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史資料庫與斷代語音詞典編鑫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舉

語吉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多也是人顯社會最重要的信息載體。嚼著現代科學投

衛的高達發展，人類利用文獻倍息的方式正在朝著數字化、電子化、網絡化方向發展。

運用現代信息處理工具，建立大容量的漢語文史資科庫，能冊對有鵲起義進行多方麗的

統計分斬 9 遠正在成為研究漢語詞義和編寡漢語詞典的先進手段。本文擬就斷代詞典的

編黨和漢語文史資科庫在當青代措典攝賽中的實用價值略作論述。

一、斷代詞典編囂的特點

語)宮的斷代研究和聲代語首詞典的騙鑫是對語盲某一歷史時期的狀態進行靜態描

寫。斷代的話吉研究有可能對每一時設的語言進行更鋼黨準的攝寫，發現、控扭過去未

能發現或有所忽略乃至錯誤的問題，為撰寫科學、客觀、詳盡的漢語史，挺進有關學軒

的研究打下豆豆寰的基礎，翻譯t岳要的條件。斷代詞典是語文鵲典的一種類型，即共詩詞

典(勾lIlChrOniC dictionary) 。斷代詞典是對某一朝代或某一時設的語育進行歸納研究室主理，

l 然接攝賽成書怯快人們主宣讀的詞典。斷代詞典皆在真實客觀地描寫出各段語富的寶

視，反映出各段之間的發展、真變，從認寶現出語苦的共時4陸輪廓，並在一定程度上起承

上敢下的作用，為進一步攝賽全面描寫詩聽演變的歷史大詞典襲定了基礎。

能理論上說，名副其實的斷代詢典只有收聽該聲音代研有的諦語才能真正如實反映該

時代詞麗的原貌。迄今已有的輸代詞典(如毛現代漢諮詢船、《宋元器吉詞典》、位:古漢

語詞典卜告丘代漢語詞典》等)雖有各自的重軒代特色，但都沒有校錄各自所斷時代中的研

l 語言是漸變的，不…定隨著時代的更幸幸而發妓明顯的突變，因漪，以朝代為依據間編善惡的斷代詞典雪還

不是嚴格意義之按照諮育分鑽研鋪慕的斷代詢典 3 其中有一生是典語玄演變的分期基本一致，乎于…些則(盡

管也或君主或少反映了某些僅在該時代存在的話育現象，信，往往體現不出語言演變的階段候，自前已出版

的斷代詞典多以朝代為分期依據，有鑒於撥弄代詞典繃著藍的現狀，本文對此不作進一步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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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詞語，民捕或多或少都存在失收有關詞語的現象，害的甚至有誤收攏代詞語的不足之

處。顯然，斷ft揖典師收祠的攝藥方法權收錄其的時代所無前為按時代獨有的詞語，府

要確定哪些詞是真正屬於該將代所特有的祠，就必須先瞭解議時代祠麗的全蟻，只有在

對該時代主要的代表性文麒進行總輾式的詞語分析和研究之後，才能將該時代獨有的詞

語說選出來多才能避兔現有斷代詞典中存在的該收未校或不該校館接收的建痛。縛、i模式

的編藥方法，則昆是該時代使舟的詞語都一概校錄，雖然沒有議收或誤紋的弊病，但往往

篇幅太大，而且聽富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有許多基本詞語是歷代傳承問沿用的多造些詞

語立史無皇島代的特色反ïíû體賽奪主。間}罵我們理想中的體育代詞典可取如i再現有的斷代詞典

一樣從實際功用和盟濟效益著喂，共收按時代始出現的詞語和反映該時代特色的詞語，

但所收錄的詞語必須在該時代使用的詞語進行窮盡性分軒的主主體上來確定， f!1l結合特~

式和總，長式的編藥方法警先對該時代的調語權行總、I悵式的分析和研究，在瞭解和掌握該

時代詞蟹的全程後 3 確定需要詮釋的詞語來編饗特色式的輸代詞典。

…酸雨言，斷代說典的特點是指照共時，性原則編壤，即對語育的裝一歷史時期進行

靜態描寫，牧釋的揖語 p 從立甘、定荒豆、注音到釋撓、引例，都只以某一歷史時期為限

而不去涉及在此時期以前或以後的，情況。詮釋對象只眼於從古到今的某一階段的調腫材

料，不聞法言是彤、讀音、詞義、罵法等的演變。然詞曲於詞麗是一鵲開放性系統，認臨

系統實障上是鹽要業及其軸心互關僚的統一體。各體育代的諒我認攝系統中具有一定的傳承

關{豪言立司隨系說實際上是認陸要素及其相互。關樣的統一體。各斷代的詞在詢體系鏡中具

有一定的傳承鞠蟬，動代詞典對JJ:仁也應有所揭示。同時，辭書的編黨舉竟還有其實用的

價筒，因而在辭書緝毒害寶路中亨純軒的共時詞典是不存在的。任何共鵲典都不能不酌收

一峰萬一時期的古舊諂詣，而且在許多場合建摺要借助於諦頓的解釋才能說明該歷史時

期詞語的詞義和盟法。語言的靜態描寫是研究語喜發展史的出發點，措寫愈鑽進行語言

史研究的基嘴就愈社黨黨可靠。語言的靜態描寫和語史的研究蛙祖輔相成的。靜態描寫

是i翼語史研究的出發點和基礎，語言史的研究又君主細緻而又全面的靜態描寫擺缺了可

能。聞官豆斷1t語吉吉普典的攝黨盛須既注意組殼的動態描寫，又注意語古史的研究。斷代

詞典對臨時代使用的詞語的來龍去聽需要一些#聾的說明?盡可能作出規律性捕寫 3 搗

示出每一個詞的詞義系統，尤其是一些常用詞語的替換。如現代漢語中「穿衣J á<J f穿J 至

擺在唐代已出現，可以用加按語的形式說明其本義是 fi單J '六朝時間用「著J表示多

師本義財為「聞著jo

工、漢語語料庫的作用

緝毒審理想的聲代詞典，進行總!巖式的詞語分析和研究是斗睡覺持費力的浩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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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繭，縮著:現代科學投娟的發展，人類進入了數字化時代。電子計算作為琨代信息處理

工具書已由支持處理單一的文字或數據功能，發展至可處理聲像、色彰、動畫、鸝表等

多媒體功能。其容蠢驢來站大，連度路來是產高，文獻管理、檢索、統計分析、自由存

取、快建傳輸等功能也輯來輯強大。不僅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大顯身手，並Jl也在社會

科學研究嗔域襄得到廣泛的應用‘攝荷影響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醋。國浦我們可以禮用

電子計算機來進行誼噴工作。

歷代的文撞在記載了人類文明的進程，也反映了語苦的發展和讀變。我闊的古藉文獻

自先棄自竹筒、*續等介質賀新轉換為紙張以來，現在又菌聽著文獻介質載體新的轉

換，出現了一些磁盤、磁帶和光盤等電子版圖書文獻。這些電子文獻與傳銳的紙質文獻

相比，不僅體是文獻載體的簡單轉換。除了位間小，存貝于最大 2 檢黨方便 p 傳輸極

壞，保存期長等優勢外，電子文獻還可以利用計算機技續進行多檔棍的撿素，相關倍息

的全方位的資鶴，混草草準確的分析歸納，陸蔥研需要的信息，將文本分析到字詞句等不

同屬性的標注 2 提前建立一些電子認料庫，根據需要自動生威主1之間烏龍的數據。如利用

數據庫的全文檢黨功能手只要在樓索程序中輸入一{盟主題詞事就可以想擺地，顯現其在整

偶數據庫中出現的故數，與其他調語的搭配、出現的具體設落及設古對今的權變執議等

情說 G

我國在七十年代末期目闊論著手建立漢語語料庫，迄今不少單位已研製出一系列專

業、專著或專題數據檢業系統。據筆者所知，自前已研製出下到一些成果:河南大學歷

史系緣人筆記檢索梳頭學、《南宋主要歷史文F獻全文數據胎的)11大學古籍互制全宋力

資科檢素系統;中鷗社會科學說文研研〈十三齡、忱秦魏晉南1仁朝梅、位上古三代秦

漢三國六朝劫、是全唐梅、是全聽力檢黨系鏡;蘭州大學妹子語類輯攝制11專;揉按11大

軾的囊掛全文數據庫和多功能檢索系繞;哈爾讀師大〈史記》全文機索系統;山東社科

院語文所《論備》連詞軒 1 ;挾西當中臀研究院《京開卜《靈童僻、《甲乙卜纜車野中醫典

籍全文數據庫;江麗華宮中醫研究所《傷寒論〉、《金寶要略奈、胡學胃論》等全文數據庫;山

東當出版總、社〈二十五的(篩選) ;北京大學〈漢語語料齡(五百萬字:) ;香港中文大左手續

及以最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享有《兩漢及六朝佩噬資料庫以包括傳世典籍紛于

種，共育十五千三百萬字，以及竹筒自害百餘萬芋，甲骨←辭八十餘萬字，金文十餘萬

宇) ;武漢大學出版社《四庫全書》原格式聞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庫全書:> (原格式

聞文版本和可供全文檢索版本) ;北京摺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輯學寶典} ;廣曹大學

的今圈番，集成索引扒拉京趟車電子技備合司《古今厲害集勵。上海厲害館有古籍善本

光盤多已收錄館藏善本做工部船等三千多鐘書可供上網轍索牽閱。台灣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吉研究所能 1984 年關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割J '首先聞發了C二十五史全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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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盤問又擺步建立了先毒吾爾漢史籍、《十三經控頭發、《諸于〉等大型資料庫 3 己可在自

特網上玉堂搗使用。 1991 年 p 國家諾古文字工作養員會開始建立體家級的大型漢語語料

庫，以推進漢語的調法、句法、語義和語舟的研究，問詩也為中文信息處理的研究擺棋

語育資源，對鸝其規模將建七千萬漢字。全部語料分人文與社會科學類(佔 59.6蚓、自

然科學類(佔佇立尋圳、韓合類(佔 9.36%) 、報紙等類(站 13.79%) 。中國基本古籍庫光盤

工程已取得重大進展要選有 10000多種文擻，攝蓋了全部中國歷史和文化，其內容相當

按3部《闊庫全書) 0 2 自本花園大學關際揮學研究研也於 1995 年由版了電子建靡，收入

《臨濟錄卜《菇陵錄卜佇立祖壇主野、也噶棍語鋒卜《古尊宿語錄卜《五燈會元》等七卡多

種禪宗語蟻。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2002 年出版了 CEBTA~籃子纜典系列 3 收鋒有史大正新

修大藏皇島第…冊至第五十五冊壁第八十五:冊。

江藍生先生發丘代漢語斷代詩盲詞典系歹盼序說: I要舖寫一一部斷代語吉詞典，首先要

對該時代的文獻(主要是反映口語成分較多的白話資料)館比較全值系銳的調壺，在掌握

大蠶第一手可靠賣軒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整理和考騁，而要{放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 J 

3 誰知江先生研說，研究考釋謂譜和編審詞典，往往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時間是用在

語料的搜集、童基理、排比、分析、歸納的工作上，間現在計算機期可根據我們攝制設定

的程序迅權準確地完成這些工作。如果說電子語料庫的使用相當於傳統研究工作中詞語

卡片的抄錄?那麼一些自動分詢、自動斷句、音韻分析、語義分析、諸法分析的專用軟

件的競相當於詞語卡片的抄蟻，那廈一墊自動分謂‘自動聽哥特、音韻分析、語義分析、

譜法分析的專用軟件的競相當法詞語卡片的韓比、分析、甄禮、歸納和統計。的70年美

關入工智能專家W.A伍茲提出一種自動處理自然語育的古法，稱為「擴充轉移網絡小

簡稱ATNo 用擴充轉移網絡來分析句子，解釋語義，使苛求得對自然語苦的理解。目前

血有一些基對自然語育處理澳語的軟件。 1986年北京文獻服務處 (BDS) 研製了基於自然

語育處理的中文情報檢黨和處理系統cn叩ON 0 1990年北京信息工程學院與《人民日報》

社合作聞發了全文輸黨系統BITIF1RS (full text retrieval sy概m) 。電子部計算機與傲電子

技備發展研究中心的CID) 中文信息處聽聞放實驗室的1001)張輛生等研製了中文全文

檢索系統m丸，可對各種文本塑資料和某些數據的文件進行操作。湖北大學正在聞發研

和緝毒母語吉分析全息系統將可以對舖齡的語膏、調輯、譜法、縷辭等各方面進行

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有了這樣一些專用軟件和數據庫就能使詞語的研究出籠統的定性分

析走向科學的定蠶兮析。如附有風吹義和吹樂義，根據對《詩援學、。在于》、〈輪船、

〈世說新語》和李白、杜甫等唐詩語斜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劉先賽時「吹J的吹樂義佔~

2 張艷:繡種育事塞進光鑫吟，(文皇軍報}2001 年 3 月 19 日第 6紋。

3 江竅生:'{j近代漢語斷代語7吾吾惡典系列j字} ，江藍藍生和掌聲廣服:(唐玄，代諾咨詢典盯上海:上海教育出絞

杖，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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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可是斜了唐代李白和杜甫的詩歌中， r吹j 的風吹義不僅佔多數，而且幾乎是吹樂義

的補倍。 4 以《詩齡、 G筷子〉、編勵、《世說新語》租船搏器料庫的分析為依據，攝

寡斷代詞典詩對「吹J權鬧個義位的變化就可描寫得更科學更客觀。

玉、到用數攝買車編鑫輸代謂典的一些設想

計算機在處理海葷的語輯方富具有起入的體勢，但計算機並不能取代人的所有工

作。髒代詞典的攝鑫更重要的工作是對話料年代的判斷和諦義的分析詮釋。利用數據庫

編饗斷代詞典實際上是一種人機互動的攝程。計算機根據我們說定的條件對大量語料進

行處理，只要符合錯件事就會運行程!芋給出結果，必然和偶然，規律和制卦，過樹和特

倒 3 皆不加巖男1] 雪一視時仁。這就需要我們對運算擠得的結果攝行分析，發現問題，進

一步設定條件書讓計算機對語科進行再處理，剔除特i9d和倒外。權樣不聲地發現問題，

設定相應的程序讓計算機按照要求解決闊題，通過人擴互動，皮護運作，將我們對語斜

的分析判斷與計算機對話料的形式化處理結合起來，最路就能得至6頓期的結果，鋪蓋革戚

在窮盡某時期所有文獻詞語的纏帳式分析基礎上對具有該時期特色的吉普語進行詮釋的理

想晶體時代詞典。和ffl數據庫編寡斷代詞典大致可分如下間偶步驟:

1 、確定斷代分期

聽定聽音代，即根據語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演變的階設J性，兼顧歷史朝代的興亡更

替，從澳語發展的廢史最河中橫切一刀，劃分出麟代的詩闊範圈。如可分上吉、中吉、

近代三個時設 3 也可分為先碧藍、秦漢、六輯、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七f領帶設。 3

2 、選擇典星星語料

全闊地瞭解各餾時段的文獻概貌，兼容並包不同的文體和內容，選擇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文獻，建立每一部文獻的草草書語料庫。所謂代表性主要辛苦其是否使用及反映了該斷

代的日語 3 國為有審閱記載以來的整個漢語史都是日語和文盲並存的歷史多只有記載口

語的文黨才比較其實地反映了斷代研用詞語的區貌。強漢代辛辛《史帥、《論縷謗、樂府民

歌和漢譚儕經等代表性文獻，唐五代有敦嬉變文、曲子詢、禪宗語錄、《祖堂集》及李

白、杜甫、自居易、寒山、主梵志等的詩作等代表性文獻。

斷ft詞典皆在真實客觀地播寫各段語苦的黨說，聞聞選擇各餌時設中具有代表性的

專著時需要作一番辦協工作，路定所選專著屬於該鐘聲代，注意體免「時代的錯誤J '即錯

4 楊豆豆豆主:(:李白詩歌中的自然v:>' 種辦?奮斗時唐玄代漢吾吾研究)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本土， 1990 年) ，真

390 c 

5 關於豆葉諸要己的分期問題，諸家的設法不一。蔣家詐和李潤織論斷代怒了穹詞典的編駱一文探討了斷代詩

言詞典緝毒害的斷代、收紹和軍擊義可參考哥?本文從峙。蔣宗許和李潤:(辭警研究:> '第生期(l991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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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地把後…時期的諾吉現象當作前…持期的語言現象。如入矢義高先生在〈中觀詞語史的

構想品一文中說， í述莫j這個詞在詩中常常使用雪可不知為甚麼在散文中幾乎不使用。它

是…種詩的晶體，意思是「儘管J '以往日本人續作(本菲如此，只能如此J之意龔其實這

是不恰當的。這是一輛很奇靜的論多能宇宙上看也無法理解會有這種意思。 f遞莫j適值

誦多從唐代一直到清朝為止，一直是周定地作為詩的用詞，然指最早出現的文獻是替代

的命拼音ê)，此後一直到新弋初期的繡他窟》中再出現 1 l叢中間的一段歷史是空白的。

到底是使用過，還是雖然使用過前在文獻襄沒有被記載，這一點不明確。也許就是這餌

原間，宋代人好像已經不理解造個甜苦在注釋唐詩時還對這輔音司專門注解有各種各樣的

說明?一般扭它解釋為「罷教J 0 6 其實《搜神記〉原書傅奎宋代就已散候，今磚本是明代

胡元瑞提《法克車象今~)及諸類書中輯諱:提成。江藍生先生V\拳本搜神記語育的時1-0一文

指出「連莫H最早見於7世紀末 8世把軒的文獻中，在魏晉南北朝的資料中建設有出現，其

基本意義是表示鰻予，既可作副詞，也可作壞論多這是唐代鞠始習用的口語詞。 7 從股

本上可證《攬神話。中的「權莫J 一詞寶路上是後人鷗入的復時資料，不足以成為替代早有

此摘自台依據。入矢義高先生指出此詞能替代的〈搜串串帥一直對唐代科期的髓的齡造中

間的一段安色也反映了此認唐以前尚未見使用。自問《搜神古巴)--書雖題諧音代于實研

作 9 但不能聞作反映晉代的吾吾吉輯輯，又如現存唐代禪宗語鋒大多直是後世攝馨的 3 難免

會有後人的改動之處，有的甚至經過多次改訂。如《罐齡有中庸的敦緝。本、宋韌的車研

本、北宋的幫嵩本、元代的宗實本和明藏本等不同版本，其間差異額大，復出的本子對

聶哥的本乎有改 9 有關，有增。現存量是古的敦煌寫本《禮齡〉已非原來面貌，大的己蜂王

代寫本 3 復出的本子與教撮寫本相較荷宮，改動當然也就更多了。如明藏本。可祖罐罐﹒

機緣第七》中有「恁靡j 、 f藍藍j等，然悶《罐第l)的敦煜本，覆宋本卻沒有這些詞，我們就

不能將這些詞收入唐代詣吉詞典中。目前，攝毒草斷代詞典時在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持

有必要對研選語料先作版本的考誼和文本的校勘?體免使用已屬入後時資料的文獻。

文獻的繫理首先要比較研選定的代表性文獻的各種版本，聽定作為l技鵲依據的原

本，然接將校勘底本輪進電腦，以其他版本參照考訂、校點。利用文字插入和移動功

能，禮讓還校。文宇校蓋自與分詞麟旬的得當與杏，直接關保封數據庫質葷的高悔。如《世

說棄耕芳掛

的。o 8 又如佮庸獻吉翰奇靜手成禽於清康康d嘿年闊，由於成於眾于?如之所據版本紛繁多其中臭文、

訛誤頗多，校勘工作自然成為建立性唐詩〉數接庫的首要任務。每校蝕完一部文顱，即

6 入矢義為:仲麗蓮口吉普史的撈星盼望續刊束縛差點第五六號 (1986 年) ，仙女於位花集一一入矢義商短篇

集} (1 992) 。

7 江藍1= : {}\.卷本搜尋中詔書吾夜的時{-I;)多〈中國語文子第 4 期 (1987 年)。

8 將宗許:(世說新語詞典編饗瑣淡> ' <:辭書研究〉策主期 (199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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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立一個相應的吉普料庫，並攝制分析詞語的有關程序，嚴格形成一儕反映某價時代詞語

資料長攝的數據庫。

3 、進行數據分斬

斷代詞典應該對該時代所有的詞語進行全菌研賞，有了皮映某體時代詞語資料長臘

的數接痺，就可利用電子訢算機所具有的建詢、還旬每分類撐點列組合的功能 9 對數量浩

繁、散見各代的文獻廢料權行塘、帳式的數據統計，綜合比較某些詞語在各代的使用報率

或用法仁的服刑。咨些青義相悶悶廟宇不闊的詞語，如元曲中「艷J 、\:陷j 又寫作 f轍J ' 
即可輾據數接憊的分析從形音義角度說明 f艷j 、「緝j是「轍J 的同音假借字。

「一部斷代的語吉詞典不同於一般的語文詞典、百科詞典，在有限的篇輛襄要錢蠶收

錄那f問時代的主詩詞新語和特有詞語 9 同時又要能得其輪靡，反映該時代的調體系統和整

餾頤貌 o J 9 每f臨時代都有其代表性鵲訶擺舍我們可i且提用窮盡性的選擇性相結合的原

則來分析某個時代詞語資料長攝數據庫中的詞語。斷代詞典要在艷數據庫中所有詞語權

行窮盡性分析和研究的基踏上使中篩體確定具有餓時代特色的詞語，包括某個斷代的所

有調陸和某一詞語在技體i代的不同義讀書如「修理j 在唐代有「處聾，料理J義，敬禮變文

練子齡: \緣人命宇車，如何但修理他 ?J又有嘩治敏食J義?個陽賺聽清七稱，有

…將軍家， r善均五昧，嘗取敗障混胡祿修理食之命其味極惶。 J

我們可根據某些詞語的數據分析來確定新詞新義出現的始兒童聲和首見側。如石蟻智

和李嘉內先生《卡五世紀前後的句?去變化與現代獲諾否定標記系統的影成一一一否定標記J沒

(有) J 產生的句法背景及其譜法化過程》→文說: fW沒J在膚、宋時期…真是一{國名詞性成

餘的否定標記，它否定動調性屁份的用法十五世紀前後才出現。 J 10 r明中葉(約十五世

紀)以後， r沒』闊始建j軒用於謂語中心動祠的否定。 J 11 r r沒』麓的人世紀起闊指引伸作
否定仔竟有1的動詞，一直對的卡四吐紀的五、六百年的時間 都是單獨用， r沒有j 是後

起的用法。車跟現代漢語中『沒j和口支脊1可以自由替換的情說不同。根據梅祖麟 (1984)

對宋末元朝大量文獻輯查，那詩連是只用?沒』不用 f沒有卜編於于四世紀到十五tIt主己的

《老乞大;卜。←迪和1 、你滸傳》才閱始用 f沒有卜院以?沒有1的出琨應大毀在卡四世紀

左看。境是一個重要的發廳，因為這表明『沒』由一個動詞變成動調?有』的室里結否定標

記?這為『沒J向否定動調性成分的擴展提供了可能。 J rn:划作為普通勤誦的否定標記的

時間比?沒有』提閣成獲合動謂的時開大的要晚…、 F詩百年的時聞。 JI+六世紀以後現代

9 向往 3α

10 太間是這夫: (中鷗吉普歷史文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年)認為了大約始淤元朝J ' i寧、錫信:
車票5位諸法哥哥總> (上海:復鼠，大學出版社， 1992 年}也認為 f用於否定動;言，大約 t往往元瞬之際J " 

I1 罐請大詞典》釋 f沒 (]nò)J 的副詞義為「表示否定，相當於夷、不重要 1 0 哥!明吾丘瑜纜蠻記﹒給醫渡江》為

最早書喜愛。「沒(即是i) J 的制訂義為 f末，不管J 0 弓|概樓夢字為最辛辛發言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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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的作為名論性和動調性否定標記的『沒(沒有u已經影成了。 J 12 石毓智和李訥先

生所根據的梅掘麟先生對宋末元勒大蠶文獻調查出自梅先生線譜苔史密幾本元雜劇賓白

的寫作詩期》一文，梅先生在文中指出: I現代摸寵的f沒有』有幫個用法，一個相當於文

盲的 f科卜 f一賴當較文畜的陳~J '他根據高歌蒂先生緣于全書內研見之宋代口船一

文而認為侏子語錄》根本沒有 f沒有j這餾語詞。 13 高歌蒂攬侏予全書內所見之宋代口

語〉時尚不能用許算機來進行諧和的統計，實際上〈朱子語錯》卷二十一〈論語之﹒道千乘

之國車手研載葉駕舔記錄的朱熹解說程醫護發時己說對: r~道于乘之圈，王者輯閣，這只消

從上)1敏說。人去質是寧寧敬，方會倍。才信，使當定部此，著恁地慢怨，便沒有成。 J J名

《朱子語聾發一書的數據分析為編鑫斷代詞典提供了「沒有J一誨的始晃著書和首兒例。

我們選可觀控對各代所使用詞語的分析來確定某些訶語或詞義不為接代沿用的游失

年代。如「思j 讀作乎聽多義為思考、考暉， (巖韻) : r思，思念、t色。息豆豆切。 J 引伸錯，接

念、想念。讀作去聲則有三餌意思。…為考盧闊題周智深入兩又數撓。《尚書﹒堯典.}:

「督;在帝諧，輯、胡文思，先宰天下。 j陸體胡啟~典釋文> : f!思，惠樹皮雪又如字。 J二為

對外界歸作的考盧或特攝結果、想法等。緝毒經﹒麗風﹒蟋蟀》序: r本其風俗，憂深思

燼。 J三為間感於外界關內心哀懇、憨態。《毛詩序} : r治世之音安以樂，其踐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觀之音哀以思，其民間。Jr思J的「哀愁j在中近古鵡措蹄。女口自

居易纜輯于} : r部主掩抑聲聲息， 1，控訴平生不得志。 j又創李窩聽繡齡: r錦瑟無端五

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j金人元好問(論詩雜句〉中說: r頭帝空手，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

華年。 j元好聞改「思Jf.吾「怨j透露出其時f恩j 的「哀愁J義已罕用多這是雄行斷代語料數據

分析時鐘得注意的語育現象。醫青代詞典的緝毒客只有從歷時著限，從共時著芋，堅持窮盡

性與選擇性相結合的原肘，才能充分地體現出斷代詞典朋具有的時代特色。

蠱、搶雄斷代詞義

斷代詞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對錯代研使用的詞語進行共峙的描寫。器吉饒有創新

性，又有繼承性。許多詞語在幾觸時代都過婿，只有對大量諸將進行比較分析，才能發

現這些詞語之冉的組徵區娟 F 只有對所有的調語進行具體全齒的描寫，才可能反映出麗時

代語苦的特色。主力先生在繃瓣古學卜文中說: I從歷史上觀察語義的變還多我們首先

12 石毓智、李納 《十五世紀前後的句法變化與現代漢語否定標記系統的形成一一否定標記「沒(有) J意生的

句法背景及其譜法化過程》﹒《語言研究》第 2期 (2000 年)。

13 梅棍麟:縱論:言史辛苦幾本元雜躺賓白的寫作時期> ' {語言學論齡第十弓輯，北京:商務印餐館的84

年，豆豆 133 。

14 黎靖德;胡孟子吾吾勳{北京。中叢書局， 1986 年) ，真 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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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明說的眼光，任何細傲的變化都不能忽略權去。 J 1，只有攝攝對該輸代中所有詞

語及其運用狀混分門別類的描寫、分析，才能揭示出共時平商上攝墊詞語和語吉現擎的

內在聯繫和商吉發展的規律。如漢媲六朝的文人詩中常見「雲攜J一詞是由比略方式構成

的新詞多義為(分闊、崩離J '實際上是[雲孺兩散j等詞語的簡緒，開由宋玉《高唐賦序》

中神女f且為朝套?暮為行爾j的句子簡化成的 f客商j則可指對佳人的思念，tf1有I代描所

依戀的女子。大的到了宋元時期，由 {r舊唐賦!芋》中的[雲葡J時會間有「男女歡會J 義。 16

斷代詞典的編鑫-1J面注還靜態的措寫，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進訐歷史的動態的縱向

比較，說明吉普詣的來龍去脈，在離肉和橫向的綜合比較中注意對常用揖諾攝行多向性全

1J位的考察。諾吉本身是一體系統， r語育的歷史發展也是系統的。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

時代，是一個新的系統代替一餾馨的系統。它不是零零碎碎地變的多所以我們研究語古

史決不能零敲碎打雪茄1皂、須對整個語盲率繞進行全醋的審寰。 J 17 女u表品「飲食J義的動

誨，上古用「會j 、「飯j 、「飲卜「餐j等;中占出現了 f陀J '但「會j 、 f飯j 、「飲j 、「餐J

導的在使用。《世說新語發中 f食j和「飲j用得較多，閥、「飯j 、 f餐J偶晃 3 李白詩中悅

和[餐j各 201呵，「飯J 5 f9IJ '沒有用 rr制。白居易詩中「食J 70 多樹， r餐J17 餌) r吃J 6 

倒， r飯J2 f9Mo '當屬仁《入唐求法進禮行記》中 f食J 3 側) í餒J15 劑， r吃J 64 例。 19 然

兩質變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編毒害斷代詞典詩可用加按詣的形式從史的角度對這些詞語

的最變(語吉現象出現的鎮率}和質變(具有輸代意義的話吉差別)過程加以描寫說明，在

某種程度上反映各個時段詞語之闊的內在聯繫。

四、結語

員會f代語盲研究和斷代詞典攝賽是漢語史研究的華礎，隔多功能的大型漢語詞義語料

庫的建立又是觀ít語言研究和聲代詞典編薯的基礎。在體育代詞典的攝黨中，文史實科庫

的的利用可以大大提高編鑫工作的殼率 s 使編鑫者能繁重的摘輯、;誰比卡片的手工勞動

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對語育現象和其本質進行研究。歷代龍轉下來的文獻浩如煙海，

如果不利用計算機援部蓋章立文史資料數據庫，再接調綜合比較分析，那麼攝成的廢話代詞

典難免掛一撮萬。自此，我們前臨的任務是系競孺有選擇地先將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

的文章試輸入許算機，建立有關遺盤文史賢料的語料庫，進而制定攝攀系刻斷代詞典的規

15 王力.織部!話駒，(閻明書店二于周年紀念艾知， 1憔悴，又載攏嶽並雖齋文如第 1 冊(北京:中

, 1980 年)。
16 三E云絡: (f客商j 沒經.~ , <古漢語研究》第 3期 (20的年)。

17 主力。《我的治學經驗~，<諸玄學論文集訓北京:商務印發億多 l鴨5 年) , J( 10 0 

18 蔣絃態: (臼緩易詩中與 fr::J J 羊年蹋的動詞~，(語言研究》第 2 期(1993 年)。

的考量志翹:(入是每求法巡繞行記詞在麗研究) (北京:中關社會科學出級社宣 2000 年) ，真 231 。



28 中國語文通訊

劃，形成一個既反映各個時代漢語的面貌特點，又彼此相輔相成反映各代詞語發展演變

脈絡的語吉系統，揭示出漢古今演變的脈絡，從而推動漢語史研究的深入進展，並在此

基礎上編賽歷史性大詞典，進而也為基於漢語的智能化計算的設計莫定了堅實基礎，為

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漢語使用者進入信息化時代開闢通途達徑。

我國自編賽第一部詞典《爾雅〉起，一直是採用人腦加于工的方式，辭書編賽者終日

埋頭於典籍和詞語卡片中，十年甚至數十年才磨一劍。現在，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辭

書編黨和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以往所沒有的機遇，詞義的分析和辭書的釋義可以通過建

立數據庫點擊鼠標米進行，文史資料庫建設正在成為辭書編黨質量的先決條件和重要基

礎。如果說上世紀末利用計算機編黨辭書還使人覺得神奇的話，那麼當新世紀的曙光普

照寰球之際，這已成為辭書編黨的必要技術手段。人類已經步入一個數字化和網絡化的

時代，新時代的辭書編賽前景最引人入勝的無疑將是古老傳統文獻與當今計算機技術的

珠聯璧合，新時代的系列斷代詞典編塞無疑也將充份地體現辭書編賽中古與今的完美、

和諧、巧妙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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