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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模
李 宇 明
新词语的产生有两种情况：零星的；批量的。无疑，后一种情况最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简称“词语模”）
一样，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语簇。本文的任务，就是讨论具有
批量产生新词语能力的词语模的特点、类型及其形成的有关问题。甄别新词语，本文采用较
简单的方法：一些新词语词典收录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
词典》
（1979）和《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1989）未收者，即作为新词语对待。文中使用的新
词语材料，主要来自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和 1991－1994《汉
语新词语》。

一 词语模的特点
词语模的特点可以从多个方面考察，此处先看框架和功能。
1·1

模标和模槽

词语模是具有新造词语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架。这种框架由“模标”和“模槽”两部分
构成。模标指词语模中不变的词语，模槽指词语模中的空位。例如“×盲”这个词语模，
“盲”
是模标，“盲”前的“×”是模槽。利用“×盲”这一词语模可以造出一批批新词语：
歌盲 倒盲 法盲 画盲 火盲 科盲 棋盲 美盲 球盲 体盲 舞盲 学盲
电脑盲 股票盲 化妆盲 京剧盲 军事盲 恋爱盲 外交盲 卫生盲 音乐盲
营养盲 卡拉ＯＫ盲……
从理论上说，词语模属于构词法的范畴，但比一般教科书所讲的构词法更为具体，它由
特定的语素或词语作为标识（模标）。例如：
×霸 ×病 ×城 ×风 ×哥 ×姐 ×龄 ×迷 ×热 ×人 ×圈 ×嫂
×托 ×屋 ×星 ×爷 ×友 ×运 ×族……
炒× 吃× 打× 大× 导× 电× 反× 港× 老× 名× 陪× 软×
商× 双× 外× 姓× 洋× 宰×……
而且，构词法是构词的，词语模不限于构成新词，它也可以构成新的词组，例如由“情
感×”就可以构成
情感储蓄 情感促消 情感行业 情感经营 情感商品 情感投资……等词组。再看一
些可以造出新词组的词语模的例子：
×大战 ×服务 ×工程 ×计划 ×教育 ×明星 ×模式 ×情结 ×市场
×条子 ×文化 ×消费 ×效应 ×行动 ×意识 ×饮品 ×状元……
超级× 电话× 电脑× 电视× 公共× 健康× 精神× 科技× 绿色×
泡沫× 瓶颈× 水货× 微笑× 文化× 新潮× 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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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形相同的语素和词语，可能具有不同的词汇、语法性质。作为模标的词汇单位，如果
词汇、语法性质有较大差异，就应看作不同词语模的模标。例如：
a)三包 三论 三铁 三通 三兼顾 三热爱……
b)三产（第三产业） 三梯队（第三梯队）……
a)行中的“三”
（记作“三 a”）是基数词，b)行中的“三”
（记作“三 b”）是序数词。因
此，“三×”应看作是“三 a×”和“三 b×”两个词语模。
1·2

词语模的能产性

词语模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每个词语模都可以造出一大批词语。词语模之所以能产，
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它具有“现成性”。词语模是在人们词语使用和创造的过程中逐步
约定而成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在模槽里较自由地填上一定的语素、词甚至词语，就构成了
一个新词语，而且这一新造的词语还会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例如“×状元”是一个词语
模，“状元”比喻某行业、某方面成绩突出的人，那么，只要在模槽中填上一个行业、工作
之类的名字，就会方便地造出诸如“高考状元、发明状元、交粮状元、掏粪状元、养鸡状元、
植树状元”等新词语来。
其二，词语模并不仅仅是一种创造词语的模子，而且也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是
一种思维模式。词语模中的模标具有一种“类”功能，或作为中心语表类别，或作为修饰语
来表示一类事物的特征，或作为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特点。因此，当新生事物出现之后，
人们就可以把它们很方便地归入到某种类型中去。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有目的、有计划、影响
面广、意义重大的工作称为“×工程”，
“×工程”便成了一个思维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就
必然会产生一大批带“工程”字眼的词语，如：
安居工程 扶贫工程 富民工程 富裕工程 胡子工程 解冻工程 绿色工程
民心工程 素质工程 温饱工程 希望工程 阳光工程 造星工程 折子工程
知识工程 菜篮子工程 蛋白质工程 211 工程 666 工程 送温暖工程
五个一工程 再就业工程、体育温饱工程……
其三，大部分词语模都与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发展较快的社会领域有关。比如，电脑是现
代化的一种标志，发展十分迅速，用途越来越广泛，“电脑×”就是适应这一发展而产生的
一个新的词语模，并产生了如下一些词语：
电脑卡 电脑族 电脑贼 电脑彩扩 电脑裁缝 电脑大夫 电脑地图 电脑点菜
电脑犯罪 电脑红娘 电脑绘画 电脑教练 电脑教学 电脑警察 电脑排版
电脑配餐 电脑算命 电脑医生 电脑验光 电脑帐簿 电脑照排 电脑征婚……
再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市场×”和“×市场”这两个词语模便应运
而生；当社会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问题时，便会促成“环境×”、
“生态×”、
“绿色×”
等词语模的产生。

二 词语模的类型
考察词语模的类型，可以从两个方面着眼：a)模标与模槽的位置；b)模标与模槽的语
义·语法关系。根据模标和模槽的位置，词语模主要可以分为“前空型”和“后空型”两类，
也有少数是“中空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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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空型

前空型是模槽在前、模标在后的词语模类型。前空型的模标一般都是名词性成分，或为
单音节，如“冰箱病、城市病、地毯病、高楼病、红眼病、奖金病、空调病、舞厅病、卡拉
OK 病”中的“病”；或为双音节，如“储蓄小姐、导购小姐、导游小姐、公关小姐、柜台
小姐、空中小姐、礼仪小姐、亚运小姐”中的“小姐”；有时甚至是三音节的，如“发明专
业户、获奖专业户、软件专业户、文化专业户、信息专业户、养鸡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种
子专业户、种粮专业户”中的“专业户”。有一些前空型的模标，看起来似乎是非名词性的，
例如“×热”
、
“×迷”、
“×大战”、
“×服务”等，但是，它们在词语模中的作用也已经带有
较多的名词性。因此，前空型词语模所造出的词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性的。
特定的词语模对进入模槽的词语有特定的要求。这种特定的要求应视为模槽的语义、语
法性质。就此而言，模槽虽是空位但并不是“空无”。可进入前空型的模槽中的词语类型较
多，从功能上看这些词语基本上都是对模标起修饰限制作用的。如：
a)辞书热 丛书热 大陆热 电话热 公司热 股票热 汉语热 科技热 托福热
体育热 外语热 文化热 文凭热 呼拉圈热 卡拉 OK 热
b)出国热 钓鱼热 建房热 选美热 经商热 考研热 旅游热 纪实热 消费热
这些词语中，出现在模槽里的词语多数是名词性的，如 a)中模槽里的词语。少数是谓词
性的，如 b)中模槽里的词语。但是仔细推敲，a)中模槽中的词语，有许多带有谓词的色彩，
它们有不少可以转化为谓词性成分与“热”结合，例如：
辞书热→出辞书热 公司热→办公司热 托福热→考托福热 外语热→学外语热
而 b)中模槽里的词语尽管是谓词，但也带有名词的色彩，许多都可以转化为名词，例
如：
建房热→房子热 经商热→商业热 考研热→研究生热 纪实热→纪实文学热
以上的转化说明，出现在“×热”模槽中的词语，表示的是事物或是事情，都是对“热”
的限定，表明呈现出“热”的方面。至于说模槽里的词语是名词还是谓词，在这里并不重要。
2·2

后空型

后空型是模槽在后、模标在前的词语模类型。这种类型的模标丰富多彩，能出现在模槽
里的词语也多种多样。例如：
a)老插 老倒 老干 老解 老九 老推 老外……
b)文化户 文化衫 文化大院 文化扶贫 文化工厂 文化货郎 文化警察
文化垃圾 文化旅游 文化企业 文化商品 文化市场 文化书市 文化特区
文化下乡 文化消费 文化心态 文化夜市 文化走私 文化大篷车……
c)第三者 第三产业 第三商业 第三梯队……
d)大巴 大款 大龄 大墙 大出血 大处方 大工业 大广播 大教育 大经济
大科技 大科学 大礼拜 大粮食 大旅游 大排挡 大水利 大甩卖 大跳楼
大团结 大卫生 大文化 大政工……
e)导吃 导读 导富 导购 导学 导医 导游……
a)都是名词，模标“老”是前缀。b)中的模标“文化”是名词性的，“文化”同模槽中
的词语基本上都是定心关系，“文化×”基本上是名词性词语，虽然出现在模槽中的词语有
些是谓词性的。c)都是名词性词语，其模标“第三”是序数词，出现在模槽中的成分多数是
名词性成分，也有词缀，如“第三者”的“者”
。d)的模标“大”是形容词，
“大”可以同名
词性成分构成定心关系，也可以同谓词性成分构成状心关系，因此出现在模槽中的词语有名
词性的，也有谓词性的；“大×”造出的词语多数是名词性的，少数是谓词性的（如“大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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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大出血”）。e)的模标“导”是动词，出现在模槽中的词语不管是名词性的还是谓词性
的，模标与模槽都是动宾关系。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模标的类别还是模标与模槽的语义·语
法关系，后空型词语模都要比前空型词语模复杂。
2·3

中空型

中空型的词语模有两个模标，一在前，一在后，中间是模槽。例如：
吃差价饭 吃大锅饭 吃贷款饭 吃关系饭 吃会议饭 吃计划饭 吃紧俏饭
吃亏损饭 吃文化饭……
这些新词语，就是由“吃×饭”这一中空型词语模造出来的。

三 词语模的形成
词语模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语言学条件，二是社会文化条件。本文只谈语言学条
件。
3·1

词语模的基式

词语模是对基式的抽象概括，是语言类推机制的一种表现。基式是一簇词语，这簇词语
有两个特点：a)含有共同词语（包括语素）；b)所含的共同词语同其他词语（包括语素）之
间的语义关系和语法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基式中的相同部分形成模标，余下的部分就形成
模槽。例如“财运、官运、桃花运”这簇词语，相同的部分是表示“命运”的“运”，“运”
同“财”、
“官”、
“桃花”等词语间在语法上是定心关系，定语部分又都是表示某方面的命运
的，因此语义和语法结构也都相同。于是便在这簇词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运”的词语模，
并由此造出“歌运、股运、棋运、球运、商运、舞运、星运”等新词语。如果不从发生学上
着眼，当词语模形成之后，原来作为基式的词语也可以看作是该词语模的产物。
3·2

词语模的继承

词语模及其基式有三个主要来源：继承、引进和新造。先谈继承。
语言在每一时期都拥有许许多多的词语模，有些词语模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萎缩
或丧失造词功能，而有些则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殖能力。例如“番×”和“洋×”都是很早
就有的词语模，现在“番×”已经萎缩，基本上丧失了新造词语的能力，而“洋×”仍保持
着较强的造词功能，例如：
洋菜 洋吃 洋倒 洋道 洋瓜 洋鸡 洋节 洋酒 洋水 洋烟 洋伯乐 洋插队
洋厂长 洋厨师 洋打工 洋倒爷 洋道理 洋顾客 洋雇员 洋规矩 洋经理
洋教练 洋教师 洋节日 洋居民 洋快餐 洋冒进 洋脾气 洋先生 洋小姐
洋学生 洋学者 洋学子 洋饮料 洋跃进 洋专家 洋作风……
继承原有的词语模而新造出来的词语，在新词语中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但往往不易为人
所觉察，因为这些新词语赖以产生的词语模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
高工 高教 高效 高科技 高难度 高文化 高消费 高效益 高姿态……
这些用“高×”词语模造出的词语，1979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其《补编》都
没有收入，可见是在近十几年才出现或才定型的词语，但是并没有给人多少“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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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词语模及其基式的引进

有些词语模或者词语模的基式是引进的。本文所说的“引进”，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引
进外语的、方言的和其他行业语的。例如：“迷你×”是引进英语的词语模；用“宰人”比
喻买卖中的欺诈坑骗行为，起于北京一带，后来逐渐发展出“宰×”模式，并相继造出“宰
客、宰秤、宰家、宰价、宰手、宰顾客”等新词语；“×效应”本是物理、化学用语，后来
引进到大众通用语中，并造出“名人效应、深圳效应、承包效应、明星效应、名牌效应、文
化衫效应”等一大批新词语。
引进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有时很难确定具体的引进源。例如“发屋、饼屋、时装屋、
礼品屋、精品屋”等在大陆新出现的词语，这些词语的词语模“×屋”是在港台产生的，还
是港台借自日语的？目前就难以下结论。此外，像“炒族、炒更族、青春族、打工族、上班
族、工薪族、追星族、追车族、追潮族、追款族、持卡族”等的“×族”，像“休闲装、休
闲服、休闲西服、休闲帽、休闲衫、休闲裤、休闲鞋”等的“休闲×”，皆属此类。引进的
词语模及其基式，给人一种新鲜感，在当今“趋新求异”的语言心理作用下和大众传媒的推
动下，常显示出惊人的传播速度和造词能力。
3·4

词语模的新造

新的词语模的出现要比新词语的创造困难得多。新产生的词语模往往都同已有的词语或
词语模有关系。大约有如下一些情况：
a)由基式抽绎出词语模
原来的一些词提供了词语模赖以产生的基式。例如“明星”，古指金星，大约到本世纪
三十年代前后，
“明星”开始指称“有名的电影演员或交际场中有名的女子”，出现了“电影
明星、交际明星”等词语。虽然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这些词语曾沉默了一个时期，但新时
期以来，
“明星”复活，并出现了“歌舞明星、电视明星、公关明星、环保明星、教育明星、
抗癌明星、科技明星、文艺明星、体育明星”等一些新词语。以这些词语作为基式，形成了
“×明星”的词语模。
b)改造原有的词语模
对原有的词语模进行改造，形成新的词语模。“×星”和“明星×”就是在“×明星”
词语模的基础上产生的。
“×星”是“×明星”的简缩。因汉语节律的要求，“×明星”的模槽中不易出现单音
节语素,加之原来就有“童星”的说法，于是把“明星”简缩为“星”，并仿“童星”造出了
“歌星、泳星、艺星”等新词，最终在这些词的基础上形成了“×星”词语模。现在，又出
现了“×新星”、“×红星”的词语模，这两个词语模是对“×星”的再改造形成的。
“明星×”是“×明星”模标与模槽易位形成的。随着“×明星”的广泛使用，
“明星”
的范围逐渐扩大，指人的意义逐渐泛化，伴随着指人意义的泛化，“明星”的性质意义得到
凸现，于是便有可能产生“明星村、明星城市、明星企业、明星乡镇”这样的词语。以这些
词语为基式，构成了“明星×”的词语模。
c)分化原有的词语模
有些词语模相当能产，如用“吃×”造出的词语：
1)吃富 吃公 吃海 吃会 吃贿 吃贫 吃私 吃床铺 吃床腿 吃大项……
2)吃国饭 吃大锅饭……
这些词语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1)表示从某方面捞取好处的“吃”的行为，如“吃富”、
“吃私”、“吃大项”等。2)表示“以何为生计”，这种意思在词形上一般以“吃×饭”为标
志，如“吃国饭”、
“吃大锅饭”等。当“吃×饭”的词语多起来，便会从“吃×”中分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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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成新的词语模。

四 结语
新词语的产生是语言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新时期，我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
化，新词语产生速度也相当迅速。从 80 年代始，新词语研究成为语言学的热点之一，有不
少的辞书和论文问世。这些辞书和论文，不仅搜集、记录了大量的新词语和词语的新用法，
不仅就新词语产生的途径、特点等方面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而且打破了只用规范的眼光来
看待新词语的观念，首先把新词语记录下来，对它产生的原因、途径等进行分析研究，而不
急于作规范不规范的判定。最近，人们又不满足于对新词语作被动的记录，提出了对新词语
进行预测的主张和一些预测的办法。对新词语进行有效的预测，只有较好地掌握了新词语产
生的规律才有可能。
关于新词语产生的规律，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讨。如从方言和外语中引进、加工，
行业词语的大众化，简缩造词，谐音、比喻、引申、仿造等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本文从词语
模的角度研究新词语的产生，希望对新词语的预测有些裨益，也希望对构词法的研究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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