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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鑒於同素逆序的構詞現象在漢語詞彙發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對計算機自動分詞的影響，本工作從自然語
言處理的角度對歷時語料庫中的雙音同素逆序詞進行比較研究，該語料庫包含兩部已完成分詞和命名實體標註
的先秦典籍和四部明清小說。本文根據對歷時語料庫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窮盡統計，針對史籍和小說這兩種不
同體裁文本中的使用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果有助於考察這些詞在不同體裁文本中的使用傾向，及在不同時
代的沿襲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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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pheme inversion is a significant lexic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rds, and
it poses additional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segment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classics. This work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disyllabic morpheme-inverted compounds in the Chinese diachronic corpo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he corpora include two pre-Qin classics and four notable novels creat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which words are segmented and named entities are tagged. Based on the full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 comparative study is carried out on the use of the disyllabic morpheme-inverted compounds in the two
styles of Chinese texts, that is, historical works and fict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verted words
used in the two types of text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compounds in Chines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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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無論在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中，詞語的同素逆序都是非常顯著的現象，在語言學研究和漢
語教學中也頗受重視。在使用計算機進行自動分詞時，同素逆序詞會造成一定的干擾。本工
作從自然語言處理的角度出發，基於「歷代語言知識庫建置計畫」所建置的語料庫[1]，對
其中的雙音節同素逆序詞進行分析。該語料庫包括已完成分詞和命名實體標註的《左傳》
、
《國
語》兩部先秦典籍及《三國演義》
、
《水滸傳》
、
《金瓶梅》
、
《紅樓夢》四部明清小說。通過對
該語料庫進行窮盡統計，觀察不同時代、不同體裁文本中同素逆序詞的分布概貌，並對先秦
典籍和明清小說這兩種不同體裁文本進行比較分析，找到了一些極具參考價值的結果，可以幫
助我們考察這些詞在不同體裁文本中的使用傾向，以及在不同時代的沿襲和演變。本文的第 2
節介紹同素逆序詞的研究概況，第 3 節介紹研究範圍，第 4 節展示雙音同素逆序詞在語料庫
中的分布，第 5 節基於數據和實例對兩種不同體裁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使用情況進行比較分
析。本文所列舉的實例全部來自「歷代語言知識庫建置計畫」所建置的語料庫（下文稱為「歷
時語料庫」）
。

2 研究概况
中文同素逆序詞是語言學界廣泛關注的現象。現有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主要側重在共時研
究。研究的對象包括單部專書，詞典，某位作者的系列著作，某一對或某一類特定的同素逆序詞，
以及不同文體類別的文本等；研究的角度多種多樣，包括詞義辨析、詞彙探源、修辭、方言、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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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比較、跨文化（涉及中、韓、日）比較、漢語教學、辭書編纂等，參考文獻[2]、[3]以及[4]
的第 6-9 頁對此有比較詳盡的綜述。總體看來，從歷時的角度進行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典型的
代表作包括[4-6]。雖然有些是明清小說中同素逆序詞的研究，但都以針對單本專書為主。本工作
從自然語言處理的角度出發，基於前述已完成分詞和命名實體標註的六種文本，通過對歷時語料
庫中雙音節同素逆序詞的窮盡統計進行對比研究，因此研究對象和側重點均與已有研究不同。

3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為歷時語料庫中的同素逆序詞，但不包括明清小說中的韻文。這是因為詩詞
的體裁較為特殊，出現詞素倒序常常是要創造新詞，以遷就某一特殊的格律要求，或者是要
達到某種修辭效果，此類情況宜單獨研究。
本文所研究的雙音節同素逆序詞是指構詞語素相同，但語素序位互逆的雙音節合成詞。
語言學界對於同素逆序詞的界定方法有寬有嚴，並沒有統一的定義，而且也沒有統一的名
稱，常見的叫法還有「顛倒詞」
、
「同素反序詞」
、
「同素異序詞」等等。本文參考主流看法（見
參考文獻[4,7-9]），針對我們的研究目的和歷時語料庫中詞彙的特徵確定了自己的標準。下
文首先從「逆序」和「詞」這兩方面初步明確我們的研究對象，然後通過實例來界定「同素」
。
對字形、語音、語素義和詞義的考證參考了一些詞典[10-13]，及兩部先秦典籍和四部明清小
說中詞彙的現有研究成果，包括辭書、專著和學位論文[14-24]。

3.1 關於「逆序」和「詞」
「逆序」是指從詞的外形特徵看，其兩個構詞語素順序互逆。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是
雙音節詞，只包含兩個構詞語素，因此不涉及學術界關於多音節詞是全部語素顛倒或部分語
素顛倒的爭議。
對於「詞」的界定，本工作的標準和現有的研究相同的是排除由一個語素構成的雙音節
單純詞。這些詞雖然有兩個音節，但單個音節並沒有意義，所以在分詞時不會造成困難，例
如：
唧咕—咕唧
蹊蹺—蹺蹊
靦腆—腆靦
由於本工作是從自然語言處理的角度出發，在建構歷時語料庫時，我們的分詞原則是以
語義為主要原則，以語法為輔助原則，基本原則為「致力於在做到切分後不造成語義丟失、
轉換、引申或歧義的情況下，切分到最小完整語義單位」[1]。該分詞規範基本沿用了北京
大學的現代漢語分詞體系[25]、並借鑒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分詞標準[26]。基於這些規範，
結構固定、意義固化的詞組、習語、成語等不予切分，作為一個分詞單位，即一個「具有
確定的語義和語法功能的基本單位」[27]。正因為如此，語料庫中的詞條不僅包括語言學
意義上的「詞」
，還包括部分詞組，例如「心多」是主謂結構的詞組，詞義為疑心重，如《紅
樓夢》中的例子「況/兼/黛玉/心多」
。由於切分為「心/多」之後易造成語義丟失，我們將其
作為一個分詞單位，所以「心多—多心」也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盡管我們沒有在嚴格意
義上給「詞」下定義，但為了方便描述，在本文中還是將這些結構統一稱為「同素逆序詞」。

3.2 關於「同素」
「同素」要求兩對構詞語素同義、同形、同音。同義可以是語素義完全相同，也可以是
相近或具有明顯關聯，例如：
驛館—館驛
糧米—米糧
較計—計較
根據這一原則，語素義無明顯關聯的疑似「同形逆序詞」就排除在外，因為這些詞的其
中一對語素義沒有明顯關聯，有些甚至兩對均無關聯，例如：

有些構詞語素同音同義但不同形，主要包括異體字、通假字、古今字，例如：
熟嫻—嫺熟
報荅—答報
這些詞理應歸入「同素逆序詞」之列，但建立識別異體字、通假字、古今字相應的知識庫需要
整合，未來建立完成之後，將再加入這一類詞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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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而不同音的字，通常會表示不同的語素義，所以一般不能作為同素逆序詞，例如：
家當（dàng）—當（dāng）家
好（hào）學—學好（hǎo）
輕聲是一種特殊的語音現象。有些語素通常情況下總是發輕聲，如作為動態助詞的
「了」
，作為結構助詞的「地」、
「得」
、「的」等。有些語素並非總是發輕聲，而是只在某些
特定的複合詞中發輕聲，而且有些輕聲語素的意義與非輕聲語素不同。如果輕聲不造成語素
義的變動，則不作為判定同素逆序詞的考慮因素。例如「應酬」中的「酬」通常發輕聲，但
在台灣國語中不發輕聲1，輕聲與否並不改變「應酬」的基本意義，所以下面一組是同素逆
序詞。

如果輕聲造成了語素義的區別，發輕聲和不發輕聲的就不是同一個語素。例如下面一組
不是同素逆序詞：

語素義和詞義分別指該語素或該詞在歷時語料庫中的語義。從古漢語發展到現代漢語，
語素和詞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一個詞或語素可能會因此而有多個義項。有些詞的每一項詞
義都存在逆序現象，有些只有部分詞義存在逆序，還有些詞和其對應的逆序詞完全異義。例
如以上所述「人家」
，和「家人」詞義不同，
「人家」除了用作人稱代詞外，還有以下多項詞
義。由於構詞語素「家 3」與「家 2」的語素義相同或相關，我們將「人家 3 — 家 2 人」作
為一對同素逆序詞：

有些詞的詞義較特殊，不在本文進行分析：
1）數詞：因數詞組合靈活，且沒有其他詞義，例如「一十—十一」
，因此不在本文分析。
但如果其中一個詞的詞形為數詞，詞義具有引申義，則作為同素逆序詞研究，例如「一萬—
萬一」
。
2）專有名詞：在建構歷時語料庫時，我們對人名、稱謂、官爵名、地名、建築名、機構名
增加了命名實體標註，但鑒於這類詞的特殊性，不宜與普通詞彙混合在一起研究，因此不在本
文進行分析。如有一詞多義的情況，例如「巡按」，既可用作官職名，也可指巡行按察，則
只取其為普通名詞的情況進行研究。
3）臨時製造的偶發詞：為了達到某種修辭效果或渲染具體的場景，文學作品中有時會
臨時造詞，例如「不/偷/漢子/，/只/偷/子漢」，由於「子漢」是為了戲謔而臨時編造的詞，
因此不納入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內。

4 歷時語料庫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分布
對語料庫詞條和同素逆序詞的統計僅包括第 3 節界定的範圍，一詞多義的情況則根據其詞義
判斷，只取其在本文研究範圍所界定類別的數據。例如「千萬」
，可為數詞，也可指「務必」
，由
於數詞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內，因此對其用作數詞的情況不作統計。
1

據《現代漢語詞典》[13]、
《普通話水平測試綱要》
（馬顯彬，廣州：曁南大學出版社，2001）
、
《新華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
「應酬」的「酬」讀輕聲，是普通話中的變調，台灣讀為第二聲（台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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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展示了各文本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對數，不考慮詞頻。
「雙音同素逆序詞對/詞條的比
率」即用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對數除以語料庫中分詞之後的詞條數（不計重複），此比率顯示
了雙音同素逆序詞的豐富度。總體看來，明清小說中的同素逆序詞較先秦典籍豐富得多，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1）詞彙發展的因素：漢語詞彙的發展趨勢是從單音節向雙音節演進，單
音節詞在先秦典籍中占更加主導的地位。2）語體風格的因素：先秦典籍和明清小說的體裁
差異較大，先秦典籍為史書，語言文雅，且其中的人物以貴族等官方人物為主，使用官話，
語言比明清小說單純；而明清小說中的人物以市井小民為主，含較多方言俚語，語言多樣化
成為其顯著特徵。3）語言接觸的因素：兩部先秦典籍的內容寫及的範圍較小，當時的交通，
人的流動範圍、頻率都更小，因此語言相互影響的機會更低。四部明清小說中，《水滸傳》
的同素逆序詞最豐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來源於民間文學，在成書之前已廣為流傳，因
此保留了說唱藝術的語言特色，並夾雜大量方言口語，文風明快生動，因此用詞極為豐富。
表中所說的「同類體裁合併」是指分別將兩部先秦典籍、四部明清小說合併，考察同類體
裁文本中的雙音同素逆序詞，將四部明清小說合併之後，雙音同素逆序詞多達 819 對，體現了這
類詞對於研究明清小說語言特色的重要性。
「同類體裁交集」是指分別將兩部先秦典籍、四部明
清小說合併，考察同類體裁文本中共有的雙音同素逆序詞，兩部先秦典籍中有 6 對，四部明清小
說中有 17 對，這些詞為該體裁中常見的同素逆序詞，例如先秦典籍中的「兵甲—甲兵」
、
「外內—
內外」
，明清小說中的「答應—應答」
、
「姓名—名姓」
。
「全部合併」是指將六部著作合併，總體
考察其中的雙音同素逆序詞，這一數據有助於比較這些詞在不同時代、不同體裁文本中的使用傾
向，例如先秦典籍中使用「氏姓」
，而明清小說中則使用「姓氏」
，反映了其語言的時代特徵。
「兩
種體裁交集」考察的是先秦典籍和明清小說中共有的雙音同素逆序詞，共 9 對，這一數據有助於
考察不同時代文本中這類詞的沿用情況和詞義的演變，例如「甲兵」
，
《左傳》中的詞義「戰爭」，
未見於明清小說中，辭源（修訂本）[12]和《現代漢語詞典》[13]中也未列出此義項，可見
其詞義有所縮小。

表 1：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分布（類型）
文本
先秦典籍
項目
左傳
國語
分詞之後的詞條（條）
6,396
4,392
雙音同素逆序詞（對）
37
19
雙音同素逆序詞對/詞條的比
率（%）
0.58% 0.43%
同類體裁合併
71
雙音同素逆 同類體裁交集
6
序詞（對） 全部合併
兩種體裁交集

三國演義
12,933
150
1.16%

明清小說
水滸傳 金瓶梅
18,984 21,164
288
208
1.52%

0.98%

紅樓夢
20,290
228
1.12%
819
17
956
9

表 2 展示了各文本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使用頻率分布，表中關於不同文本合併、交集的計算
方法和表 1 相同。從詞頻的角度考察雙音同素逆序詞的使用，有助於觀察其在不同時代、不同體
裁文本中的使用傾向及發展、穩定趨勢。相比於表 1 對類型的統計數據，在同素逆序詞的使用
頻率上，先秦典籍和明清小說的差異更大，兩部先秦典籍的「雙音同素逆序詞/詞條的比率」
均不超過 0.20%，而《水滸傳》高達 1.69%，由此可見兩種體裁的語言風格區別明顯。將同
類體裁合併之後，先秦典籍中使用頻率高低差異比最大的三對詞為「子弟/20—弟子/1」
、
「民
人/21—人民/2」
、
「甥舅/10—舅甥/1」
，其中第 1 對詞的詞義不同，第 2、3 對同義詞的詞頻
差異顯示了先秦典籍的用詞傾向。明清小說中使用頻率高低差異比最大的三對詞為「吩咐
4

/765—咐吩/1」
、
「背後/468—後背/1」
、
「方纔/227—纔方/1」
，其中第 2 對詞的詞義不同，第 1、
3 對同義詞的詞頻差異巨大，該詞的取詞傾向，顯示了其正在接近現代漢語的趨勢。
表 2：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分布（詞頻）
文本
先秦典籍
項目
左傳
國語
分詞之後的詞條（次）
130,678 54,025
雙音同素逆序詞（次）
200
109
雙音同素逆序詞/詞條的比
率（%）
0.15% 0.20%
459
同類體裁合併
雙音同素
128
同類體裁交集
逆序詞
全部合併
（次）
兩種體裁交集

三國演義
318,780
2,570
0.81%

明清小說
水滸傳
金瓶梅
486,204 411,174
8,212
4,337
1.69%

1.05%

紅樓夢
494,194
5,432
1.10%
28,461
6,094
31,414
2,632

5 兩種體裁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對比分析
通過對歷時語料庫的窮盡統計，可以了解各文本、各類體裁中同素逆序詞的分布概貌。在本
節中，我們將兩部先秦典籍和四部明清小說分別合併，觀察這兩種體裁的文本中雙音同素逆序詞
的使用情況，並基於數據和實例，從詞義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其結果可用於考察這些詞的沿襲、
淘汰和演變。根據兩種體裁中同素逆序詞的使用情況，可分為以下幾類：
1）先秦典籍和明清小說中共有的詞對：由於這兩類體裁文本的語體風格差異較大，因此共
有的同素逆序詞僅 9 對，均為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中都會使用的常見詞，從以下幾對詞義相同的
同素逆序詞在詞頻上的差異可見這些詞彙的發展和穩固情況：
短長/（先秦典籍 1，明清小說 1）—長短/（先秦典籍 1，明清小說 26）
職官/（先秦典籍 1，明清小說 1）—官職/（先秦典籍 5，明清小說 11）
根據上下文語境的不同，一詞多義的情況較普遍，有時逆序現象只存在於某一種語義之
下，而並不存在於該詞彙的其他語義。例如「職官」在先秦典籍中有兩項詞義：a）官職（《左
傳》
「先父/之/職官/也」
）
；b）泛指眾官（《左傳》「職官/五正」
），在考察詞義相同的同素逆
序詞時，只統計「職官」的詞義為「官職」的數據。
2）僅見於先秦典籍：共 29 對，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些詞雖未見於四部明清小說，但在近
現代漢語中仍在使用。以下幾對同義詞的詞頻數據顯示了這些詞彙在同時代史籍中的使用傾向：
冑裔/1—裔冑/1
惠慈/1—慈惠/3
侈驕/1—驕侈/2
3）僅見於明清小說：共 735 對，以下幾對同義詞的詞頻差異說明了一個現象，即明清小說
的語言介於古、中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在文言文與語體文之間扮演了一個過渡的角色：
據占/1—占據/18
迫逼/1—逼迫/14
鬧熱/4—熱鬧/124
4）先秦典籍中僅用 A，明清小說中僅用與其相對應的同素逆序詞 B：共 76 對，從詞義對比
的角度，可大體分為以下幾類：
a）A、B 詞義相同或相近：對這類詞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管窺其演變趨勢，明清小說中的
很多詞彙已接近現代漢語，例如：
禍災（先秦典籍）—災禍（明清小說）
寶財（先秦典籍）—財寶（明清小說）
b）A、B 詞義不同：

c）A 為本義，B 為引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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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 詞義相近，但情感色彩不同：

6 結語
本工作從自然語言處理的角度出發，基於包含兩部先秦典籍和四部明清小說的歷時語料
庫，對其中的雙音節同素逆序詞進行比較研究，該語料庫已完成分詞和命名實體標註，但尚
未加上詞性標註。根據對歷時語料庫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窮盡統計，其結果顯示，無論是從
同素逆序詞的豐富度還是使用頻度來看，明清小說都遠遠高於先秦典籍，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包括詞彙從單音節向雙音節發展的趨勢，兩類體裁的語體風格差異，及語言接觸的廣度。
本文還進一步對這兩種不同體裁文本中雙音同素逆序詞的使用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果有
助於考察這些詞在不同體裁文本中的使用傾向，及在不同時代的沿用、淘汰和變遷。因一對同素
逆序詞的詞性可能有所不同，有些詞還具有多種詞性，例如「擔負—負擔」
，前者只能作動詞，
而後者可作動詞和名詞。在後續的工作中，將為語料庫增加詞性標註，從詞性和語法功能的角度
進一步進行比較研究，還將引入異體字對應知識，以增加數據分析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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