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笔者曾对近代日语中的形容动词进行过系统

调查[1]，结果显示该类词多达1400余个，从来源上

可以分为来自汉籍且词义无变化的“传承词”、来

自汉籍但产生新词义的“新义词”、近代中国新创

造的“中国制新词”及日本人创造的“日本制新词”

四大类。四类词中“传承词”的由来及发展问题基

本无争议，“中国制新词”数量极少，而“新义词”与

“日本制新词”因涉及中日两国双向的词汇交流问

题而使考证颇具难度。对于“日本制新词”，笔者

已经以“正确”与“优秀”为例进行了考察并撰文发

表。本文将针对另一个大类——“新义词”，选择

其中汉日同形且在两国均为常用词的“伟大”一词

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伟大”的论述，仅见陈力卫《何谓“新汉

语”——以出自汉籍的词为中心》（2011）一文。该

文指出，汉语中主谓、并列等结构的短语未必能发

展成单词，而日语中此类结构不但容易成词，且为

新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其中“伟大”被列入并列

结构的词例。该研究提示“伟大”有先在日语中发

展为单词并产生新义，后传入汉语的可能性，但未

进行具体考察。此外，中日部分国语辞典在“伟

大”词条下罗列了若干书证，为考证词源提供了线

索，代表性的如《汉语大词典》[2]《大辞海》[3]及《日本

国语大辞典》[4]等，具体内容见下页表1（原文为繁

体，现统一为简体，下同）。

从中国出版的工具书可以看到，古籍中已经

出现“伟大”一词，其词义到近代出现扩展。然而，

仅观辞典所列之书证，无法明确古籍中的用法与

近代词义之间的传承关系，近代词义的来源也不

得而知。相较之下，日本辞典只列了一条词义，该

词义与中国出版的工具书的“崇高”义项基本一

致，最早书证为 19世纪后期，早于汉籍。然而该

条书证中的「偉大」并未包含「すぐれる」「りっぱ」

等褒义语感，与词条所列之词义不尽相同。

综上可知，关于“伟大”一词的来龙去脉，在中

日两国的词汇史研究中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

此，本文从汉日语言接触的视角，通过调查包括语

“ 伟 大 ”的 词 源 及 词 义 变 迁
——基于汉日语言接触的视角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周 菁

[摘 要] 中日词汇近代化的过程中，大量汉字词得以创造、改造或出现词义变化，我们称之为“近代

词”。“近代词”中的术语和部分名词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而形容词等词汇因为不具有典型的近代特

征而往往遭到忽视，鲜见研究成果。本文以近代形容词中的“伟大”为例进行考证，结果显示：“伟大”

源自汉籍，最初用于形容身体巨大。该词传入日本后，大约在19世纪后期产生表示抽象事物大且好

的新义，且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普及。19世纪末，“伟大”带着新义回到中国，其新义逐渐取代汉籍的用

法，在20世纪早期融入汉语并沿用至今。

[关键词] 伟大 近代词 词源 词义变迁 语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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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在内的古代至 20 世纪早期的相关文献，对

“伟大”一词的由来、词义变迁与容受，以及该词在

中日两国间的传播情况进行考察。

1 古籍中的“伟大”

1.1 中国文献

通过查阅“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数

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等古代语料库，可知“伟大”在

古籍中的确存在用例。如（1）-（3）所示（用例的标

点符号及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下同），至少从唐

代起，“伟大”主要用于形容身体躯干之巨大，该用

法一直延续到晚清；也有如（4）和（5）将修饰对象

扩展至“宫室”“观”等，只是这样的用法极其少

见。上述用法与《汉语大词典》《大辞海》等的描述

一致，但未见表示“崇高、令人景仰”词义的用例。

（1）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师古曰：壮大

者，言其形体伟大） （《汉书》）

（2）端身体伟大，凡加体貌，必见拱揖，为纳陛

升殿。 （《东都事略》）

（3）至夜半中，闻有风声极大，迅速之间见有一

物，其形伟大、眼光如电。 （《广博物志》）

（4）北京据幽蓟之会，伟大壮丽之观，古所谓形

胜之都也。 （《泊菴集》）

（5）又言仙者宫室伟大，气序和平之状，餐其草

木，则可以长生不死。（《（道光）重修蓬莱县志》）

需要注意的是，古籍中的“伟大”由表示并列

关系的同义字“伟”与“大”组成，意思上与单字

“伟”或“大”并无不同，修饰对象仅限于具体事物，

且使用频率不高。根据董秀芳（2011）提出的并列

式短语向双音词转变的判断标准，存在一个相应

的单音同义形式是词汇化程度最低的阶段，此时

同义字的连用往往只是为了满足文中韵律的要

求，而当意义发生了从具体到抽象引申的变化，或

使用频率显著增高时，词汇化才到了较高的程度。

由此可判断，古籍中的“伟大”尚属并列式短语而非固

定的“双音词”。古代汉语的权威辞典《辞源》（2015）

等未收录“伟大”一词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

1.2 日本文献

日本古籍方面，笔者检索了相关辞典及语料

库，具体包括《断代国语大辞典 上代篇》（1967）、

《断代国语大辞典 室町时代篇（a～o）》（1985）、《江

户语大辞典》（2003）、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古记

表1 中日辞典对“伟大”的记述

汉语大词典

1. 巨大巨大；；魁梧魁梧。。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伊烂拏缽伐多国》：“国南界大山林中多诸野象，其形伟

大。”陈天华《狮子吼》：“那方丈年约五十余岁，身躯伟大。”郭沫若《虎符》第二

幕：“有间，一伟大男子出城，年在四十左右。”

2. 崇高崇高；；雄伟雄伟；；令人景仰令人景仰。。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力·总论》：“于戏，伟大哉我国民！”艾青

《艾青诗选·自序》：“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

年来被奴役的耻辱。”巴金《秋·序》：“我不敢比拟伟大的心灵，不过我也有

过友情的鼓舞。”

3. 宏大宏大；；不寻常不寻常。。

穆湘玥《中国棉织业发展史》：“大规模之纺织工业，厂屋如云，织工如鲫鱼，

机声轧轧，运转自如，生产力伟大，实数百倍于手工业纺织，而其出品之佳

良，亦远非手工粗制之品可以拟。”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

按語》三四：“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郭沫若《恢复·峨嵋山上

的白雪》：“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之中，要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大辞海

1. 魁梧魁梧；；巨大巨大。。

曾巩《吕正惠公端传》：

“以其身体伟大，为纳

陛俾登殿所。”

2. 气象雄伟气象雄伟；；规模宏大规模宏大。。

梁潜《送熊自诚南归

序》：“北京据幽蓟之

会，伟大壮丽之观，古

所谓形胜之都也。”。

3. 品格崇高品格崇高；；才识卓越才识卓越；；

令人景仰钦佩。如：伟

大人物。

日本国语大辞典

すぐれて大きいさま。非

常にりっぱなさま。

＊新撰字解〔1872〕〈中村守

男〉「偉大 イダイ オホヒナ

ルコト」＊小説神髄〔1885-

86〕〈坪内逍遙〉上·小説の

主眼「其功もまた偉大（ヰ

ダイ）ならずや」＊思出の

記〔1900- 01〕〈徳富蘆花〉

六·一「『神の子』と名のる

基督の次第に大きく、大き

く、其頭はまさしく天に聳

ふるまで偉大に現はれ」

注：作者根据上述三部辞典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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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全文数据库》《古文书全文数据库》《奈良时代古

文书全文数据库》《平安遗文全文数据库》及《镰仓

遗文全文数据库》5个古典文献语料库、日本国文学

研究资料馆《古典选集本文数据库》《日本古典文学

大系本文数据库》《囃本大系本文数据库》3个包含

古典文学及近代口语文献的语料库,以及国立国语

研究所开发的大型历史语料库《日本历史语料库》

等，均未见 19 世纪以前的「偉大」用例。也就是

说，「偉大」出自日本古籍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一个日语汉字词是存在于中国古典却不

见于日本古籍，那么它很可能由中国传入。为了验

证「偉大」来自中国的推测，笔者对用例（1）-（5）所出

自的古籍是否传入日本进行了调查。通过查阅《日

本国见在书目录》（藤原佐世，891）、《江户时代唐船

持渡书的研究》（大庭修，1967）和《舶载书目》（大庭

修，1972）等记载汉籍流入日本情况的文献，发现记

载有“伟大”的《汉书》《东都事略》《广博物志》等均

传到了日本，尤其如《汉书》等经典更是早在唐代

便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且流传范围广，影响力大。

2 日语中「偉大」的演变

2.1 出现与普及

在笔者调查的范围内，日文材料中「偉大」最

早的用例来自《增补新令字解》（1870），词条为「偉

大 イダイ ヲホヒナルヿ」[5]，该用例比《日本国语

大辞典》所列的首证早了两年。《增补新令字解》是

针对汉字词进行注解的文献，其中的词汇从《太政

官日志》《行在所日志》及“斡旋家应酬之语中”收

集而来，可见「偉大」在该辞典之前已被实际使

用。值得注意的是，为该书作序的是日本汉学家

阪谷素，早在明治初年他的文章中就多次使用「偉

大」一词。如下文例句（6）便出自他的手笔，此外

他发表在《明六杂志》25号、27号上的文章中也都

出现了该词。

除了这部字解，从 19世纪 70年代起，在多种

纸媒中都能见到「偉大」的用例，如：

（6）偉大ノ膽ヲ發シ抗抵力ヲ盛大ニシテ之ヲ

卑ミ之ヲ却ケ[6]

（7）況ヤ其人ノ言行功業ノ卓絶偉大ナルヲ欽

慕シテ[7]

（8）萬国ノ動植物ヲ座カラ観覧スルコトヲ得

其益タルヤ偉大ナリト云ッ可シ[8]

（9）共和政治ノ如キモ其利用極メテ偉大ナル

ヲ以テ若シ一タヒ左スレハ即チ蹶然トシ

テ路易末代ノ虎狼世界ニ陥ルニ至ル[9]

（10）而シテマルツラバースノ如キハ天才敏捷

ニシテ學力偉大既ニ芳名ヲ天下ニ揚ク[10]

（11）審視スレハ遊人ノ山上ニアルカト疑ヘ  

其狀ノ偉大ナルヿ、常人トハ覺ヘス[11]

（6）来自《明六杂志》中阪谷素所撰的《尊异

说》，文中出现了「偉大ノ膽」这一表达方式。其中

的「偉大」虽然仍表示“大”的意思，但是修饰的对

象不再是“身体躯干”等具体形象，而变成了表示

「気力」[12]这一抽象意义的「膽」，有了质的变化。

（7）-（10）中「偉大」的主体分别为「言行功業」「益」

「利用」与「學力」，无一不为抽象事物，且均带有褒

义。另一方面，（11）则回归了汉籍的用法，表示形

体巨大。

综合上述用例可知，明治初年「偉大」在日语

中以“词”的形式出现，一方面保留了汉籍的用法，

另一方面又发展出修饰抽象事物的新义。此外，

该词在明治早期便广泛出现于报刊、政论书籍、翻

译小说、考察报告等多种题材的文本中，可见当时

它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进入19世纪80年代，「偉大」的实际用例进一

步增多，以 1887-1888年的《国民之友》杂志为例，

仅两年的用例就达到了 36例。19世纪 80年代以

后，「偉大」更加普及，从词义来看，新义占了压倒

性的多数。到了20世纪，除了前文提及的各类题

材，「偉大」还进入了文学领域。如（12）-（14）所

示，20世纪初的部分名家名著中已能见到「偉大」

的用例，且它们几乎都用来表示抽象意义。

（12）月が已にその美しい姿を高社山の黒い偉

大なる姿の上に顕わしていて[13]

（13）幸にして親方はさほど偉大な豪傑ではな

かっ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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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予は七山生に先生の偉大なる事業を為し

居らるるところを指さし示した。[15]

最后，笔者通过检索《日本历史语料库》，统计「偉

大」在综合杂志《太阳》中的使用频率，结果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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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根据《太阳》杂志的检索结果绘制而成。

图1 『太陽』中「偉大」的使用频率

被收入《日本历史语料库》的《太阳》杂志包含

1895、1901、1909、1917 及 1925 五个年份的数据，

这五个年份的间隔时间大致相同，每一年的文本

数量基本相当，因此属于较为均衡的语料。我们

看 到 ，「 偉 大 」在

1895年便出现了 96

次，此后各年虽有起

伏，但整体变化不

大，始终保持较高的

频率。

2.2 辞典收录

辞典是否收录

某个词，是判断该词

是否融入一国语言

的重要标志。19世

纪至 20 世纪早期，

随着西方文明的涌

入，中日均出现了新

词剧增的情况。英

汉工具书与英日工

具书（包括兰和辞

典）由于承担着提供

译词的任务，成为吸

收新词的先锋。一般来说，19世纪新词从中文进

入日语，表现之一即英汉工具书的译词被英日工

具书大量借用；而到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早期，转

变为新词从日语进入中文，可观察到英日工具书中

的译词大量流入汉语（陈力卫，2019）。具体到「偉
大」一词，经笔者调查，它首先出现于英和辞典。

笔者查阅了 19世纪至 20世纪早期主要的英

日工具书，结果显示，至晚于 19世纪 80年代，「偉

大」已被收为译词。从表2可知，早期工具书中的

「偉大」仅见汉籍用法，如“giantlike”“giantly”

“huge”“grand”等词条均表示“巨大”的词义；而到

了 20 世纪初，表示“高尚”等抽象意义的“great-

ness”“glory”等词条下也出现了「偉大」。如果把

汉籍用法看成旧义，把抽象用法作为新义，那么

「偉大」在近代英日工具书中呈现出从只有旧义到

新旧义并用的发展趋势。

到了 19~20世纪之交，和英辞典及国语辞典

也开始把「偉大」作为独立的词条收录。笔者调查

范围内最早收录「偉大」的和英辞典及国语辞典如

表3所示，从其词条内容可知，与英日辞典中新旧

表2 近代英和辞典中的「偉大」

出版年 辞典名

1882增补订正英和字汇第2版

1886新撰英和字典

1887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

1884-89明治英和字典

1891再订增补和译英字汇第6版

1901新英和辞典

1902新译英和辞典

词条（有删节）

giantlike, giantly巨大ナル，偉大ナル，非常二高キ

giantly偉大ナル，巨大ナル，非常二高キ

grand大ナル，重大ナル，重ナル，広大ナル，巨大ノ，偉大ノ，極メテ大ナル

huge甚ダナル，巨大ノ，非常ノ，偉大ノ

grand大ナル，重大ナル，首ノ，廣ナル，偉大ナル

grand大ナル，重大ナル，重ナル，広大ナル，巨大ノ，偉大ノ，極メテ大ナル

huge甚ダナル，巨大ノ，非常ノ，偉大ノ

grandness偉大なること，宏莊，壯観

greatness高位，偉大，高尚

huge甚だなる，巨大の，偉大の

giant巨大ナル，偉大ナル

glory莊嚴，宏大，偉大

grand大ナル，広大ナル，偉大ナル

注：作者根据对近代英和辞典的调查结果绘制而成。

表3 近代和英辞典及国语辞典中的「偉大」

出版年 辞典名

1896和英大辞典

1907辞林

词条

idai ゐだい偉大 a, great, glorious, heroic, brilliant, far-famed. Idai no gyō 偉大

ノ業 a great deed; a brilliant exploit

ゐだい偉大（名）すぐれてふときこと，ひいでて大なること。

注：作者根据对近代和英辞典及日本国语辞典的调查结果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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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用的情况不同，这两部辞典里「偉大」的汉籍

用法已经消失，无论从对应的英文、给出的例句，

还是日文的解释来看，无一例外均为新义。也就

是说，到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偉大」的新义已

经基本取代旧义，这一结果与上一节「偉大」在各

类文本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一致。

3 汉语中“伟大”的演变

3.1 新义的出现与普及

进入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编

撰英汉字典，发行中文报刊，出版洋学书籍，为汉

语带来了大量新词，然而在“伟大”的使用上却不

见变化。笔者查阅了 19世纪传教士编撰的主要

的英汉工具书及报刊，具体包括“英华字典资料

库”（台湾“中央”研究院）收录的辞典以及“中国近

代报刊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收

录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

谈》《中西闻见录》等，均未见“伟大”。不仅如此，

中国人编撰的书籍报刊中“伟大”也非常罕见，少数

的几个用例仍然延续了汉籍的用法，如（15）与（16）。

（15）其子躯干伟大，饮啖过人。 （《蒙兀儿史记》）

（16）只见一个伟大躯干的人，乱髥戟张、目光电

闪、蓬发阔面、胆鼻剑眉。 （《孽海花》）

直到晚清“伟大”一词仍沿用古籍中的词义。

那么现代汉语中大家熟知的新义又从何而来呢？

经调查，19世纪末部分报刊中零星可见“伟大”以

修饰抽象事物的用法出现，用例如下：

（17）俄国拟开凿一大支河，以接续波罗的海及

黑海，此实为宏壮伟大之举。[16]

（18）此我美国诱掖之，而得收伟大好果者也。[17]

（19）其国权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国中之一

部。此一部之权实有伟大可惊者。[18]

（17）为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对日本新闻的汉

译，严格来说尚不能算真正的汉语用例。后两例

来自中国人的手笔，其中（19）的作者为梁启超，而

梁启超文章中常借用日语词汇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进入20世纪，“伟大”的使用如井喷般迅速增

加，检索“中国近代报刊库”可得到如下结果：

1900~1901年的《清议报》中出现 12例，1902年的

《新民丛报》中出现 35例，出版于 20世纪初的《译

书汇编》《新世界学报》《新小说》《湖北学生界》《浙

江潮》等也出现较多用例，而这些刊物几乎都出版

于日本。1903年以后，新义的“伟大”迅速出现在

了各类不同题材、不同性质的刊物中，其出版地覆

盖了中国的主要地区。此外，与日语「偉大」先出

现于启蒙性质的文章，而后逐渐渗透至文学作品

的情况不同，汉语的“伟大”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文体中。以下列举 20世纪早期的

部分用例：

（20）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里撒逊人种

是也。 （《新民丛报》第1号，1902）

（21）而著者乃欲以民间任之，其愿力之伟大，真

其气魄之沈雄，真令小儒咋舌。

（《新小说》第1号，1902）

（22）当具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

切诚挚之肝胆…… （《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

（23）他如社会小说，影响亦甚伟大。

（《月月小说》第6号，1906）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用例呈现以

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伟大”几乎都以新义出现，

偶见古籍的用法。2.“伟大”的出现与日本关系密

切，其用例或来自在日本发行的刊物，或执笔人有

留日背景，或用例从日语翻译而来。3.“伟大”是

带着新义突然且集中出现的，短短几年内用例迅

速增加，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前人的研究（王

力，1958；沈国威，2008等）已经得到证实，19世纪

末到 20世纪前期日语词汇如汹涌波涛般涌入中

国，其中大量单词从此普及于汉语并沿用至今。

“伟大”在汉语中出现的时间恰好与这一时期吻合。

结合上述特征，可推测“伟大”是由日语回流而来的。

最后，以近代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申

报》为对象，通过“申报”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

化技术研究中心）考察并统计“伟大”一词历年的

使用情况，其频率变化见下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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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申报》中用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首先，“伟大”是在19~20世纪之交被赋予了

新词义后才在汉语中流行并获得“词”的身份的。

《申报》发行于1872年，但直到1903年才出现第一

条用例，可见即使是汉籍用法的“伟大”，在 20世

纪之前也并不常用。加之《申报》中的用例绝大多

数为新义，可见该词的发展和流行是建立在新义

的基础上的。这一结果与前文考察得出的结论一

致。其次，《申报》出现“伟大”的用例后，其使用频

率逐年稳步增长，到了 1912年突然急剧增加，此

后保持较高的频率。1912年的剧增可以归因于当

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的诞

生。随着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新闻报道

中有关“伟大民国”“伟大之中华民国”“伟大之事

业”等表达也陡然增多。最后，“伟大”在近代存在

一个特殊用法，即用来形容药物或保健品效果良

好，如“功力伟大”“功效伟大”“效力伟大”“能奏伟

大之效”等表达方式屡屡出现于《申报》的药品广

告中。也就是说，“伟大”一方面出现于政论或时

事报道中，涉及的是国家民族大事，另一方面又在

药品广告中频繁出现，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联

系了起来。相信当年如此频繁的使用，对该词的

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是这一用法在现代汉

语中已经消失，至于何时消失，为何消失等问题有

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3.2 辞典收录

关于辞典对“伟大”的收录，笔者查阅了20世

纪早期主要的英汉工具书，结果汇总于表4。

如表 4所示，英汉工具书对“伟大”的收录最

早见于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该辞典不

但最先收录“伟大”，而且在19项词条下一共使用

该词 22次。如此突然且大量的出现，加上其“例

言”中提到编撰该辞典时参考了英和辞典，提示了

“伟大”取自日本辞书的可能性。《英华大辞典》之

后，主要的英汉工具书普遍收录了“伟大”一词，其

对应的英文单词也同样呈现出新旧义并存的情

况。在表 4 的最后一部辞典——1935 年出版的

《双解实用英汉字典》中，它不再作为“giant”或

“huge”等表示人体或物体巨大的英文的译词，而是

仅保留新义，提示了当时其汉籍用法已经走向消亡。

下面对近代汉英辞典及国语辞典中的“伟大”

进行考察，结果汇总见下页表5。

如表 5所示，约在被英汉工具书首次收录的

10年后，汉英工具书也开始把“伟大”列为独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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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根据“申报”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绘制而成。

图2 《申报》中“伟大”的使用频率

表4 近代英汉辞典中的“伟大”

出版年 辞典简称

1908 英华大辞典

1913 商务书馆

1916 官话

1918 新式英华

1920 英华合解

1923 英汉双解

1928 综合英汉

1930 双解标准

1930 求解作文

1935 双解实用

词条（有删节）

giant巨大的，伟大的，庞大的，如伟人的

grandiose宏大的，伟大的，巍大的，高大的

huge浩大的，格外大的，伟大的，庞大的

grand大的，高大的，伟大的，巍巍的，

有名声的，高位的，年长的

huge巨大，浩大的，伟大的，庞大的，鸿大

gigantic(of things)巨，巨大的，(of men) 伟大

titanic显头神似的，伟大的

gigantic伟大

huge巨大，昂大，浩然，伟大

gigantic伟大，巨大，非常，惊人

grandly伟大，堂堂，巍巍

huge巨大，昂大，浩大，格外大，伟大

grand偉大的

grand大，壮大，伟大，高达，宏大，堂堂的，

巍巍的

great（规模，程度，人格等）伟大的，卓越的，

优异的，高贵的

huge伟大，极大，巨大，莫大

gigantic 巨大的，伟大的

grand 伟大的，杰出的

great 超群的，伟大的，重要的，著名的

giant 巨大的，伟大的

grand 宏大的，伟大的，庄严的，巍巍的

huge 极大的，巨大的，伟大的

grand尊严高贵的，权威伟大的，伟大高尚的，

品格高尚的

great（规模，程度等）广大的，伟大的，广阔的

注：作者根据对近代英华辞典的调查结果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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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然而国语辞典却晚了许多，根据可查到的资料

证明到 20 世纪中叶才将其收录。从词义来看，

《汉英新辞典》（1918）仅列举“huge”，为旧义；《汉

英大辞典》（1920）列举了“great”与“gigantic”，可

以说是新旧义并举；《国语辞典》（1947）仅给了

“大”作词义说明，无法下定论；而《新华字典》

（1954）在“伟大”后给出了例句“伟大的祖国”，可

知用的是新义。总体来看，词义仍是沿着旧义→
新旧义并用→新义的路径发展的。

4 结 语

本文对中日语言中的“伟大”进行了综合性的

考察，发现该词的词形及古典词义早年由中国传

入日本，到19世纪末又带着新义从日本回流至中

国，并在两国现代语言中固定下来。由此可见，

“伟大”的词义演变及容受是两国词汇双向交流、

互相影响的结果。汉语中，“伟大”的使用可追溯

至唐代文献，它在古籍中表示躯体、宫室及城市之

大，该用法沿用至清代。到了 19世纪末，来自日

本的表示抽象事物崇高卓越的新义传入中国，此

后新义逐渐取代旧义，并在 20 世纪早期得到普

及。另一方面，日语「偉大」从汉语借入，明治初年

可见古典词义的用例，此后至晚于1874年产生用

于抽象事物的新义并逐步取代古典词义。随着使

用范围变广，使用频率增加以及各类辞典的广泛

收录，该词于19世纪末期普及于日语。

诸多研究证明（朱京伟，2003；陈力卫，2019

等），甲午战争以前，词汇的传播以汉语流入日语

为主；而从 19世纪末开始，两国语言的影响力发

生了逆转，日语词汇大量进入汉语。“伟大”一词在

两国的产生和演变，与近代新词的这一发展轨迹

保持一致。作为普通形容词，它并不具备明显的

近代特征，但也紧跟近代术语的脚步而出现，与术

语、一般名词等共同构筑了近代词汇体系。“伟大”

只是众多近代形容词中的一个，本文所揭示的特

点与发展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有待今后更全

面、深入的考察。

[本文为2019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近代中日形容词

的词汇交流研究——以二字词为中心”（项目批号：Y201942000）的阶

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周菁]

例句出处

（1）-（4）、（15）、（16）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7.0版）

（5）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方志库”（2012版）

（20）-（23）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近代报刊库（要刊）”（2015版）

注

[ 1 ] 周菁.日本近代二字形容詞的形成——基于词汇近代化視角的考察[D].大阪：関西大学，2019.

[ 2 ]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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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近代汉英辞典及国语辞典中的“伟大”

出版年 辞典名

1918 汉英新辞典

1920 汉英大辞典

1947 国语辞典

1954 新华字典

词条（有删节）

伟大 huge

伟大 great; gigantic

〔伟〕【伟大】大

〔伟〕大（赞美）（连-大）～大的祖国

注：作者根据对近代汉英辞典及国语辞典的调查结果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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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ymology and the Change of Meaning of "Weida": Based on Language Contact be⁃
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bstract: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a large number of words have been created, trans-

formed or changed in meaning to become what are then called "modern words". Among these words, the terms and parts of

nouns have already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while the ordinary words such as adjectives are often neglected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ypical modern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have rarely been studied. This article studies "weida", a representative

word among modern adjectives, and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Weida" comes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was originally

used to describe a large body.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or about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new meaning was attached to

express abstract things with a good connotation, and became popular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word "weida" with the new meaning was taken back to China and gradually replaced the old usage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It was widely us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ese and is still in us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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