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由两个（或以上的）独立语素构成的合成词被

称为复合词。从结构关系来看，复合词一般分为

并列式（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支配式等。其

中，并列式复合词的前后语素可以是近义关系，如

“花草”“雨雪”；也可是反义关系，如“前后”“进

出”。后者一般被称为反义复合词。

日语中存在着丰富的反义复合词，其中既包

含大量与汉语接触时借入的汉字词，如「多少」「死

活」，也有日语固有的和语语素复合词，如「行き

来」「前後ろ」。

既然反义复合词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普遍存

在，那么对两种语言中的反义复合词进行对比研

究无疑是有意义的尝试。关于汉语的反义复合

词，学界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谭达人（1989）、

杨吉春（2007、2008）、束定芳和黄洁（2008）、张金

竹（2015、2018）等。关于日语的反义复合词，相对

而言关注度较低，比较系统性的研究有秦礼君

（2000）、饭田寿子（2002）、韩美子（2010）等。结合

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关于日语的反义复合

词，尚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进一步的考察：（1）研

究对象方面：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涉及了日语与汉

语反义复合词的对比，但考察结论比较宽泛。考

虑到日语与汉语词汇交流的语言接触事实，本文

将考察对象限定为汉语与日语同形的反义复合

词。这样一来，形式上的共性有助于聚焦研究对

象，从而更深入地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差异性；（2）

研究角度方面：前人的考察焦点主要是反义语素

的字序、结合关系，即反义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而

对于反义复合词的词性、词义等外部特征关注较

少。因此，本文拟从内部结构、外部特征两个角度

进行考察，力求描写全面；（3）研究手法方面：以往

的研究对于词语的特征做了一些描写，但对于这

些特征的原因尚解释不足。例如，为何反义的概

念可以复合在一起？为何某些语素复合在一起之

后词性不变而有些就发生了变化？针对这些问

题，本文拟借鉴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在现象描写的

同时尝试进行一些理论方面的阐释。

1 研究对象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汉日同形词中的反义

复合词，研究对象包含两层关键要素：一是“汉日

同形”，二是“反义”。由于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认

汉日同形反义复合词的构成与词汇特征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周 彤

[摘 要] 反义复合在汉日两种语言中均是比较发达的构词方式。本文对236对汉日同形的反义复

合词进行了考察，从词语的内部构成来看，主要为名词性语素的复合、动词性语素的复合以及形容词

性语素的复合，语素的概念复合主要涉及空间、时间、性质程度及关系等四种语义类型。汉日同形的

反义复合词在词形、词义、词性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反义概念的耦合，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周遍性指

称。本文的结果对同形词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汉日同形词 反义复合词 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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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概念，对

“汉日同形词”以及“反义”的范围做出较为清晰的

界定。

1.1 汉日同形词的概念

关于汉日同形词，或曰中日同形词，词汇学界

有着大量丰富的研究，对其概念的定义也是各不

相同。对汉日同形词的认定标准，有的比较严格，

认为只有汉字音读词才能算作同形词；有的则比

较宽泛，判断是否同形词时“看词干不看词尾，只

要词干的汉字与汉语词形相当就看作是同形词”[1]。

例如，将「新（しい）」与汉语的“新”、「走（る）」与汉

语的“走”也视为同形词。施建军、许雪华（2014）

则主张，中日同形词的认定既没有必要囿于音读

词范围，因为这一做法实际上并未充分重视词汇

形态的同一性，同时也不能忽视词汇交流史的事

实而过分扩大范围，从而导致将许多不同源、无联

系的词语也纳入到同形词的考察视野中。该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语料，将遴选汉日同

形词的首要标准定为“中日两国语言中具有相同

形态的词汇”，同时考虑到中日汉字字形差异以及

同形词形成的历史复杂性，又为这条标准补充了3

条原则：

1）中日同形词的构成要素历史上曾经使用

相同的汉字；2）中日同形词中包括由日语进入

汉语的训读词汇；3）因语言接触而吸纳到对方

语言中，虽词形发生变化，但中日之间仍存在严

格对应关系的词汇。满足以上三条中的任意一

条即可纳入中日同形词研究的范围。

（施建军、许雪华，2014：134）

该文将符合首要标准或补充原则（1）或（2）的

称为“标准同形词”，符合补充原则（3）的称为“广

义同形词”。这一标准比较明确，易于操作，且符

合两国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文基本赞同该文

观点。不过，由于本文的考察对象为二字语素，且

二者为并列关系，因此并不涉及文中提到的所有

类型。另外，施建军、许雪华（2014）认为意义相同

的同素逆序词（如“压抑”和「抑圧」）也属于同形

词，本文认为同素逆序的词语由于形式上差别较

大，且在词汇学上有专门针对其的讨论，因而不将

其列入考察对象。我们将施建军、许雪华（2014）

的主要观点、词例归纳为表 1，并在表中注明本文

考察对象所涉及的范围。日语词汇均加「」，以区

别于汉语。

表1中的同形反义复合词例当中，“善恶”“胜

负”对应的日语除了表中所列的日语固有词「善し

悪し」「勝ち負け」之外，也有汉字词「善悪」「勝

負」。由于“善恶”“胜负”并非是从日语进入汉语

表1 同形词的认定标准

分类

标准同形词

广义同形词

判断“同形词”的原则

首要标准：具有相同形态

（1）构成要素历史上曾经使用相同的汉字

（2）由日语进入汉语的训读词汇

（3）因语言接触而

吸纳到对方语言

中，虽词形发生变

化，但中日之间仍

存在严格对应关系

a.日语将汉语成语缩略

b.错位四字词

c.汉语的词组和日语的词

d.中日同素逆序词

e.部分语素同形的词汇

词 例

（汉-日）

深刻- ｢深刻｣

预定- ｢予定｣

轮廓- ｢輪郭｣

手续- ｢手続き｣

取消- ｢取り消し｣

深谋远虑-｢深謀｣

衣食住行-｢衣食住｣

窗明几净-｢明窓浄机｣

堂堂正正-｢正正堂堂｣

快走- ｢快走｣

丑女- ｢醜女｣

安慰- ｢慰安｣

压抑- ｢抑圧｣

守财奴- ｢守銭奴｣

优柔寡断-｢優柔不断｣

本文范围

√
√

√

√

同形反义复合词例

（汉-日）

多少-｢多少｣

爱憎-｢愛憎｣

善恶-｢善し悪し｣

胜负-｢勝ち負け｣

正负-｢正負｣

注：表格依据施建军，许雪华.《再论中日两国语言中的同形词问题》内容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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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因此，严格说来与「善し悪し」「勝ち負け」

的关系不同于“手续”“取消”与「手続き」「取り消

し」的关系。但为了凸显日语固有词汇与汉语之

间的对应，加之考虑到表格的整合性，这里姑且将

和语词「善し悪し」「勝ち負け」与「手続き」「取り

消し」列在一栏中。

概言之，本文所说的汉日同形词，其成立条件

为：具有相同语素，既包含音读词，也包含训读词，

可以是汉语词组与日语词的对应。

1.2 反义的概念

反义现象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在语义学

里表现为“语义不相容（semantic incompatibility）”

现象。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矛盾关

系”和“反对关系”两类[2]。根据翟东娜主编（2006），

反义关系具体分为绝对反义、相对反义、对立反义

及逆向反义。绝对反义表达绝对相反的概念，非

此即彼，界限分明，如「男-女、親-子」；相对反义是

指词义之间有过渡，具有相对性，如「上-下、善-

悪」；对立反义是指互为前提的两个概念，如「先

生-学生、始発-終着」；逆向反义是指动作、行为相

逆的概念，如「買う-売る、行く-来る」[3]。本文研

究对象中构词语素间的反义关系包含以上各种

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汉日两种语言中都是

反义复合关系的构词方式才可以作为本文的研究

对象。例如“开关”与「開関」，汉语的“开关”是两

个动词性语素“开”与“关”的并列式复合，属于反

义复合词。而日语的「開関」则指的是「城門、関所、

税関などを開くこと」，是名词性语素与动词性语

素构成的支配式结构，不属于反义复合词，自然不

应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开关”对应的日语词是

「開閉」，按照施建军、许雪华（2014）的标准可以视

为同形词，不过本文认为对“同形”的形态标准应该

严格一些，语素不同的不应计入范围，这类词相当

于彭广陆（2006）所说的「類素語」或者中川正之

（2010）所说的｢類縁語｣，不作为同形词处理为宜。

1.3 数据收集

本文的考察对象为汉日两种语言中由两个意

义相反或相对的语素构成的同形词，词例通过词

典以及语料两个渠道进行收集。根据张金竹（2015）

的统计，《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收录了 232个反义

复合词，我们利用『新明解国語辞典』及『精選版日

本国語大辞典』对其逐一进行了确认，最终得到

182个词例，这些词例在词典中均存在与之对应的

日语同形词。排除的词例分两种情况，一是类似

“好歹”“宽窄”等日语中不存在的词语，这些词语

多由于包含较新的语素，未能进入日语的词汇体

系；另一类则是如“开关”等虽然日语中存在、但不

符合上文所说的同形反义复合词标准的词语。同

时，考虑到有些词语（或词组）在实际语料中出现

频率不低、但词典中却未收录的情况，本文没有局

限于词典词条，另外从报刊小说等真实语料中收

集了一些词例。例如“爱憎”一词，《现代汉语词

典》第7版并未收录此词，然而我们通过对北京大

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

检索，得到了 417条数据，例如“不理会权杖的压

力，以自己的笔抒写民众的爱憎”。对于这些语料

中出现频率高、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的词语，本文

认为可以将其列入考察对象，这类词语共计 54

个。这样一来，通过从词典和语料两个渠道的遴

选，我们共获得了236对词例。值得一提的是，本

文获取的 236对词例并不是一个封闭数据，随着

语料范围的变化，这个数字势必会出现变动。这

之中词典数据占 77%，这基本保证了调查对象数

据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语料数据占 23%，动态反

映了语言运用的真实状况，数据构成基本合理。

2 反义复合词的内部结构

2.1 语素构成

从反义复合词的内部构成来看，绝大多数都

是同一词性语素的复合。观察我们收集到的 236

对词例，主要是“名词性语素+名词性语素”“动词

性语素+动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

素”的构成。我们用[N][A][V]分别代表“名词性语

素”“动词性语素”和“形容词性语素”，调查结果如

下页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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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数据可知，[N][-N]型反义复合词在中

日同形词中的比例是最大的，其次为[V][-V]型和

[A][-A]型。这说明名词概念的反义耦合在汉日两

种语言中，是更为普遍的复合方式。

2.2 概念复合的语义类型

从语素的语义上来看，汉日同形词中的概念

复合大致可分为：空间上的反义、时间上的反义、

性质程度上的反义以及关系上的反义四种类型。

2.2.1空间上的反义

体验哲学认为，人类是从认识空间和身体开

始认知世界的。空间是若干抽象概念的重要基

础，指称空间及其相关词汇是人类词汇系统的基

本构成。观察词例，反义复合词里包含大量与空

间概念相关的词汇。

2.2.1.1方位

指称空间方位的词语包括“上、下、前、后、左、

右、内、外”等，意义相反的语素可以两两构成反义

复合词。根据1.2中所阐述的反义类型，前后语素

为相对反义的关系。见表3。

指称方位的反义复合词，日语中不仅有汉语

词，还有相应的和语词，词汇表达形式比汉语更为

多样。顺便提一句，除了同形词之外，和语词里还

存在「前後／後前」「左右／右左」这样同素逆序的

现象。词汇丰富的语言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方位

词在词汇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除了“上、下、前、后”等基本方位词之外，汉日

两种语言中还有一些引申的方位词。如：

（1）顛末―「顛末」乾坤―「乾坤」天地―「天地」

天渊―「天淵」天壤―「天壌」

2.2.1.2移动

方位词指称空间位置，是静态的概念；与此相

比，移动动作指称空间位置的改变，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指称移动的词语基本为[V][-V]型，从反义

关系上来看，前后语素为逆向反义关系。移动包

括主体移动以及客体（即对象）的移动。

A.<主体移动>

主体移动是指人或物从位置Ⅰ变换到位置

Ⅱ。两个相反方向的动作复合在一起，可以指称

相应的移动概念，如：

（2）上下―「上り下り」浮沉―「浮沈·浮き沈み」

出没―「出没」 出入―「出入り」

进出―「進出」 进退―「進退」

离合―「離合」 起伏―「起伏」

屈伸―「屈伸」 伸缩―「伸縮」

升降―「昇降」 往还―「往還」

攻防―「攻防」 往复―「往復」

往来―「往来」 往返―「往返」

向背―「向背」

大多数的移动都是在水平或垂直维度上进行

表2 汉日同形反义复合词的语素构成

反义复合词

[N][―N]

[V][―V]

[A][―A]

[A][―N]

[A][―V]

[V][―A]

合计

数量

99

75

59

1

1

1

236

词例（汉―日）

男女―「男女」古今―「古今」矛盾―「矛盾」

阴阳―「陰陽」

成败―「成敗」出入―「出入り」进出―「進出」

生死―「生死」

寒暑―「寒暑」远近―「遠近」大小―「大小」

甘苦―「甘苦」

高下―「高下」

明灭―「明滅」

动静―「動静」

注：作者依据辞典和语料库236对词例统计绘制。

表3 方位词的语素构成

汉语

上下

前后

左右

内外

日语（汉字词）

上下（じょうげ·しょうか·じょうか）

前後（ぜんご）

左右（さゆう·さう·そう）

内外（ないがい·ないげ）

日语（和语词）

上下（うえした·かみしも）

前後（まえうしろ·まえしりえ）

左右（ひだりみぎ）

内外（うちそと·うちと）

注：作者依据辞典和语料库236对词例统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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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者如“来去、往返”，后者如“浮沉、升降”。下

列词语虽不是典型的移动，但是按照认知语言学

中“处于较好状态为上，处于较差状态为下”以及

“数量较大为上，数量较小为下”的观点[4]，可以认

为其是一种空间隐喻的说法。事实上，这些词语

的构词要素也可以和表示方向的词语构成复合

词，如“兴亡”中的“兴”可以构成“兴起”“褒贬”的

“贬”可构成“贬低”，能够与“起”“低”等具有方向

性语义的语素构成复合词，说明“褒”“贬”也具有

与之匹配的方向性语义。

（3）褒贬―「褒貶」兴亡―「興亡」兴衰―「興衰」

胜败―「勝敗」增减―「増減」生死―「生死」

爱憎―「愛憎」喜怒―「喜怒」

B.<客体移动>

客体移动是指动作主体不发生位置的改变，

而将外力施加于客体，使之产生空间上的位移。

这里的位移概念范围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实体的

物理移动，还包括抽象物体的虚拟移动，例如“借

贷”“买卖”“教学”分别发生了金钱、商品、知识的

转移，部分词例列举如下：

（4）借贷―「借貸・借り貸し」 买卖―「売買」

教学―「教学」供求―「供求」供需―「供需」

取舍―「取捨」操纵―「操縦」出纳―「出納」

赏罚―「賞罰」收支―「収支」赠答―「贈答」

授受―「授受」吞吐―「吞吐」扬弃―「揚棄」

抑扬―「抑揚」

在本文收集到的词例中，主体移动为 36对，

客体移动为 17对，数量上前者比后者更有优势。

指称移动义的词语均由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即

[V][-V]型的词语构成，数量上共有 53对，占所有

[V][-V]型词例的 71%。可以说，表示移动是[V][-

V]型反义复合词最主要的语义功能。

2.2.2时间上的反义

时间也是人类世界的基本概念之一。反义复

合词中，有不少指称时间的词语，这类词语基本都

是[N][-N]型。由于日子或者季节是周而复始、循

环往复的过程，[N]与[-N]一般分别为指称循环过

程的起点与终点的语素。词例如下：

（5）朝暮―「朝暮」春秋―「春秋」朝夕―「朝夕」

晨昏―「晨昏」旦夕―「旦夕」早晚―「早晩」

日夜―「日夜」昼夜―「昼夜」古今―「古今」

今昔―「今昔」始末―「始末」始终―「始終」

2.2.3关系上的反义

[N][-N]型的反义复合词里还有一大类，是社

会关系上呈对立义的语素的复合。前后两个语素

之间通常是绝对反义，二者在逻辑上呈互补关

系。词例如下：

（6）父母―「父母」父子―「父子」母子―「母子」

兄弟―「兄弟」儿女―「児女」夫妇―「夫婦」

夫妻―「夫妻」子女―「子女」姊妹―「姉妹」

军民―「軍民」官兵―「官兵」

2.2.4性质程度的反义

形容词是指称事物属性或状态的词语，性质

上相反，或程度上处于两极的形容词性语素很容

易复合在一起，组成[A][-A]型复合词，前后语素多

为绝对反义或相对反义。绝对反义的两个语素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呈互补关系；相对反义的两

个语素是非互补的关系，二者往往处于一个序列

的两极，该序列具有可分级性，或曰程度性（grad-

ability）。程度义是形容词的重要语义特征，大多

数形容词都包含程度性，因此呈相对反义关系的

[A][-A]数量远多于绝对反义关系的[A][-A]。以

下，列举部分词例：

（7）<绝对反义关系的[A][-A]>

真伪―「真偽」正负―「正負」正副―「正副」

正误―「正誤」男女―「男女」雌雄―「雌雄」

是非―「是非」异同―「異同」

<相对反义关系的[A][-A]>

厚薄―「厚薄」长短―「長短」粗细―「粗細」

多少―「多少」大小―「大小」深浅―「深浅」

高低―「高低」贵贱―「貴賤」难易―「難易」

浓淡―「濃淡」新旧―「新旧」悲喜―「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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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軽重」优劣―「優劣」远近―「遠近」

善恶―「善悪·善し悪し」

2.2.5反义复合词构成语素的词性与语义的对应

以上四种语义类型涵盖了大部分的反义复合

词的内部语义结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语

义类型，如表示行为的“见闻―「見聞」”“加减―

「加減」”、表示事物的“丹青―「丹青」”“矛盾―「矛

盾」”、表示抽象概念的“荣辱―「栄辱」”“功过―

「功過」”等，由于这些类型词例数量较少，限于篇

幅关系，本文不再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描写。观察

反义复合词的内部结构，语素构成及语义的对应

关系大致可概括如图1。

 

时间 方位 

关系 

性质

程度 
移动 [V][-V] [A][-A] 

[N][-N] 

注：作者依据辞典和语料库236对词例统计绘制。

图1 反义复合词语素构成及语义的对应关系

3 反义复合词词汇特征的汉日比较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反义复合词多存在

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鲜见于印欧语系、南岛

语系等语言中。在我国境内使用的60种语言中，

隶属于汉藏语系的 33种语言及隶属于阿尔泰语

系的 18种语言，均具有反义复合的构词方式，而

隶属于南岛语系的 3种语言及印欧语系的 1种语

言则没有这种构词方式（张金竹，2015）。[5]在印欧

语系的语言中，如“上”和“下”这一对反义概念一

般不能直接构成复合词，而是通过连词连接构成

短语，如 up and down（英语）、le haut et le bas（法

语）、auf und ab（德语）、горе и долу（保加利亚语）

等。日语虽然语言谱系不明，但目前学界基本倾

向于认为它接近阿尔泰语系。日语固有词汇中数

量丰富的反义复合词的语言事实，也为日语的谱

系认定贡献了证据。

汉日两种语言中反义复合构词方式的发达，

显示出两种语言的共性，这为对比研究提供了基

础；同时，由于汉日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谱

系，对汉日反义复合词进行对比研究，从类型学的

角度而言，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尝试。

以下，我们从词形、词义、词性三个角度，着重

考察汉日同形的反义复合词的差异性。

3.1 词形的差异

首先，从形态上而言，反义复合词在汉日两种

语言中存在着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张金竹（2015）

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了 232个反义复合词，

我们对其逐一进行了确认，其中仅有50个没有与

之对应的日语同形词，例如“开关”“松紧”等。如

上文所述，除了狭义的同形词，即汉字音读词之

外，日语中还存在着不少和语词形式的反义复合

词，如「善し悪し」「勝ち負け」「上り下り」「遅かれ

早かれ」。与此同时，日语中还有「右左」「裏表」

「売買」「白黒」等同素逆序的词语，也存在着「満ち

欠け」「細大」「開閉」「老若」「甘辛」等现代汉语中

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这就意味着，日语中的反义

复合词比汉语数量更多、词语来源构成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反义复合词在汉语中有大量的派

生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各样的叠词结

构，如：

（9）XXYY：男男女女 日日夜夜 起起伏伏

进进出出 大大小小 上上下下

反义复合词的两个语素是并列结构，语素之

间的联系相对松散。因此，有时允许通过数词、连

词等语素的介入，完成词式的扩张：

（10）一大一小 一来二去 三长两短 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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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荤八素 九死一生 或多或少 亦正亦邪

相较而言，日语的反义复合词凝缩程度更高，

基本上不允许重叠式，只有少量词语有如「一長一

短」「一朝一夕」的扩展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中由反义汉字构成的四

字格数量丰富，如“思来想去、寒来暑往、死去活

来、昼伏夜出、阴盛阳衰”，这些词语属于原生的构

词形式，与本文所说的词式扩张是不同的类型。

关于日语中反义汉字构成的四字词语，可参考秦

礼君（2000）。

3.2 词义的差异

汉日同形词的首要认定标准是词形的一致，

在词义方面，时常存在着同形不同义的现象，反义

复合词也不例外。这个问题在以往的汉日同形词

研究中已有诸多论及，以下仅举几个词义不对应

的反义复合词的例子，语义范围的包含情况用

“＞”“＜”“≠”表示。词例中汉语词语释义来自于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日语词语释义来自于

『精選版日本国語大辞典』。部分解释有删节。

A .汉语＞日语

（11）例：粗细－｢粗細」

【汉】名①粗和细的程度：碗口粗细的钢管。

②粗糙和细致的程度：桌子平不平，

就看活儿的粗细。

【日】〘名〙あらいこととこまかいこと。粗

雑と細密。

由以上词语释义可知，日语的「粗細」仅相当

于汉语“粗细”的第二个义项，而没有第一个表示

物体直径的义项，语义范围汉语大于日语。类似

的词语还有“异同-｢異同」”“进出-｢進出」”“官兵-

「官兵」”等。

B.汉语＜日语

（12）例：质量-｢質量」

【汉】名①表示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

②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工程质量。

【日】〘名〙①質と量。

②物体が有する固有の量。

对比两个词语的释义，可知在物理学术语的

义项上，汉日两种语言是一致的，但日语的「質量」

的第一个义项既包含了“质”又包含了“量”，而汉

语的“质量”其实发生了偏义现象，有“质”无

“量”。因此，语义范围汉语小于日语。类似的词

语还有“儿女-「児女」”等。

C.汉语≠日语

除了语义范围不完全对应外，还有一类情形

是两种语言中词义不同。

（13）例：中外-「中外」

【汉】名中国和外国

【日】〘名〙①うちとそと。内部と中部。

②国内と外国。

由于语素“中”在两种语言中意义不一致，因

此造成整个词语的词义汉日之间存在着差异。

3.3 词性的差异

反义复合词主要由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

以及形容词性语素复合而成，这里所说的名词、动

词、形容词指的是语素的性质，不是复合词的词

性。汉语中，几乎所有的[N][-N]复合后词性仍为

名词；大部分的[V][-V]复合后词性仍为动词，少部

分转化为名词（如“消息”“生死”）或副词（如“死

活”）；绝大部分[A][-A]复合后转化为名词，个别词

语转化为动词（如“寒暄”）或副词（如“多少”）。日

语中，[N][-N]、[A][-A]复合后也基本是名词词性，

这点与汉语一致，[V][-V]由于受到形态的限制，不

能直接做动词，但是基本可以作为动词词干后续

「する」，因此可视为动名词。汉日同形的反义复

合词，多数词性是相同的，有一小部分会有词性不

同的情况，例如汉语中的“是非”“动静”“前后”“高

低”都是名词，而在日语中，这些词语有动名词的

性质，可以后续「する」做动词使用：「是非する」

「動静する」「前後する」「高低する」。

汉日同形的反义复合词，其构成语素及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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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词性对应关系大致可归纳为图 2。图中实线

代表语素复合后的主要产物，虚线为次要产物。

与词素复合的实际全貌相比，图 2做了适度的概

括，除图中列出的转化关系之外，还有个别转变为

其它词性的情况，由于数量甚微，不具有讨论意

义，故略去不计。

 

 

 

 

 

 

 

 

 
图 2 汉语和日语中反义语素复合后的词性对应 

 

 

[N][-N] 

[A][-A] 

[V][-V] 

复合词词性

质 

名  词  

动 名 词  

动  词  

形容词  

汉 语 

[N][-N] 

[A][-A] 

[V][-V] 

日 语 

注：作者依据辞典和语料库236对词例统计绘制。

图2 汉语和日语中反义语素复合后的词性对应

由图 2 可以看出，无论日语还是汉语，名词

性、动词性反义语素复合后词性基本不发生转类，

即名词复合后仍为名词，动词复合后仍为动词（或

动名词）。只有形容词复合后，发生明显的转类现

象，偏离形容词的词性，基本转为名词。这类名词

在句中可以较为自由地充任主宾语，做定语的功

能受限，仅出现在一些较为固定的格式中，如“大

小官员”“高低频率”等。

（14）拍卖数额的大小并不是衡量艺术水准的唯

一标准。<做主语> （引自CCL）

（15）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

造福。<做宾语> （引自CCL）

汉语由于缺乏形态标记，形容词和名词的区

分有时较为困难。与此相比，日语中的形容词有

着明确的形态标记，比较容易区分。不过，村木新

次郎（1998）在考察名词与形容词的界限时，发现

日语中存在着不少「抜群」「一流」这样的名词，它

们不具备名词的句法功能，却与形容词的功能非

常接近，村木新次郎将其称为“第三形容词”。我

们发现，形容词性语素复合而成的[A][-A]，几乎不

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做定语，而更靠近名

词——做主宾语。也就是说，[A][-A]连“第三形容

词”也算不上，基本上可认为是转化地较为彻底的

名词。

（16）またスポーツの種目やプレーのしかたな

どによって高低·深浅があるということ

になり、...<做主语>
（『日本的スポーツ環境批判』）

（17）遠近を無視しながら、一方では微細な部分

にまで写実的であろうとする。<做宾语>
（『昭和にんげん史』）

（18）高い山 低い山 *高低の山

深い井戸 浅い井戸 *深浅の井戸

遠いところ 近いところ *遠近のところ

从（18）可以看出，[A][-A]型复合词失去了做

定语的功能。与之相比，如果前后两个语素不是

反义关系，而是近义关系的话，此时复合词依然保

留形容词的词性。如表4所示，为描写方便起见，

将反义复合词中的前项语素及其近义语素的复合

结构记为[A][A’]，后项语素及其近义语素的复合

结构记为[-A][-A’]。我们可以看到反义语素复合

词[A][-A]是名词词性，而近义语素复合词[A][A’]、

[-A][-A’]均为形容词（イ形容词或ナ形容词）。

表4 日语中形容词性语素的反义复合与近义复合的比较

[A][-A]

大小

巨細

優劣

黒白/白黒

深浅

[A][A’]

広大 壮大 雄大 強大

遠大 盛大 偉大 厖大

巨大

優良 優越 優長 優雅

優美

暗黒 闇黒 漆黒

深厚 深遠 深長 深大

深甚

[-A][-A’]

微小 短小 弱小 軽小

卑小 狭小

繊細 細密 精細 微細

零細

低劣 卑劣 愚劣 拙劣

下劣 陋劣

雪白 潔白 蒼白い

浅薄 浅短 浅近

注：作者依据辞典和语料库236对词例统计绘制。

为何近义语素复合时仍旧能够保持形容词的

词性，而反义语素复合时则会转类为名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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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彤（2012）的阐述，形容词是普遍具有程度性的

词语[6]。反义语素分别指称程度序列的两极，是该

程度序列中最典型的状态。例如“大”“小”两个形

容词，原本是尺度上的两个极值，但复合在一起，

除了表示极值之外，还包含各种“不大不小”的中

间量值。指称最具典型特征、最显赫状态的形容

词通过转喻机制，指代程度序列上的所有成员，实

现了周遍性全指。由于具备指称功能，于是[A][-

A]转变为名词。与此相比，近义语素的复合起到

了更加精细、具体描写的作用，由于还保留着较高

的程度性（例如还可以和程度副词共现，如「非常

に広大」「とても繊細」），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形容词的词性特征。

反义概念，原本是相互矛盾、抵牾冲突的，之

所以能够复合在一起，我们认为其内在动因也在

于表达的周遍化。“朝夕”用来指一整天，“老少”用

于指所有人，“出入”用来指移动的全过程。反义

概念的耦合，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周遍性指称。

4 结 语

以上，本文从词语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两

个角度，对汉日同形的反义复合词进行了考察，在

词汇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

法，通过量化考察及词例、语料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首先，从词语的内部构成来看，同形反义复合

词主要为名词性语素的复合、动词性语素的复合

以及形容词性语素的复合；从语义上来看，语素的

概念复合主要涉及空间、时间、关系及性质程度等

四种类型。其次，从词语的内部构成来看，汉日同

形的反义复合词在词形、词义与词性方面均存在

着一定差异，如：词形方面，日语比汉语形式构成

更丰富，但凝缩程度高，词式扩展能力弱；词义方

面，两种语言的反义同形词存在着语义范围不对

等及语义不一致的现象；词性方面，受形态因素的

制约，日语反义复合词的词性几乎均为名词，较汉

语更为单一。另外，反义概念的耦合，本质上是为

了实现周遍性指称。反义复合词中名词占很大比

例，正是受此动因驱使。

本文的考察涉及了丰富的日语固有词汇，这

也为“日语更接近阿尔泰语系”的学说提供了依据

支持。限于篇幅，本文对同形词的词序现象及其

理据未能论及，拟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日语形容词语法语义

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号：13cyy091）的阶段成果。项目

主持人：周彤；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汉外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项目批准号：19JJD740002）

的阶段成果。项目主持人：王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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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KOTONOHA“现代日本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中纳言）”

汉语：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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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sition and Lexical Features of the Antonymous Compounds in Chinese-Japa⁃
nese Homographs

Abstract: An antonymous compound is a relatively developed way of word form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

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236 antonymous compounds in Chinese-Japanese homograp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words, the composition of antonymous compounds includes compounds of nominal morphemes, verbal mor-

phemes and adjectival morphemes. The conceptual composition of morphemes mainly involves four semantic types: space,

time, degree of nature and relatio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ntonymous compounds in Chinese-Japanese ho-

mographs in morphology, meaning and part of speech. Essentially, the coupling of antonyms is to achieve universal reference.

This paper is a significant step in the study of both homograph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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