插話棄權麓的詞是單純

誦，由--fl體字符充當的字就是獨體字，彈體字的性質就是整體象形而單符成字。甲骨文

中的[人j字寫作在多街照手腳分工的直宜人的*象描叢出來以記錄f人j這個甜的獨體字?

接班它又帶著建餾意義去充當字根參與構字，共在以文組字的攝程中將聽來的具連接盧化

擴大為一種概括的類意義，用來插入以及與人有蹋的各種事物、行為、性狀等，從括主要

步彭成了一個提[州的類化性字族。在轉變為了更利構亭的囂，人旁 9 其表意方式早已由

竿的象彤表:意發展為系統的義類聯鱉了。說獨體字在卒讀，變中農失了表意，陸 3 是說它的

圈像表意性問富的;但它的文字表章，陸卻耀著漢字系統的發展時得到加強，尤其是它在

以寧符的身份充當權字部蓄、高額形符時ør表現出來的那種表意性就更君主高級更為概括

了。《漢字信息宇典》統計的 7785 餾現行漢字中有 323 f國獨體芋，這些獨體字雖然只佔

錯字種數的 4%' 但使用字改卻站到總宇:大數的 26%恕。國家話聲 1997 年發布的《漢字基

礎舊時粉?從對GB 13假)O.l字符集的 20902個漢字揖拆分中歸納出了 560個華聽音程件 p

其中有 393 個主形部件 3 另有與之悶頭或形近的樹影部件 167 個。據筆者統計， 393 個

主形部件中，出獨體字及其變體充當的有 234個 3 站的%;葫 100個高頻主影部件中拿

自獨體字及其變體充當的更多達 73 髓，部{在 73% 。以上歷史分研與宏觀數據說明了，

現行漢芋仍然是字多字特夕，兩三獨體字街然是現行漢字中使用頻度高槽宇能強的華

本成分。

第二，部分字符變為記號與合宇的宇式結構。黨寧的字符原本分為表義和表音兩

類多乎聽顯後來都有演變為記號的但以聽符為多。部分聾符不表膏，根本原間有幫條:豆葉

彤音聯繫弱，聲符與影聲字在漸變攝程中去能始終闊步;漢字堅持表意睦，在結構求平

衡書寫鹽簡便時一般態是簡化童車符。《說文解字乎在分析工E愛時，明確標出:苦奮筆J 的形聲

字有284字，如 f坎，從火，吹雷聲J ;明權標出「省形j的形釁有41 字，如「亭，籠高賞，

了聲J ;研罐揀出 f會影」的會意字有的芋，如「昏，能話，民會j泣。三項計的8 字，純

佔總字數的 4%(許說久妥處當男作別論)。小集拘且如此，在鐘過轉變、楷化、纜化復

位現行漢字之中 3 宇符不標音或不表義的情?見識更多了。部分字符變成了記號，但這並

沒有健體系上改變漢字合文成字的字式錯構，絕大部分漢字，軒然是合體的形聲字或會意

19 參辛苦裘紛三支:(文字學概要全(北京:商務印畫藝館， 1988 年) ，頁役.36 。

空。李公食、劉ilQ 7t主編:(漢字信息字典)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8 年) ，頁 1071 。

21 潘天烈: ((說文解字〉導譏辭典) (成都: IlYJ iI辭發出版社， 1995 年) ，資 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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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僅器為現行聲持系統的農音清能雖然不強坦通保持著表音的性質含話呈現在於君主

數不多的接心義符的高旗高產能系統上加強了漢宇的顯聯繁。在 7000 現代漢語議用字

中多構字在 20 個以上的現行形符只有 541間，師它輛新構成的1吞聲結構計 4898 爭實居

然佔到現代漢諾通用中形聲字總數的 87%段。這 54個高麗的現行形符又是亮麗的造字音ß

首，參構了大量會意字;它偶躍符作牢時還是使用額度極崗的常用字。其所以如此，就

是間為它們所表示的是漢民族社會中最基本最j核心的額概怠。當然 3 其它形符所司長示的

也多夫在類意義，部口是下…揖層扶上的以形台類了。為數有眠的義符通過形義援…的原

則和以文組字的方式去進類聯擊事說1m有力地維鱉和加強了現行漢字表義的系統性和構

字的邏輯性。漢宇系統是在字體字式的演變中發展的，現佇漢宇仍然是在理性的符號系

鏡，大多數現好漢字佰然可以擺衍軒形求王型的分輯。

漢語的構詞規棒和漢字的構宇規律，遠走了科學的字詞教學要使語蒙和字根抓起。

第i措詞多字少怯字構祠而生說熟字的構調規諱言聽常用字當作語蒙教，可以使學生說掌

揖宇晨，用字入手來成批學智合成詞。用字多文少以文組字謂生字熟擎的增宇規律，把搗體

當作字根敬，可以便學生能掌擺獨體字入手來成串學智合體字。面對大攘的合體字言不

加分軒地教聽字，全盤訴辭地教筆畫，都是不可取也辦不到的。面對大量的合股祠 'Ýdi

視語黨與講詞法而只廳還認講解多也是費力不討好的。如悔自覺地從獨體亨、常用字入

手來有序列成體系挖潛字詞教學，己續為輯來麓多的人們所關注。豆豆為只有在掌握

當基本字符的獨宇的基嘴上台在掌握了記錄墓本語擎的常用字的接礎上多再來類推學習

合體宇合成誨，其效率才能置教與學的有理在序請大大提高。至於漢字教學所用能基聽

器件，首先應該從常用字中歸納，最好稜對現代漢語的覆蓋率達到 97.97% 的 2500 常用

中歸納;其吠，部件的坊分要有利於拼符講字，由獨字及其變體充當的高鑫表義爾發

要鑫可詞用;第三乏，運用基礎部件進行教學要水漲船高手關著學生水平的提高，要及待

使用成字都作乃草合體音ß1'午來閱展宇式結構分析，以加強漢字教學的著頭，性、人文性和

科學性。

許攪在分析小掌中的宵蝶、省形現象時，是仍然捏造些字當作醇聲字或會意字的。

今天，人們把聲符不機音或影符不我義但讓能類推保持了?彭聲結構的字仍然授為形聲

字，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字盤可以進行新車求理的字式結構分析， ì聲可以說宇符的類推與

組合方式中找自j與數字在海義上的某種聯繁，前這在字語教中尤其有意義。譚覽漢字，

f獨體為文 9 合體為掌打「比類合進j 以成會意字多 f形聲相益J船主主形聲宇;執簡拇鱉學

漢字多首先要掌握基本義符，功夫多于在字報字式。 700。現代漢語適用中的形聲字佔

22 主義志編: <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 '教練!原主編 p 總代漢諾閥字信息分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駒，褻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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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分析現行漢字的字式結構，重點的在影聲字。

J綜上所述，漢字的規律就在於歷史的表意化單音1t鑄勢與內在的有聾性系統性聯

繁，吾吾者反映了我們民放辯證罵中的翠綠方式，後者體現了漢語字體化鎮碼的接濟原

則。

著H晨殷歷史演變多漢字是一個詞說方式意發化、芳主體結構簡明化、社會用字標準化

的自組織系統。漢字是脫胎按圖畫的自源文字，以單音詞為主的上古漢語要求言以單音

調~î單位講彤，尤其是民族的長期鏡…而方言搜雜， f吏漢字歷史地選擇和堅持了攝議構

形音農字的基本走向，就是漠字之所以能夠攝應漢語漢文化的根本原肘。漢字的發展

以系統品方式權封的，我們民放辯證用中的思，雄芳式對漢字的演變產生了深梨的影響。

面對字式上的意兒典音化、字體上的繁{t與簡化、字用上的變興興規範的矛盾，我們的

民族總是在承認矛盾的對立一種的月將事更多端注重矛盾的統一多往往輯用矛)當雙芳相

互軒的相互補充的鷗樣來權佇系鏡內井的協鬧聲合，通過調盤內部結構與改善外向功

能多說而維護了漢字系統整體上的動態平衡與質的穩定。凹顧在最借宇泛濫的惜沒下「以

類甜聲」站起製影聲字以加強漢字的表意性，問顧在古文字形體繁難的情說下攝過隸變來

實現字體的全面幫柱，師續在「文宇暴形j 的情況下舟小裝作規範在全國擁有 f書同文

，但乎無不是執兩用中辯證統一。結合民誤思維芳式和漢字所處能歷史環境來思考問

題，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漢字的歷史擴變規律。

著報於內在聯繁，漢字是一體碼亢基闊化、結構合技化、編碼接濟化的有理性符號

系絞。基因是生物體遺傳的基本單位。漢字據義構思形義繞一的特點，決定了摸字的字

根{獨體字)在台文成字時 3 漢語的詣根(常用字)在組字成詞時多說是以軍裝意禮堂搏器義

的基本單位。獨體字叫字根身掛參與構竿而「生字熟旁扣常用字記錄的話京參與構詢問

f生調熟字卜追熟券、熱字就不僅生成而且表乖了生字、生諧的語義。沌的現代漢語攝

用中的思體字，其形符具有濃義油能者位熱高達87%23 。上文所引苑眷法、黃呂寧先

生的統計表明，是萬二字複合詢中闊詞義是輛輛譜家義的蘊含者屑然高達 90% 。這構調

走麓分析數據有力地說嚼了:高蘋高產的獨體字、常用字的以形表諜，在現代漢語白宮合

體字、合成論中的然具有基間啟發的語音傳作用。遠個認識對於漢言語字調教學與中文信，息

處總具有幢大的應用轎告。徐擺攤先生指出) r語宮是現實的編碼體系。…種語吉如詩將

現實編成隅，j )使之成為語言的基本結揖單位多這與按語吉社醋的，思線方式有關。J24 漢

字就是﹒種現實的攝碼體系=其攝碼機制不僅反映了漢琵放的思維方式多而且體現了優

23 康加深: (現代漢語形發字形符研究〉﹒載陳潔主編 〈現代漢譜期三言，息分析》叫:海:上海教育;但級社，

1993 年) )頁 81 0 

位徐過錄: <í字j 和漢語研究的方法論卜《妙界漢語教學》第 3期 (1994 年) ，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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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編碼的經濟原點。第~漢語中的字、詞在使用輯度上，字符、語素在構字構誦會今能

力上，是很不干“衡的;換古之多社會能用字用詩是相對集中的事豔字的字符、構調的語

素是更為集中的。第二，現賤的高頻獨體宇往往就是高黨的基本字符，幾宙基本字符構

裝了婚萬個合體字;常用字記錄的高頻單音詞往往裁是高黨的基本語竅，幾千基本語素

構成了幾十萬緣合成諦。這就是研調的 f字多文(獨體字)少」、「古詩三多字(常揖字)少J 0 第

一，漢語的構調規則時於壤勾規則，而漢宇合文成字的方式只有形聲、會意兩蕭雪雖然

缺乏影態標誌，但意合高產的組合中卻頑強罷較好議保存著構彤的系設性和語巍的建設傳

盤。要宮之，所提碼元的少冊商塵，編碼模式的糖葫有鹽，說明澳語的構諦構宇主義較為

聽濟的贊化編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漢宇蠶過幾千年齡演變多尤其是轉變、楷紀以來

的簡化、訛變，有→部分字符尤其是一些聲符己總會變了音義全無的記號型有一部分宇

尤其是…些常用字品結構敏壞而確實喪失了構彤的理據。現才子漢字中缺乏攪律性的部

設?就主要集中在這些音義全世無的記號與喪失構影理據的字上。總錯表i在如下:

?真寧的規律

的音單是 船蟹 記胡方式 意化﹒ 形兼音義意一音1t
辯證 維思

聽史演變現律 芳主體結構 繁1t ﹒簡化 單音成字簡明化 用t也b 方式
社會用 變異﹒纜範 輯對種定標堂接1t

有 i繫的 共時用宇現律 根詞作詞根 構詢問建句 詩三學語素少

德總盟 (構說} 生轍字 組字或調 用字集中

義，陸 獨體作字穗 形重擊與會意 字多字符少
攝單
幫幫

議轄權字規律 字熟旁 L全文成之一都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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