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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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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辞书古国、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中国辞书现代化的步伐还相当迟缓，缺乏宏观的战
略谋划和领跑世界的辞书编纂实践，缺乏享誉世界的精品辞书和影响世界的辞书研究成就。应努力促进辞书编纂

手段现代化，开发功能强大的语料库、知识库和适用于辞书编纂的软件系统；应大力发展电子辞书，特别是光盘辞
书和网络辞书，迅速占领虚拟空间，走辞书综合集成之路。在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的时代，只有用现
代化手段才能圆辞书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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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早编纂辞书的国家。曹先擢先生

但是，中国显然还不是“辞书强国”，精品辞书的

（１９８６）曾经指出，汉代之前虽然还未有辞书出现，但

比例还不高，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辞书还不多，特别是

是辞书编纂的条件已在酝酿。春秋战国时期古籍中

辞书编纂手段、观念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比还有距

已有不少训诂资料，周秦时的《史籀篇》及秦代《仓颉

离。促进中国辞书现代化，是缩短同先进国家的辞

篇》《爰历篇》《博学篇》等识字课本，已将汉字作了初

书差距，使我国由辞书大国成长为辞书强国的重要

步编排，实乃字典之滥觞。两汉之《尔雅》①《方言》

战略举措。

《说文解字》，是中国辞书的奠基之作。由汉至清，古

一努力促进辞书编纂手段现代化

代辞书可谓成就辉煌，出现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

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是：数字技术成为处理信

集成》《康熙字典》这样的煌煌巨著（林玉山，１９９６）。

息的主要手段，数据库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辞书

清末到民国，我国辞书进入现代阶段。１９１１年

编纂手段现代化，其现实含义就是在辞书整个编纂

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文科大辞典》、作新社出版

过程中充分使用数字技术和各种数据库，具体说，就

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李迪、郭世荣，２００２），是我

是开发功能强大的语料库、知识库和适用于辞书编

国现代辞书的萌芽。１９１５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

纂的软件系统。

《辞源》，以及此后的《辞海》《国语辞典》，是早年现代

１．１语料库

辞书的重要著作。然而同西方相比，就现代辞书领

李宇明（２００４）曾将现代意义上的语料库定义

域而言，２０世纪上半叶我国实已沦落为“辞书小

为：“机器可以处理的有一定规模、结构和知识标记

国”。

的自然话语材料的集合。”世界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１９４９年至今５０余年，我国的辞书事业获得了

巨大发展。编纂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

语料库，是１９６４年布朗大学建成的布朗语料库。此
后接连诞生了一批语料库。

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

这些语料库的规模都是十万级或百万级，⑨一

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故训

般称为第一代语料库。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快速

汇纂》等精品辞书，香港、台湾等地也出版了不少很

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建构规模在千万级以上

有价值、很有份量的工具书。经过半个多世纪努力，

的第二代语料库，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出现了亿级语料

无论从辞书出版的种类、发行数量，还是从家庭辞书

库。而今语料库仍处于决速发展期，数量飞速增加，

拥有量㈤等方面看，我国确实可称得上“辞书大国”

规模急速加大，加工更为精细，用途不断扩展④。
语料库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但是辞书编纂是其

了。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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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用途之一。借助语料库编纂辞书已有诸多成功

方面军。语言与知识的关系决定了，语料库不仅是

范例。１９８０年，英国柯林斯公司的ＣＯＢＵＩＬＤ语料

语言的集合，同时也是知识的集合；语料库不仅可用

库开始运转，以此为基础，１９８７年出版了《柯林斯

来研究语言，而且也可用来挖掘知识。知识挖掘的

ＣＯＢＵＩＬＤ英语词典》（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ＯＢＵＩ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领域非常广泛，辞书编纂者最感兴趣的知识挖掘，也

Ｄｉｃｔ幻ｎａｒｙ）。１９９１年该语料库改称“英语

许是发现词语的内涵，发现词语之间的相似与不同。

库”（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并不断扩充，２００２年１月已

这种知识挖掘，可以帮助定义词语，帮助确定同义

成为具有４．５亿词的巨型语料库。ＣＯＢＵＩＬＤ语料

词、近义词、反义词、上下位词等词语之间的关联，帮

库在词典编纂方面的革命性成就，引发牛津大学、朗

助梳理“词际关系”。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文、剑桥大学、麦克米伦等出版社群起效仿，造成势

语料库对于词目选定、词语关联、词语释义、例

不可遏的滔滔洪流（曾泰元，２００５：８３；章宜华，２００４：

句选裁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拥有高品质的语料

６５—６６）。

库，就等于拥有了高品质辞书的基础。⑨曾泰元

利用语料库编纂辞书，是词典编纂方法的根本

（２００５）在讨论汉英词典语料库时指出，建设语料库

性变革。程荣（１９９７）、解建和（１９９７）、王小海

是件非做不可的事，“因为语料库的时代早已来临，

（２００１）、钱厚生（２００２）、章宜华（２００４）等，都曾讨论

若不急起直追，恐怕就会被淘汰”。为辞书编纂建设

过语料库对辞书编纂的作用。梳理这些宏论，结合

适用的高品质语料库，是辞书界最应关注的问题。

已有实践，语料库在辞书编纂中的主要作用可总结
为四方面：

关于语料库建设的论述已经很多，不必赘述，但
仍愿强调四点：（１）科学选取语料入库，并及时更新。

（１）帮助发现新词语、词语的新意义和新用法。

网络上有大量语料，可以用来做些检索，也可以很方

社会阅历的有限性，必然造成个人语言经验的有限

便地下载⑥，但是当前网络语言的质量还不尽如人

性；且语感的悟觉，常需语言材料、语言环境或语言

意，特别是精品辞书的编纂，还需要认真选取语料建

知识的触发。语料库是社会语言应用的缩影，能够

库，或是购买权威的语料库。（２）语料库的规模要达

在相当程度上延伸个人的语言经验，触发语感的悟

到足够的量级。“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３）根据

觉。通过语料库得到的词语表，有助于发现新词语，

辞书需求对语料库进行加工。加工的基本手段是对

可使辞书收词更为完善与及时。通过语料库较易发

入库语料进行各种标记，如原始数据（语料的知识版

现词语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往往包含着词语的新

权信息、载体发行信息、采样方式信息等元数据）标

意义或新用法，而新意义新用法的发现可以使词语

记、语言知识标记、其他知识标记等等。语料库功能

解释更完满。

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语料库加工的深度，亦即标记的

（２）统计词语、词语的各义项和各用法（语法的
和语用的）的使用频度和流通频度。频率统计为语

类别和标记的深度。（张铁文，２００４）（４）努力从观念
上和技术上促进语料库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料库所擅长。利用语料库统计词频，可以帮助确定

１．２知识库

辞书的收词量，如中小型辞书，可以只收词频较高的

辞书是人类的知识库，辞书编纂其实就是对人

词语。对词语各义项、各用法的频度统计，可以帮助

类长期积淀的文化的梳理，因此现代辞书编纂者，都

确定词语的哪些义项需要解释，以及义项的排列顺

须借助各种工具书才能完成工作。借助历史上的工

序，可以帮助确定词语的哪些用法需要说明，以及用

具书以实现传统知识的承继，借助现时的工具书以

法的说明顺序等等。

实现现代知识的整合。现代知识呈“爆炸”态势，更

（３）帮助选择或剪裁例句。选裁例句是辞书编

新快增长快，传统的阅读方式显然难以应付存储着

纂的重要工作，也是辞书质量的一种体现。语料库

海量知识的工具书。为此，必须为辞书编纂者建立

是大量真实的语言用例集合，在语料库中选择合适

适用的知识库。

用例，或是在语料库一定例句的基础上进行剪裁加
工，不仅方便，而且比编造例句更有真实感。

知识库建设是长期的积累过程。首先应当根据
科学的知识分类系统，建立知识库的主题框架与细

（４）利用语料库进行知识挖掘。语言是人类知

目；然后广泛搜集相关知识，依照知识库的框架与细

识的结晶，同时也是人类知识的载体。因此语言学

目进行整理分类，标记入库。辞书编纂者利用知识

不仅是在研究语言，而且也是在研究知识的表达方

库，可以非常便捷地查阅到所需知识，以为辞书编纂

式，故而成为当今信息处理、知识发掘工程中的重要

之参考。一个良性的知识库，还应便于更新，建库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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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者可将新知识及时载入库中，使知识库随时
代的进展而不断充实发展。
我国的知识检索主要还是靠索引，知识积聚的
主要方式还是资料汇编，因此可以不无遗憾地说，知
识库的建设几乎还没有开始，辞书学界应当率先起
步。

《朗曼当代英语词典》收词５．６万条，释义用词
近２０００个；
威斯特和因迪克特的《教学词典》（第４版）收词
２．４万条，释义用词１４９０个。
正是元语言的这种性质，才使得辞书阅读者可
以运用一个有限的语言集合来驾驭广博的辞书内

１．３适用于辞书编纂的软件系统

容。国内关于辞书元语言的研究还不多，辞书编纂

除语料库、知识库之外，辞书编纂者还需要一套

者基本上都是根据经验处理元语言，导致“多数辞书

适用于辞书编纂的软件。程荣（１９９７）曾专论此事。

的元语言还处于自然状态”（姜岚、张志毅，２００４）。

林申清（１９９７ｂ）认为电子辞书编纂专用软件应具有

利用软件帮助辞书编纂者把握元语言，对于辞书质

十种功能。（Ｚ）麻静（１９９８）介绍过１９９５年开发的计算

量的提高显然有意义。

机辞典编辑系统在《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工作中的

（４）具有编校管理功能。辞书编纂是集体工程，

应用。总体来看，适用于辞书编纂的软件，其基本功

不同编者之间体例统一的保持，统稿、定稿与编辑过

能主要包括：

程中对内容所作的各种修改，多次校对及校对结果

（１）帮助辞书编纂者使用语料库和知识库。语
料库、知识库都是庞大的数据库，需要凭借多种软件
才能对其利用与开发，建库者都会为这些数据库的

的处理等等，都是相当烦琐、工作量大且常常出错的
工作。这套软件应提供较好的编校管理功能。
二全力发展电子辞书

使用设计一些软件。这些软件一定要切合辞书编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人预言，人类正迅速地、不

的实际需要。比如，辞书编纂者要了解以往辞书对

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的社会⑩，电子辞书便是无纸社

某词条的解释，即可在知识库中便捷查到，甚至还可

会的一种表现。电子辞书是利用计算机及其相关技

以将不同辞书对某词条的解释做比较。辞书编纂者

术把信息呈现于屏幕的辞书⑩，其设想产生于上世

未必都是计算机专家，软件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些非

纪４０年代末美国学者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但是直到

计算机专家的特点，哪怕是一些很小酶细节。比如

８０年代才有较大进展，并形成了电子词典学（Ｅｌｅｃ—

辞书编纂者常需从数据库中下载一些内容，并将其

ｔｒｏｎｉｃ

复制到指定文档中，软件应能满足这类需求。

这样一门新兴学科（章宜华、黄建华，１９９６）。上世纪

（２）便于输出和修改辞书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或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８０年代，美国Ｇｒｏｌｉｅｒ公司研制的光盘辞书Ａｃａｄｅｍ—

一些特殊用字。辞书常用一些符号来标记特殊的内

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容，以使辞书释义简练，内容醒目，查阅方便。例如

是纸质的，而此之后辞书的媒介质出现了纸质与电

《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开始标注词类，“词的１２

子两大分野。２０多年来，电子辞书已发展成为庞大

大类用简称外加方框表示”；“释义后举例用仿宋体

的家族，有光盘辞书、袖珍电子辞书（即微型芯片电

字，例中遇本条目，用‘～’代替。不止一例的，例与

子辞书，俗称“掌上电子词典”）和网络辞书（Ｏｎｌｉｎｅ

例之间用‘Ｉ’隔开。例中用的是比喻义时，前面加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等不同类Ｎｏ电子辞书的问世与发展，

‘◇’。”⑧《现代汉语词典》还用到注音符号、国际音

特别是网络辞书的出现，预示着辞书发展进入一个

标和一些繁体字、日文汉字等。这些符号和特殊的

新时代。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问世，⑩此前辞书基本上都

用字，在一般情况下输入、修改起来多有不便，为辞

２．１电子辞书的优点

书编纂者设计的软件应能提供这些方便。

同纸质辞书比较，电子辞书具有很多优点：

（３）具有元语言（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限定功能。

（１）检索功能强大。辞书的主要功用是“检索查

辞书释义所使用的语言称为“释义元语言”，简称“元

考”，电子辞书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可以检索词

语言”⑨。元语言是一种“受限语言”，在用字、用词、

目，也可以检索释文中的词语，查全率高。运用多种

释义方式乃至句法格式等方面都有范围限制，虽然

检索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查准率。电子检索速度也比

不同辞书的元语言受限程度会有不同。姜岚、张志

翻阅书页便捷。王世伟（１９９６）指出，纸版《辞海》被

毅（２００４）指出：

认为是易于检索的工具书，它所提供的检索点有部

《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１９８８年）收词５．５
万条，释义用词２１８２个；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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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笔画、汉语拼音、四角号码和词目外文等五个，而
１９９６年正在编纂的ＣＤ—ＲＯＭ版的《上海大典》，却

可以向读者提供１２种查询方式：模糊查询、条件查

版），收有１１万百科条目，其中１２２３个条目有声有

询、逻辑查询、逐级查询、分类查询、区域查询、联想

像，此外还有：１１６０５幅图片，５９０多幅地图，２３２张

查询、定位查询、索引查询、全文查询、距离查询和代

统计图表，３４１张资料性图表，７２５个主题的动态影

码查询。张国强（１９９９）详细比较了《辞海》索引的传

像，７８项动画，２２项交互（互动）演示，以及若干大事

统制作方式和利用计算机技术的“高效、低耗”情况。

年表和“智力迷宫”等（金常政，１９９８）。这些丰富多

事实上，随着检索技术的发展，电子辞书能够从读者

彩的“媒体廊”，使辞书由平面趋向立体，并成为

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角度进行查检。⑩

ＣＤ—ＲＯＭｓ的行业标准（金丽萍，２０００）。

（２）占用物质资源少。电子辞书占用物理空间

特别应当重视的是语音技术的采用。语音技术

很小，例如印刷版综合性百科辞书一般都多达二三

可能极大扩展辞书的功能，马上可以想象到的就有：

十卷，但光盘版只用一两张盘片，只是安装使用时占

１）把诉诸视觉的“看”的辞书，扩展为可以诉诸听觉

据一定的计算机硬盘空间。网络版百科辞书更加节

的“听”的辞书；２）加入语音自动翻译技术，Ａ种语言

省空间。（金丽萍，２００１）电子辞书可以节省印刷、发

的辞书可以自动变为Ｂ种语言的辞书，一种语言的

行等庞大费用，网络辞书还节省仓储、运输、销售等

辞书可以自动变成Ｎ种语言的辞书；３）可以作为学

环节的费用，大大降低辞书成本和读者的经济负担。

习语音的工具；４）可以用语音进行检索，在当前常用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书》中说：“如果你买了一本纸

的拼音、字形等检索方式中增加一种崭新的检索手

张式书籍，你的一大部分钱都付给了这本书的印刷

段。

和发行者，而不是付给作者。”＠张国强（２００１）指出，

２．２电子辞书可能带来的辞书革命

在网上“可以用相当于纸质工具书价格２０％左右的

电子辞书在辞书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意义，也

钱购买（下载）到一本内容同样甚至更多、更好的电

最令人心动的，是可能带来辞书编纂及其功能上的

子版工具书”。

重大改变。上述电子辞书的优点，其实有些已在带

（３）携带方便。光盘辞书和袖珍电子辞书，比纸

来辞书编纂与功能的变化，这里重点指出两个方面：

质辞书体积小重量轻。电子辞书还可以用软件或硬

（１）开放编纂。网络辞书的编纂可能采用开放

件的方式嵌加到其他电器中。网络辞书根本就不需

形式，读者（网民）也可以提供条目、编写体例或编写

要携带，只要上网进入一定的网页或网站，便可查

内容，或对辞书提出修改建议，从而形成网络环境下

询。⑩辞书同其他书籍不同，不是供人系统阅读的，

编读之问新型互动关系，甚至形成辞书编者和读者

人们也并非一定需要纸质辞书，在网络逐渐普及的

的身份转换。这种编读之间的互动，显然不同于“读

时代，网络辞书完全具有代替纸质辞书的可能性。

者来信”“征求意见”之类的传统“互动”。

（４）便于修订更新。纸质辞书修订更新需要重

更不容忽视的是，一些网络辞书，特别是由读者

新排版印刷，浪费大量纸张，而且从排版、印刷到发

参与编写的网络辞书，常常形成网络的公共产品，可

行至读者手中，时间长，成本高，满足读者需求不及

供网民免费查询，从而发展出辞书的崭新的供求关

时。即使非常重视更新工作的纸质辞书，更新周期

系。事实上，网络上现今已有不少供免费查询的辞

至少也要以年计。据此，一些学者甚至强调辞书编

书网站或网页。

纂出版应具有“稳定性”（俞剑，１９９６）。电子辞书重

（２）综合化。不同人群对辞书会有不同需求，纸

新排版方便，一般都可以通过升级及时获得新版本。

质辞书常采取“专门化”措施来解决这些不同需求，

网络辞书甚至不需重新排版，内容修订之后就等于

即为不同专业领域、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编写不同

完成了辞书的更新，不少电子辞书已经能做到每月

类型的辞书。辞书“专门化”代替辞书“通用化”成为

更新（金丽萍，２００１）。辞书及时修订更新，也是辞书

现代纸质辞书的重要发展趋势。

质量的一种体现。

电子辞书容量极大，且可以通过检索条件的设

（５）能够采用超文本的多媒体方式。通过声音、

定来满足不同需求。这样来看，电子辞书的发展方

图像等与文字的配合，辞书的内容更加充实、生动形

向应是“综合化”，把各种辞书集成整合，并利用检索

象，多媒体甚至可以表现单纯用文字无法表现的内

软件实现使用上的“分层化”。例如微软公司的

容。例如美国微软公司在《芬克与瓦格纳新百科全

ｔ３００ｋｓｈｅｌｆ（２０００年版）便体现了辞书集成的现在水

书》（凡ｎｋ

Ｗａｇｎａｌｌｓ Ｎｅ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的基础

平，它有机整合了《美国传统词典（第三版）》《微软出

上开发的《ＥＮＣＡＲＴＡ多媒体百科全书》（１９９８年

版社计算机与互联网词典》《原创罗杰英语词汇和短

ａｎ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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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分类词典））（（Ｅｎｃａｒｔａ案头百科全书》《哥伦比亚引

书编纂的现代化手段，迅速占领虚拟空间，走综合集

语词典｝（Ｅｎｃａｒｔａ世界地图集））（（Ｅｎｅａｒｔａ ２０００新世

成之路，方能圆辞书强国之梦。

界年鉴））（Ｅｎｃａｒｔａ ２０００世界时间长廊））（（Ｅｎｃａｒｔａ文

附注：
①曹先擢（１９８６）：“《尔雅》相传为周公所作（还有别的说

体及其应用手册》等工具书，此外还有“网络连接”，
已经是座微型图书馆了。＠

法），实为西汉初年学者缀集旧文而成，是我国第一部词典。”
②李志江、吕京、王伟等１９８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６月，通

辞书综合、集成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容量很大
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库。这种知识库不仅具有强大的
备查备考功能，而且还可能通过它来学习人类已经
创造的知识，甚至通过它去发掘人类未知的知识。
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可能成为辞书的新功能。

过问卷调查发现，没有字典、词典的家庭很少，“语文辞书几

乎是每个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必备的工具书”。大多数
家庭拥有多部字典词典，其中拥有４部以上字典的家庭为
３２．８０％，拥有４部以上词典的家庭为２６．６４％。详情见词

典调查课题组（１９９９）。

三结束语

我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有人尝试编写电子词
典（章宜华、黄建华，１９９６）。１９７９年开始介绍西方

③语料库的规模依照语料库所包含的词量计算，词量在
１０万以上、１００万以下，为“十万级”语料库；词量在１００万以

上、１０００万以下，为“百万级”语料库，余类推。
④关于语料库的发展状况，详见章宜华（２００４，Ｐ６１—

词典编纂的自动化，跟踪介绍至今不断，并开展了许
多辞书现代化工作。例如：１９８９年快译通ＥＣｌ０００
问世之后，我国的袖珍电子辞书发展很快，市场上有
好易通、文曲星、商务通等二十多个品牌。⑥《中国大
百科全书》１９９２年开始开发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
１９９７年９月通过验收（王渝丽，１９９８）。商务印书馆
同南京大学合作共建的英汉语言资料库系统
（ＣＯＮＵＵ、ＸＩＤ）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通过验收（孙辉、叶
敢，１９９９）。１９９７年《汉语大词典》《金山词霸》两部

７９）。
⑤王馥芳、马兰梅（２００３）指出，语料库与语言生活中词

语使用的实际有差距，语料库的这种“不完全代表性”，会影
响到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词典的科学性。王、马的提醒值得注

意，的确应认识到语料库尽管功能强大，但在当前只是辞书
编纂的辅助手段。不过另一方面，丝毫不能因语料库尚不完
善便低估甚至否定语料库的重要作用，应该做的是加快语料
库建设，促其尽快完善，逐渐接近语言生活。
⑥关于语料库的标记问题，可参见李宇明（２００４）。

光盘词典问世，１９９９年《多媒体汉字字典》出版，

⑦这十种功能是：①录入与修改数据的功能；②数据输

２０００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着迷词王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

出功能；③排序功能；④自动生成轮排索引款目功能；⑤检索

４月，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

功能；⑥款目（词目）的自动分类、合并、校对功能；⑦统计功

会成立（双人，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３月７日，台湾地区

能；⑧自动生成参照及助检标识功能；⑨声音、图像处理功

的第一个词典学组织“词典及语料库研究中心”成立
（泰元，２００４）。２００４年中国语言文字网在一些辞书
编纂者和出版者的支持下，推出了多部网上免费查
询辞书。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辞书现代化的步伐还相当
迟缓，缺乏宏观的战略谋划，许多出版家的目光还多
是紧盯着纸质辞书。电子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一些颇负盛名的权威辞书，因惧怕盗版而迟迟不
敢发行电子版。电子辞书的优势，理论上已有很多
认识，但是汉语电子辞书，特别是网络辞书的发展仍
然困难重重（刘奇惕，２００５）。辞书编纂所需要的语
料库、知识库以及编校软件的开发，还都不成规模。
资源共享难，重复建设浪费大。辞书综合、集成的意
识不浓，辞书编纂、发行等方面的观念基本上还是传
统如故，现代辞书理念还驻留在论文里和杂志上。
辞书强国，不仅应有享誉世界的精品辞书，更应

能；⑩关键词和主题词的识别与自动转换功能。

⑧见《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凡例》。
⑨对“元语言”有多种解释，详见姜岚、张志毅（２００４），苏

新春（２００４）。
⑩兰开斯特《情报检索系统》，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转引自王世伟（１９９６）Ｏ

⑩严格说来，电子辞书有供人阅读的和供机器阅读的两
种。本文讨论的是前者。
⑥见马功兰（２００１）。该文还简单介绍了国际国内电子
辞书的发展状况。

⑩关于电子辞书的检索问题，还可参见林申清（１９９７ｂ）。
⑩转引自张国强（２００１）。

⑩俞剑（１９９６）指出，１９９６年他见到的挂在网上的词典，
“已有不下百种。各种类型的词典，几乎应有尽有：有各类专

科的，有各种语言的，有各种双语的，还有新词、俚语、俗语、
缩略语、隐语词典等等，不一而足”。张锦文（２００１）引用“在
线词典索引大全”（ｙｏｕ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ｒｎ）的数据，２０００年９月

该网建立索引的在线词典超过１５００部，涉及２３０多种语言。

有影响世界的辞书研究成就，应有领跑世界的辞书

⑩见罗怡（２０００）。金丽萍（２０００）把这种情况概括为“集

编纂实践。只有树立辞书编纂的现代理念，开发辞

成型”（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ｒｅ）和“全能化”（Ｏｍｉｐａｄｉａ）的趋势，并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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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工具书集成情况。

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中青

⑥袖珍电子词典的情况，详见章宜华（２００４，Ｐ３５６—
４０１）。

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Ｊ］．辞书研究，２００１，
（４）．

⑩光盘电子词典的情况，详见章宜华（２００４，Ｐ２９４—
３１７）。

［２３ ３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征［Ｊ］．辞
书研究，２００４，（５）．
［２４］孙辉，叶敢．关于建立网络化英汉语料库系统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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