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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其一词多义现象十分突出，这为现代人理解古文含义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古汉语词义的分析和判别，本研究基于传统辞书和语料
库反映的语言事实，设计了针对古汉语多义词的词义划分原则，并对常用古汉语单音
节词进行词义级别的知识整理，据此对包含多义词的语料开展词义标注。现有的语料
库包含謳謮謸謷万条标注数据，规模超过謱謱謷謮謶万字，丰富了古代汉语领域的语言资源。实
验显示，基于该语料库和譂譅譒譔语言模型，词义判别算法准确率达到謸謰謥左右。进一
步地，本文以词义历时演变分析和义族归纳为案例，初步探索了语料库与词义消歧技
术在语言本体研究和词典编撰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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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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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词义标注语料库通常需要根据某个词典对多义词各个义项的定义，在真实的语料上标
注多义词的准确义项謨金澎等謬 謲謰謰謸謩。英语词义标注语料库的研究起步较早，由英国譓譵譳譳譥譸大
学主办的譓譅譎譓譅譖譁譌英语词义消歧评测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英语词义标注语料库有基于词
典义项的譓譅譎譓譅譖譁譌謭謱语料库謨譋譩譬譧譡譲譲譩謋謬 謱謹謹謹謩和以譗譯譲譤譎譥譴为词义系统的譓譥譭譣譯譲语料库謨譍譩譬譬譥譲
譥譴 譡譬謮謬 謱謹謹謳謩、譄譓譏语料库謨譎譧 譡譮譤 譌譥譥謬 謱謹謹謶謩、譓譅譎譓譅譖譁譌謭謲语料库謨譋譩譬譧譡譲譲譩謋謬 謲謰謰謱謻 譐譡譬譭譥譲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謰謱謩，以及结合譗譯譲譤譎譥譴和譗譯譲譤譳譭譹譴譨知识库的譓譅譎譓譅譖譁譌謭謳语料库謨譍譩譨譡譬譣譥譡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謰謴謻 譓譮譹譤譥譲 譡譮譤 譐譡譬譭譥譲謬 謲謰謰謴謩。在譓譅譎譓譅譖譁譌评测中，研究者进一步加入外部知识库，完善
了竞赛提供的词义标注集，相关研究如譗譵 譥譴 譡譬謮 謨謲謰謰謴謩和譐譡譬譭譥譲 譥譴 譡譬謮 謨謲謰謰謷謩。作为基础语言资
源，词义标注语料库可以服务于有监督的词义消歧，进而为语言理解、机器翻译和词汇学研究
提供支持。例如，譃譨譡譮 譥譴 譡譬謮 謨謲謰謰謷謩利用词义标注语料库建立消歧模型，并应用于机器翻译系
统，有效改善了翻译效果。譈譵 譥譴 譡譬謮 謨謲謰謱謹謩利用牛津英语词典的例句建立词义标注语料库，并
借助譂譅譒譔语言模型实现了细粒度的历时词义演变分析，从而揭示了义项竞争和合作的规律。

现有的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以现代汉语为主，如北京大学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謨譓譔譃謩
謨譗譵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謰謶謩、台湾譜中研院謢中文词义标注语料库譓譓譍譓 謨譈譵譡譮譧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謰謵謩、新加
坡国立大学华文教材词义标注语料库謨肖航和杨丽姣謬 謲謰謱謰謩、汉语二语教学词义标注语
料库謨王敬等謬 謲謰謱謷謩等。北京大学的譓譔譃语料库基于《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的词义体系，
对謱謹謹謸年謱月謲謰謰謰年謱謭謳 月的《人民日报》（总计约謶謴謲万字）进行多义词义项标注，共标注
了謹謶謶个多义名词和动词的义项。截至謲謰謰謵年底，台湾譜中研院謢词义标注语料库譓譓譍譓共包含
约謲謰謰謰个现代汉语中频词，共涉及约謵謹謰謰个义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小学华文教材词义标注
语料库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词义体系，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小学华文教材
语料库（约謲謰謰万字）进行词义标记。汉语二语教学词义标注语料库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
版）》为词义区分体系，对謱謹謷册汉语二语教材文本中的謱謱謸謱个多义词进行词义标注，构建了
约謳謵謰万字的词义标注语料库。

现代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以词典为基础，对新闻、教材语料开展加工，有了较为充分的积
累。与之相比，古汉语语言资源的建设仍然较为薄弱。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其一词多义现
象十分突出，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分布状况有较大差异。建设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不仅
有助于研究古代词汇的使用状况，也可作为基础资源服务于词义消歧算法的研究，为古汉语信
息处理技术、词汇学本体研究、词典编撰等提供参考。因此，本文选取了古汉语常用词汇，综
合经典辞书和语料库实际使用状况对多义词进行义项区分和属性整理，并据此开展词义标注，
建成了超过謱謱謷万字规模的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0。以该库为基础，本文基于譂譅譒譔语言模型
研发了小样本情境下的词义消歧技术，准确率达到謸謰謥左右。进一步地，本文以词义历时演变
分析和义族归纳为案例，初步探索了语料库与词义消歧技术在语言本体研究和词典编撰领域的
应用，以期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古汉语领域的应用，如文白机器翻译、文言文信息抽取、古
汉语词汇语法现象研究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基基基础础础词词词义义义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2.1 选选选词词词的的的原原原则则则

本研究的目标词为古汉语常用单音节多义词。综合考虑词频和学术研究需要，筛选出
了謲謰謰个古汉语单音节实词，在后续研究中还将根据研究需要和用户反馈持续补充，进行版本迭
代。根据国家语委古代汉语语料库字频表1，第一阶段选词有较高的使用频度，如表謱所示。在
频率排序上，謵謱謮謵謥所选词在古汉语字频表中排名前謵謰謰，謸謰謮謵謥所选词在古汉语字频表中排名
前謱謰謰謰。具体的选词以及频率信息可参见附录譁。

2.2 义义义项项项的的的设设设立立立

词义知识库构建的关键任务是多义词义项的设立与区分。吴云芳，俞士汶 謨謲謰謰謶謩讨论了譜面
向人的謢辞书义项和譜面向汉语信息处理謢的词语义项的区别，认为后者需要充分比较面向人和

©2021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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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本文所构建的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参见：https://github.com/iris2hu/ancient chinese sense annotation
1古汉语字频表：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resourc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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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字频频频排排排序序序 选选选词词词数数数量量量 累累累积积积百百百分分分比比比

前謱謰謰 謲謲 謱謱謮謰謰謥
謱謰謱謭謲謰謰 謲謷 謲謴謮謵謰謥
謲謰謱謭謳謰謰 謱謸 謳謳謮謵謰謥
謳謰謱謭謴謰謰 謱謸 謴謲謮謵謰謥
謴謰謱謭謵謰謰 謱謸 謵謱謮謵謰謥
謵謰謱謭謶謰謰 謱謶 謵謹謮謵謰謥
謶謰謱謭謷謰謰 謱謲 謶謵謮謵謰謥
謷謰謱謭謸謰謰 謱謱 謷謱謮謰謰謥
謸謰謱謭謹謰謰 謱謲 謷謷謮謰謰謥
謹謰謱謭謱謰謰謰 謷 謸謰謮謵謰謥
謱謰謰謰以上 謳謹 謱謰謰謮謰謰謥

譔譡譢譬譥 謱謺 选词的字频分布

面向机器的词语义项，抽取、概括而成一系列义项区分的原则。肖航和杨丽姣 謨謲謰謱謰謩提出，词
义标注语料库建设主要有两个难点：一是词典词义区分不清晰，可能导致标注时出现两可的情
况；二是词典义项不全面，无法包括真实语料中目标词所有的可能的含义。从前人研究可以看
出，词义标注语料库中的义项设立，既需要尊重辞书描写，也需要考虑语言事实和后续信息处
理加工的需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古汉语词汇在数千年的使用中，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引
申、活用、借用等现象。与现代汉语的词义归纳侧重共时用法有所不同，古汉语的词义描写具
有时间跨度大、复杂性高等特点，这也就导致了不同的辞书对同一多义词的义项设立存在较大
差异。

以譜兴謨譸謖謐譮譧謩謢为例，《王力古汉语字典》謨王力謬 謲謰謰謰謩、《汉语大字典》謨汉语大字典编辑
委员会謬 謲謰謱謰謩、《辞源》謨辞源修订组謬 謱謹謸謸謩、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謨第謲版謩》謨商务印书
馆辞书研究謬 謲謰謱謴謩对其的义项划分差异较大。其中，《王力古汉语字典》分列謴个义项，《辞
源》謶个，《古代汉语词典》謸个，而《汉语大字典》则有謱謴个义项。各词典的义项区分如表謲所
示。

辞辞辞书书书 “兴兴兴(x̄ıng)”之之之义义义项项项

《王力古汉语字典》 謱謮起，起来。謲謮创立，创办。謳謮行动起来；引申指流行。謴謮兴
旺，昌盛。

《辞源》 謱謮起来。謲謮兴起，发动。謳謮举。謴謮征集。謵謮兴盛。謶謮姓。
《古代汉语词典》 謱謮起来，起身。引申：升起，出现。謲謮兴起，产生。又：创

办，建立。又：倡导。謳謮发动。謴謮作。謵推举，选拔。謶謮征集，
征敛。謷謮兴盛，昌盛。謸謮姓。

《汉语大字典》 謱謮兴起。謲謮起身。謳謮 升起。謴謮 动；发动。謵謮办理；创办。謶謮建
立。謷謮推举；选拔。謸謮昌盛；繁盛。謹謮奋发。謱謰謮成功。謱謱謮 征
发。謱謲謮流行；时行。謱謳謮副词。謱謴謮姓。

譔譡譢譬譥 謲謺 各辞书对譜兴謨譸謖謐譮譧謩謢的义项区分

词典对标注质量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词典的选择必须具有专业性、受认可度高、对词语
义项描述清晰等特点。《王力古汉语字典》兼具譜概括性謢和譜时代性謢，可以直观地解释义项的
类聚与引申。《王力古汉语字典·序》中提出字典具有譜扩大词义的概括性謢和譜注意词义的时代
性謢的特点。就譜概括性謢而言，王力认为：譜一般字典辞书总嫌义项太多，使读者不知所从，其
实许多义项都可以合并为一个义项，一个是本义，其余是引申义。本书以近引申义合并，远引
申义另列，假借义也另列。这样，义项就大大减少，反而容易懂了謢。就譜时代性謢而言，《王力
古汉语字典》在《凡例》指出：本字典的义项按照譜本义在前，引申义在后；通用义在前，非通
用义在后；实词义在前，虚词义在后；古义在前，后起义在后謢的原则排列，体现出较强的时代
性和系联性，体现出了义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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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语大字典》具有譜粒度细謢、譜涵盖广謢的特点，恰好与《王力古汉语字典》在义项
设立的宽严方面形成互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说明》称该字典力求譜古今兼收、源流并
重謢，譜不仅注重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謮 謮 謮 謮 謮 謮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形音义收录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字典。謢
结合《王力古汉语字典》和《汉语大字典》构建基础词义知识库，兼顾了譜概括性謢譜时代

性謢和譜涵盖性謢，能有效应对古汉语的词义描写时间跨度大、复杂性高等特点，满足词义标注语
料库的需要。因此，本文拟以《王力古汉语字典》为基础、《汉语大字典》为补充，对多义词
的义项设立进行初步划分。除了基于辞书信息进行义项的设置之外，词义标注语料库还需要从
语言事实和信息处理的需求出发，根据语料标注情况对词典义项进行一定程度的增补、删减与
合并。
确立上述原则后，本研究首先设计了词义知识库的框架，如表謳所示。除了词语和义项的基

础属性外，还引入了义族、义项属性等信息，以呈现古汉语词义的类聚、引申和假借等特殊现
象。同时，根据标注语料库中的义项出现情况设置了譜义项频次謢字段，为进一步的义项修订提
供参考。

属属属性性性字字字段段段 字字字段段段描描描述述述 示示示例例例

词语譩譤 以譜護謢謫数字表示 護謱謱謱
词形 以简体字记录的目标词 望
义项譩譤 以譜譳謢謫数字表示 譳謶
读音 目标词义的读音 護譡譮譧謴
词性 目标词义的词性 〈名〉
义项 对义项的文字说明 名望

义族 义项在王力字典中的义族 謵謮謰（远引申义）
义项属性 本义、引申或假借等 远引申义
例句 王力字典中对应例句 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公不服。
频次 语料库中该义项的频次 謶

修订者 修订该义项的人员 （姓名）

譔譡譢譬譥 謳謺 词义知识库各属性字段

在义项整理的过程中，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词义知识库属性填充。第一步，根据《王力古汉
语词典》确立基础义项，将词语和义项的属性填入表中。然后，根据词典中的义族信息确立
义族编号和义项属性：义族以譡謮譢的形式编号，譡对应王力划分的义项，譢对应同一义项内的小
类。义项属性包括譜本义謢、譜近引申义謢、譜远引申义謢、譜假借义謢、譜后起义謢、譜晚起义謢、譜偏僻
义謢，具体定义如下：
（謱）本义：《王力古汉语字典》中的第一个义项
（謲）近引申义：与本义合并在同一义项内的为近引申义
（謳）远引申义：由本义引申，但列为另一个义项的引申义
（謴）假借义：《王力古汉语字典》另列的假借义
（謵）后起义：魏晋至唐宋产生的词义
（謶）晚起义：元明以后产生的词义
（謷）偏僻义：《王力古汉语字典》收录在备考栏中的少见的词义
以譜假（譪譩謔譡）謢为例，《王力古汉语字典》中义项为：①借。引申为凭借。②暂摄职务为

假。引申为非真的，伪的（后起义）。【备考】大。词义知识库与《王力古汉语字典》的对应
如表謴所示。
最后，词义知识库还需要根据语料的实际标注情况填充义项频次，并据此进行增、删、合

并等操作，该步骤的操作方式可参见本文第謳节。

2.3 义义义项项项整整整理理理中中中特特特殊殊殊语语语言言言现现现象象象的的的处处处理理理

2.3.1 同同同形形形词词词问问问题题题

区分义项时该如何处理同形词？吴云芳，俞士汶 謨謲謰謰謶謩认为，在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
汉语词义区分体系中，可将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与同形异义词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无需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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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王力力力古古古汉汉汉语语语字字字典典典》》》 词词词义义义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

①借。 謱謮謰（本义）

引申为凭借 謱謮謱（近引申义）

②暂摄职务为假 謲謮謰（远引申义）

引申为非真的，伪的（后起义） 謲謮謱（后起义）

【备考】大 謳謮謰（偏僻义）

譔譡譢譬譥 謴謺 词义知识库与王力义项的对应

区分同形和多义。在中文信息处理实践中，区分同形词与区分多义词的实际义项遵循相同的过
程，即根据语境选择该词形下的某个含义。然而，在古代汉语中，同形词事实上由不同的古
代词形表示，只是受到汉字简化的影响而变成了今天在简化字书写范畴下的古汉语同形词，
如譜后謢（皇后）和譜後謢（先后），这些同形词不仅在传统辞典中有分立的词条，而且在各词内
部也有相对独立的词义引申链条。因此，本文认为，吴云芳，俞士汶 謨謲謰謰謶謩应用驱动的观点是
切实合理的，而本研究针对古汉语语言现象进行处理，也应兼顾同形词不同词形的独立性，
在标注形式上有所体现。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同形词的义项梳理。以譜后謢为例，
根据辞书记载，譜后謢这个字形共对应了謲个同形词，在字形栏分别用譜后謱謢、譜后謲謢标注，譜词
语譩譤謢栏则用词语序号謫字形序号标注。每个不同的譜后謢各自有本义、引申义，被看作是两个起
点不同的引申链，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义项编号也各自从譳謱开始编写。特别地，在同形词各自
的义项编号前，由一位数字来区分同形词。这样的标识方法在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信息处理实
践中也具有一定的灵活度。下表謵显示了同形词譜后謢的标注方法。

词词词语语语id 词词词形形形 义义义项项项id 读读读音音音 词词词性性性 义义义项项项 王王王力力力义义义族族族

護謴謵謭謱 后謱 謱譳謱 譨譯譵謴 〈名〉 君主。天子和诸侯都称后 謱謮謰（本义）

護謴謵謭謱 后謱 謱譳謲 譨譯譵謴 〈名〉 君主的正妻 謲謮謰（远引申义）

護謴謵謭謲 后謲 謲譳謱 譨譯譵謴 〈动〉 走在后面，迟到 謱謮謰（本义）

護謴謵謭謲 后謲 謲譳謲 譨譯譵謴 〈名〉 位置在后，与譜前謢相对 謲謮謰（远引申义）

護謴謵謭謲 后謲 謲譳謳 譨譯譵謴 〈副〉 时间在后的，与譜先謢相对 謳謮謰（远引申义）

護謴謵謭謲 后謲 謲譳謴 譨譯譵謴 〈名〉 后代 謴謮謰（远引申义）

譔譡譢譬譥 謵謺 同形词譜后謢的义项区分

2.3.2 临临临时时时用用用法法法或或或通通通假假假

张永言 謨謱謹謸謲謩在《词汇学简论》中认为，词的临时用法是词在个别的特殊的应用场合临时
带上的含义，比如譜行将就木謢中的譜木謢临时具有了譜棺材謢意义。词的意义和词的用法存在一定
差别，意义是稳定和普遍的，而用法是不稳定的、特殊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词义活用、通假和
其他临时用法时，应根据它的出现频次判断是否需要设置义项，以确保词义的代表性和典型
性。若词的某种临时用法较为常见，则需要为它设立新的义项，来保证词义知识库能涵盖尽可
能多的用例。

比如，词语譜殆謢在《王力古汉语字典》中的义项譜通譠怠謧，懒惰，疲惫謢属于假借义，例句
如譜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謢。首先根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设立该义项，在随后的语料
库标注过程中，有謱謲句语料中的目标词譜殆謢属于该义项，因而确定设立该义项。又如譜奇謢的活
用义譜以謮 謮 謮 謮 謮 謮为奇，惊异謢在《王力古汉语字典》中收录，且在语料库中有可观的频次，如例
句譜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謢，因此设立为义项。另外，我们亦设立了一些辞书未收录的
临时用法义项，其考量标准是在语料中的频次。如譜城謢的活用意义譜守城謢并未在辞书中列出，
但在语料库中的例句譜（李）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謢、譜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謢等均应属
于譜守城謢意义，共约謱謰句语料，因此也设立该义项。
一些特殊的、不常见的临时用法则不收入知识库，例如譜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

相，乃始信于异众也謢，高诱注譜信，知也謢，可知譜信謢在语境中是譜知晓謢的含义，属随文释义，
意义具有临时性，因而不设立义项。又例如：譜尚得推贤不失序謢中的譜得謢应为譜德謢的借字，属
名词用法，含义为譜德，道德，有德之人謢。考虑到譜得謢、譜德謢的借用在语料库中较为罕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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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设为新义项。同理，譜右謢的譜通譠侑謧，劝食謢义，譜方謢的譜通譠谤謧，指责别人的过失謢义出现在
极少量语料中，皆属此类，均不为临时用法新增义项。

2.3.3 专专专有有有名名名词词词

在实际语料标注中，发现不少词例为专有名词，例如譜诵謢在句子譜冬十一月，遣使册高丽
国王诵謢中应当被解释为人名；譜视謢在句子譜以真时南北差加减之，为食甚视纬謢中属于天文术
语；譜孰謢在句子譜上诏王僧辩镇姑孰以御之謢中属于地名譜姑孰謢。绝大部分做专名的用法并未被
传统辞书收录，而使用频次却相当可观。为了服务于后续的语言学及信息处理研究，本研究对
专有名词单独设立义项编号：譳謰，并按照表謶所示规则标注具体的专有名词类别。

专专专有有有名名名词词词类类类型型型 义义义项项项编编编号号号 示示示例例例

人名 譳謰謭謱 譛谢譝安见其草，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
地名 譳謰謭謲 日入譛信譝陵宾馆静，赠君闲步月明中。
官名 譳謰謭謳 湖南观察譛使譝蔡袭为安南经略招讨譛使譝。
年号 譳謰謭謴 晋安帝元譛兴譝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见豫章新淦，获以献。
机构名 譳謰謭謵 故不加械，即若系尚譛方譝，于事为苦。
其他专名 譳謰謭謶 譛左譝传宣二年郑破宋师大棘，杜预曰在襄邑县南。

譔譡譢譬譥 謶謺 专名标注示例

在实际的语料标注过程中，共有约謱謸謰謰个例句的目标词被标注为专有名词，接近语料库规
模的謴謮謷謥。

3 词词词义义义标标标注注注

完成了基础词义知识库的构建后，本研究依据词义知识，在语料库中标注目标词的义项，
并根据标注结果对词义知识库中的义项进行增补、删除、合并等操作。

3.1 语语语料料料采采采样样样及及及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从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的建设需求出发，本研究认为语料选取应符合如下原则：謨謱謩句子
完整、句长适中，以提供较为明确的语境信息；謨謲謩语料均衡，覆盖了不同时代和文献类型，尽
可能体现词义使用和分布状况；謨謳謩无文本内容之外的特殊符号和标记。根据上述原则，本文将
语料采样的范围设定于譜语料库在线謢古代汉语语料库（国家语委语料库）和譃譃譌古代汉语语料
库，二者均为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古代汉语语料库，采用简体字加工，具有体量大、收录全、覆
盖不同朝代等特点。从上述语料库中抽取含有目标词的句子，每个目标词随机抽取謲謰謰条语料，
并保证其朝代分布的均衡性。随后，去除语料中的特殊标记。

3.2 词词词义义义标标标注注注实实实践践践

根据基础词义知识库，由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展语料标注工作，具体
遵循如下步骤。

謨謱謩 标注义项。根据目标词在语境中的含义，从义项表中选择义项编号。对于无法找到对
应义项的情况做如下标记：若目标词属于专有名词，则按上文所述专名编号标记；若目标词义
属于知识库未收录的义项，则标为譜其他謢；若根据上下文难以判定义项归属则标为譜待定謢；若
存在句子不完整情形或目标词在该语境中有歧义，则标记为譜语料不宜謢。

謨謲謩 搜集标注反馈，统计义项频次信息，并结合词典描写调整知识库中的义项列表，对词
义知识库中的义项做出新增、删除、合并等操作建议。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种情形：謨譡謩 若
语料库中该义项出现至少謲次，则在词义知识库中保留该义项。謨譢謩 若义项在语料库中未出现或
仅出现謱次，参考《汉语大字典》的义项设立和例句情况，如果其为《汉语大字典》独立收录且
有例句佐证用法，则保留，否则建议归并或删除：如该罕见义项与其他义项存在较高相似性，
则建议归并，否则建议删除取消该义项的设立。謨譣謩 针对标注中发现的譜其他謢义项，如果为《汉
语大字典》收录且具有可观频次，则建议为其新增义项；如果两部辞书均未收录，且仅在在少
量语料中出现该意义，则不设立新义项，例如：包含目标词譜绝謢的一条语料：譜乡中少年闻其
美，神魂倾动，媪悉绝之。（《聊斋志异》）謢，根据文义应当属譜拒绝謢义，但王力、《汉语大

CC
L 
20
21

第二十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549页-第563页，呼和浩特，中国，2021年8月13日至15日。
(c) 2021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字典》譜绝謢字均未有譜拒绝謢义。考虑到此义项出现情况较少，且不宜和其余义项合并，因而不
新立义项。

謨謳謩 针对上述操作中给出的新增、删除、归并等建议，由汉语言文字学、中文信息处理专
业教师再次审订后，确认词义知识库的修订。

謨謴謩 根据修订后的词义知识库对语料标注结果进行修订，以确保修订后的词义知识库和语
料标注中义项的一致性。同时，将词典中的例句也作为补充加入语料库。

謨謵謩 开展知识库和语料库校对工作，首先由高年级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对语料库中的譜待
定謢、譜其他謢等条目进行校对，给出合理的标注建议；然后由项目组师生对词义知识库和语料标
注结果做再次校对。

4 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整整整体体体规规规模模模和和和义义义项项项分分分布布布概概概览览览

4.1 整整整体体体规规规模模模

第一阶段的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共收录謲謰謰个单音节多义词，词义知识库中收录的词语
义项数量謲謰謰謷个，加上专名义项编号謶种，共有謲謰謱謳个义项，平均每词义项数量謱謰个。其中，
有謵个义项未出现在语料库标注中，这些义项被《王力古汉语字典》或《汉语大字典》认为属于
本义，但未列出例句用法，如譜尽謢的本义譜器物中空謢。考虑到这些属于本义的义项在引申链的
构建中具有较大的意义，因此保留这些低频义项备考。

譆譩譧譵譲譥 謱謺 语料库中的义项频次分布情况

目前，词义标注语料库收录謳謸謷謲謰条标注数据，总计謱謱謷謮謶万字。除专名外，标注语料库中
的总义项数量为謲謰謰謲个，每条语料仅对唯一的目标词进行标注。

4.2 义义义项项项分分分布布布概概概览览览

语料库中义项频度信息如图謱所示，其中，大量的义项仅出现謱次，出现次数在謵次及以下的
义项占比謵謱謮謸謵謥，主要原因推测有两方面：謨謱謩 古汉语历时跨度长，不少义项仅在个别或少数
朝代使用，整体的频次较低；謨謲謩 在同一个词形下，存在使用优势的义项占据主导地位，使得
其他义项比例较低。为了解词义分布的真实情况，仅依靠统计词义语料库中对应目标词的标注
结果（约謲謰謰条謯词）是不够的，而我们可通过有监督的词义消歧技术，对大规模语料进行义项
标注，从而获得义项真实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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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词词词义义义标标标注注注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的的的应应应用用用

5.1 古古古汉汉汉语语语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

依托词义标注语料资源，可以实现有监督的多义词消歧。譈譵 譥譴 譡譬謮 謨謲謰謱謹謩以牛津英语词典
的例句作为训练语料，将每个义项不多于謱謰条例句作为训练集，通过譂譅譒譔语言模型获得各个
义项的语境向量表示。针对新语料中的目标词，将该词的语境向量与该词形各个义项的向量计
算相似度，将相似度最高的义项确定为该句中目标词所属义项。相似地，本研究尝试将义项标
注语料库资源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开展词义消歧实验。

本研究采用的语言模型来自胡韧奋等 謨謲謰謱謹謩构建的古汉语譂譅譒譔模型，该模型由总计謳謳亿
字的殆知阁古代文献藏书謲謮謰版语料库训练而成。由于训练语料库中繁简体混杂，考虑到繁体
转简体的准确率更高，模型研发者将训练语料统一转换为简体。本研究选择该模型进行词义消
歧，是因为其训练语料和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较为接近，均来自存世古代汉语典籍，且都有朝
代跨度广、涵盖文体多的特点。

对目标多义词護i的消歧过程如下。第一步，获得目标词護i的所有义项的向量表示：对于
特定义项譳j而言，将目标词護i标注义项为譳j的句子{ 譓譥譮譴1

wisj 謬 譓譥譮譴2
wisj 謬謮 謮 謮 謬譓譥譮譴n

wisj } 输
入譂譅譒譔模型，在最终层获得每个句子中目标词護i的语境向量譥i，从而获得目标词護i的义项譳j的
向量表示集合{ 譥1

wisj 謬 譥2
wisj 謬謮 謮 謮 謬譥n

wisj } 。对该集合中的所有向量取平均值，得到目标词
语護i的义项譳j的向量表示譥wisj。对目标词的每一个义项重复此步骤，获得该目标词的所有义项
的向量表示集合{ 譥wis1 謬 譥wis2 謬謮 謮 謮 謬譥wism }。在通过训练集获得目标词的义项表示后，可以对测
试集中的多义词进行义项预测。具体来说，将测试集中的句子譓譥譮譴k输入譂譅譒譔，获得待消歧的
目标词護i的语境向量譥k

wi，将该语境向量与该目标词所有的义项向量逐一计算余弦相似度，取
余弦相似度最大的义项譳ĵ为目标词在该句中的义项。

考虑到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中，每个义项下的例句样本较小，实验设定了謲謭謱謰共謹种阈
值，在不同阈值下进行词义消歧实验。阈值表示对于某一个义项，若例句数量超过该阈值，则
将其纳入消歧实验。设立不同阈值可以较好地检验和对比小样本情境下消歧方法的效果。当某
个义项的例句数量为謲、謳、謴时，实验划分出謱条例句作为测试，其余例句归入训练集。当阈值
大于等于謵时，按照謸：謲的比例划分训练、测试集。考虑到语料库中约謵謲謥的义项只有謱謭謵条例
句，这样的划分方法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词义消歧模型的效果。

最最最少少少训训训练练练测测测试试试句句句数数数 筛筛筛选选选后后后义义义项项项数数数 训训训练练练集集集、、、测测测试试试集集集总总总句句句数数数 词词词义义义消消消歧歧歧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

謲 謱謵謶謹 謳謷謹謴謵 謷謶謮謳謶謥
謳 謱謳謶謷 謳謷謵謴謱 謷謷謮謶謲謥
謴 謱謲謱謳 謳謷謰謷謹 謷謸謮謴謰謥
謵 謱謱謰謷 謳謶謶謵謵 謷謹謮謷謷謥
謶 謱謰謱謸 謳謶謲謱謰 謸謰謮謳謴謥
謷 謹謴謲 謳謵謷謵謴 謸謱謮謱謷謥
謸 謸謷謶 謳謵謲謹謲 謸謲謮謸謶謥
謹 謸謳謴 謳謴謹謵謶 謸謲謮謰謳謥
謱謰 謷謸謶 謳謴謵謲謴 84.84謥

譔譡譢譬譥 謷謺 词义消歧实验数据

不同阈值下词义消歧的数据划分结果及准确率如表謷所示。句子数量阈值为謲时，模型达
到了高于謷謵謥的准确率，而随着阈值的增高，消歧准确率也进一步提高，当训练样本数量达
到謵（即阈值取謶）时，词义消歧准确率达到謸謰謥以上。实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构建的古汉语词
义标注语料库可以作为词义消歧技术的基础语言资源，基于譂譅譒譔语言模型的小样本词义标注
方法达到了一定的准确率。如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人工增补例句，确保每条义项的例句数量达
到一定阈值以上，该方法将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对低阈值和高阈值下模型判断错误的数据进行人工分析，归纳总结出两种典
型的情况。

典型情况一：阈值的提升纠正了原本判断错误的义项。例句譜束书辞东山，改服临北
风。謢中的目标词譜书謢正确的义项应为譜譳謴謭书籍，装订成册的著作謢。在阈值为謲时，目标词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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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自动标注为譜譳謲謭文字謢，属于标注错误的案例。而当阈值为謱謰时，义项被正确标注了。对此本
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阈值较高时，低频义项不参与训练，这减少了目标词在义项消歧时的候
选义项数量，增加了消歧准确率。另外，相较于高频义项，低频义项由于参考例句较少，其义
项向量难以得到充分的表示。

典型情况二：高阈值时仍然判断错误的义项。目标词譜慕謢在例句譜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
慕。謢中的正确义项为譜譳謲謭羡慕謢，而模型标注为譜譳謱謭思念，依恋謢。原因可能是这两个义项本身
较为接近，且上下文未提供足够信息。类似的误判有：譜九者彼来加我，志在不报。謢的譜报謢本
应标为譜譳謱謭报答，报酬謢，却被模型标为譜譳謷謭报复謢；例句譜子思，字众念，性刚暴，以忠烈自
许。元天穆当朝权，以亲从荐为御史中尉。謢中的目标词譜朝謢本应标为譜譳謳謭朝廷謢，而被模型标
为譜譳謸謭政事謢。

5.2 古古古汉汉汉语语语历历历时时时词词词义义义演演演变变变

历时词义演变研究依托大规模的历时语料库，旨在还原多义词义项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频率
的变化，发现词语义项产生、消亡和义项之间的竞争等关系謨譔譡譨譭譡譳譥譢譩 譥譴 譡譬謮謬 謲謰謱謸謩。在本研
究词义消歧模型获得一定准确率的基础上，可以使该模型自动标注大量历时语料中的目标词词
义，从而获得义项的历时分布。

本文以多义词譜使謢为例，从国家语委古汉语语料库中随机抽取謲謰謰謰謰条带有时代信息、且
包含目标词譜使謢的语料，以词义标注语料库中所有目标词为譜使謢的例句作为训练集，建立目标
词譜使謢的词义标注模型。用该模型对謲謰謰謰謰条带有时代标签的语料进行义项自动标注，梳理各个
主要义项的历时分布情况，对曲线进行四次多项式拟合，其结果如图謲所示。

譆譩譧譵譲譥 謲謺 譜使謢各义项的历时变化趋势

从图中各义项的历时变化趋势可见，譜使謢作为（君主）使者的含义在先秦即有，而作为官
职名称则可能在汉代以后出现，随后激增。到了清朝，譜使謢作为官职名称成为文献中最常见的
义项。相反的，譜命令、派遣謢和譜致使謢意义在先秦频率较高，但二者的占比在后期总体呈现下
降趋势。

5.3 辅辅辅助助助词词词典典典编编编撰撰撰

除了历时词义分析之外，各义项的向量表示也可以作为词典划分义族的参考。本文根据词
义标注语料库，使用古汉语譂譅譒譔语言模型获得了多义词譜望謢的各义项的向量表示。通过计算
各义项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或采用层次聚类方法，可以获得各义项之间的亲疏关系。层次聚
类图中，目标合并的先后顺序标志着所属类别的远近。另外，对词义向量做譐譃譁降维，可以直
观地在语义空间图中查看义项之间的位置远近。

以词语譜望謢为例。在《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譜望謢未单列譜希图，企图謢和譜向，对着謢义
项，这两个义项被《汉语大字典》单列，且在实际标注过程中分别有謲謲和謱謳条例句被标为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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譆譩譧譵譲譥 謳謺 譜望謢各主要义项的层次聚类情况

项，因而我们的词义知识库的构建过程中新增了这两个义项。为了描述这两个义项与其他义
项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层次聚类的方法，以常用的欧式距离作为距离计算公式。如层次聚
类图謨图謳謩所示，首先目标义项譜向，对着謢和譜远望謢合并、另一个目标义项譜希图、企图謢和譜希
望、盼望謢合并，接着这两个小类合并后，与譜名望謢合并，最后，两个边缘义项譜望日謢和譜遥
祭謢合并后再并入其中。

譆譩譧譵譲譥 謴謺 譜望謢各主要义项向量在降维后的语义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进一步地，如图謴所示，降维后的语义空间反映了义项向量在三维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关系，
虽然降维过程丢失了高维空间中的一些细节，但是还是可以直观地看到义项譜遥祭謢和譜望日謢属
于边缘义项，而譜远望謢和譜向、对着謢、譜期望、盼望謢和譜希图、企图謢之间两两具有紧密联系。
因此本文认为譜望謢的义项譜希图、企图謢和譜向，对着謢有可能属于引申义，譜希图、企图謢与譜期
望，盼望謢义项关系密切、譜向，对着謢和譜远望謢义项之间关系密切。考虑到义项譜远望謢在《王力
古汉语字典》被认为是本义，而《汉语大字典》中义项譜向，对着謢的最早用例来自马王堆帛书
的譜日月相望謢，则推测义项譜向，对着謢是由本义经过语法化的过程而产生的近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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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结结论论论

本文以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为研究对象，基于传统辞书和语料库中的义项频率，设计了
古汉语多义词的词义划分原则，以謲謰謰个常用古汉语单音节多义词为例，构建了词义级别的知识
库，并据此对包含多义词的语料开展词义标注。现有的语料库包含謳謮謸謷万条标注数据，规模超
过謱謱謷万字，丰富了古代汉语领域的语言资源。实验显示，基于该语料库和譂譅譒譔语言模型，词
义消歧算法准确率可达到謸謰謥左右。在此基础上，本文介绍了该语言资源在古汉语词义历时演
变研究、辅助词典编撰中的应用案例。未来，该资源和相关算法还为文白机器翻译、文言文信
息抽取、古汉语词汇语法现象研究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提出的古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依然存在规模较小的问题，为确保提
升该资源的应用价值，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对其做进一步的扩充和更新。

致致致谢谢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譜面向古籍整理智能化的知识表示与加工研
究謢謨謶謲謰謰謶謰謲謱謩 资助。在语料库建设中，北京师范大学曹媛南、段毓赜、何琪怡、黄芷晴、
蒋瑞、李涔、李隽琪、罗涵柯、孙雨、杨济清、姚昊辰、张文强、张霄等同学（姓名按音序排
列）为义项修订和语料标注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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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录录录A.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选选选词词词的的的字字字频频频分分分布布布

词词词频频频排排排序序序 汉汉汉字字字 频频频率率率（（（謥））） 词词词频频频排排排序序序 汉汉汉字字字 频频频率率率（（（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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謴謱 去 謰謮謳謲謴謸 謵謲謶 徒 謰謮謰謴謰謵
謴謹 行 謰謮謲謹謱謱 謵謳謲 任 謰謮謰謴謰謱
謵謲 便 謰謮謲謷謶謲 謵謴謳 休 謰謮謰謳謹謲
謵謴 将 謰謮謲謷謱謷 謵謷謰 加 謰謮謰謳謷謳
謵謷 相 謰謮謲謶謸謷 謵謷謷 工 謰謮謰謳謶謳
謷謵 若 謰謮謲謲謹謴 謵謷謹 备 謰謮謰謳謶謲
謷謸 能 謰謮謲謲謴謸 謵謸謳 贼 謰謮謰謳謵謷
謸謰 使 謰謮謲謲謱謸 謵謸謴 达 謰謮謰謳謵謶
謸謸 当 謰謮謱謹謳謳 謵謹謱 退 謰謮謰謳謵謳
謸謹 多 謰謮謱謸謶謸 謵謹謷 谢 謰謮謰謳謴謹
謹謱 书 謰謮謱謷謹謳 謶謰謲 胡 謰謮謰謳謴謶
謹謲 从 謰謮謱謷謸謹 謶謲謶 期 謰謮謰謳謳謳
謹謴 长 謰謮謱謷謷謶 謶謳謰 属 謰謮謰謳謳謳
謱謰謱 方 謰謮謱謶謹 謶謴謸 除 謰謮謰謳謲
謱謰謸 理 謰謮謱謶謴謹 謶謴謹 私 謰謮謰謳謱謹
謱謰謹 非 謰謮謱謶謴謵 謶謵謰 顺 謰謮謰謳謱謸
謱謱謵 看 謰謮謱謶謱 謶謶謳 类 謰謮謰謳謱謲
謱謲謱 乃 謰謮謱謵謲謹 謶謷謸 克 謰謮謰謳謰謷
謱謲謲 过 謰謮謱謵謱謴 謶謸謹 顾 謰謮謰謳謰謲
謱謲謳 诸 謰謮謱謵謰謷 謶謹謲 视 謰謮謰謳謰謱
謱謲謹 安 謰謮謱謴謵謵 謶謹謳 读 謰謮謰謲謹謹
謱謳謲 闻 謰謮謱謴謳 謷謰謰 疾 謰謮謰謲謹謶
謱謳謸 要 謰謮謱謳謷謵 謷謰謱 迁 謰謮謰謲謹謶
謱謴謱 后 謰謮謱謳謵謱 謷謱謱 池 謰謮謰謲謹
謱謴謵 归 謰謮謱謳謳謲 謷謱謹 济 謰謮謰謲謸謶
謱謴謸 兵 謰謮謱謳謲 謷謳謲 宾 謰謮謰謲謷謶
謱謵謰 尽 謰謮謱謲謹謶 謷謳謴 怨 謰謮謰謲謷謶
謱謵謷 名 謰謮謱謲謷謲 謷謳謸 竟 謰謮謰謲謷謵
謱謶謵 复 謰謮謱謲謴謳 謷謴謷 遗 謰謮謰謲謷謱
謱謷謱 及 謰謮謱謲謲 謷謶謸 具 謰謮謰謲謶謳
謱謷謲 阳 謰謮謱謲謱謶 謷謶謹 素 謰謮謰謲謶謳
謱謷謳 本 謰謮謱謲謱謶 謷謸謵 恨 謰謮謰謲謵謵
謱謷謵 令 謰謮謱謱謸謷 謷謹謵 置 謰謮謰謲謴謹
謱謷謹 却 謰謮謱謱謷謶 謸謰謹 图 謰謮謰謲謴謲
謱謸謲 会 謰謮謱謱謵謸 謸謲謲 末 謰謮謰謲謳謹
謱謸謳 城 謰謮謱謱謵謶 謸謲謳 负 謰謮謰謲謳謹
謱謸謶 发 謰謮謱謱謳謲 謸謳謵 造 謰謮謰謲謳謳
謱謹謳 朝 謰謮謱謰謹謹 謸謴謹 怜 謰謮謰謲謲謹
謱謹謴 即 謰謮謱謰謹謵 謸謵謴 率 謰謮謰謲謲謶
謲謰謰 就 謰謮謱謰謶謵 謸謵謷 堪 謰謮謰謲謲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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謲謰謳 间 謰謮謱謰謴謷 謸謵謸 质 謰謮謰謲謲謵
謲謰謷 善 謰謮謱謰謲謸 謸謷謳 徐 謰謮謰謲謱謵
謲謲謴 数 謰謮謰謹謵謱 謸謷謶 奇 謰謮謰謲謱謳
謲謲謵 少 謰謮謰謹謵謱 謸謷謹 适 謰謮謰謲謱謲
謲謳謲 进 謰謮謰謹謱謱 謸謸謱 奔 謰謮謰謲謱謱
謲謳謳 莫 謰謮謰謹謰謹 謹謱謲 卧 謰謮謰謲謰謳
謲謴謵 内 謰謮謰謸謸謱 謹謲謶 假 謰謮謰謲
謲謴謸 坐 謰謮謰謸謶謱 謹謲謸 劝 謰謮謰謱謹謹
謲謵謶 节 謰謮謰謸謳謸 謹謳謲 患 謰謮謰謱謹謸
謲謶謱 信 謰謮謰謸謲謵 謹謵謰 博 謰謮謰謱謹謲
謲謷謰 或 謰謮謰謸謰謴 謹謶謰 察 謰謮謰謱謸謹
謲謷謱 请 謰謮謰謷謹謷 謹謶謲 敌 謰謮謰謱謸謸
謲謷謳 传 謰謮謰謷謹謴 謱謰謰謳 短 謰謮謰謱謷謷
謲謷謴 通 謰謮謰謷謸謸 謱謰謲謵 悉 謰謮謰謱謷謲
謲謷謶 既 謰謮謰謷謸謵 謱謰謶謳 汤 謰謮謰謱謶謴
謲謹謲 求 謰謮謰謷謵謲 謱謰謸謰 夺 謰謮謰謱謶
謲謹謳 居 謰謮謰謷謵謲 謱謰謸謱 睡 謰謮謰謱謶
謲謹謷 遂 謰謮謰謷謴謳 謱謱謶謳 族 謰謮謰謱謴謱
謳謰謱 望 謰謮謰謷謲謱 謱謲謰謳 弥 謰謮謰謱謳謶
謳謰謵 度 謰謮謰謷謰謹 謱謲謴謴 拔 謰謮謰謱謲謷
謳謱謱 曾 謰謮謰謶謹謹 謱謲謷謰 暴 謰謮謰謱謲謳
謳謱謸 恶 謰謮謰謶謸謱 謱謲謷謹 潜 謰謮謰謱謲謲
謳謱謹 解 謰謮謰謶謸謱 謱謳謳謲 规 謰謮謰謱謱謵
謳謲謶 举 謰謮謰謶謷謱 謱謳謳謵 旁 謰謮謰謱謱謵
謳謳謲 易 謰謮謰謶謴謵 謱謳謴謴 眠 謰謮謰謱謱謴
謳謴謰 阴 謰謮謰謶謳謱 謱謳謷謷 稍 謰謮謰謱謰謹
謳謴謴 许 謰謮謰謶謲謴 謱謴謱謷 籍 謰謮謰謱謰謴
謳謴謹 走 謰謮謰謶謱謴 謱謴謲謴 戚 謰謮謰謱謰謳
謳謵謱 论 謰謮謰謶謰謸 謱謴謶謹 按 謰謮謰謰謹謷
謳謶謱 辞 謰謮謰謵謸謸 謱謴謹謳 涉 謰謮謰謰謹謵
謳謶謵 第 謰謮謰謵謷謹 謱謵謰謷 孰 謰謮謰謰謹謳
謳謶謶 病 謰謮謰謵謷謸 謱謵謳謸 寝 謰謮謰謰謹
謳謷謲 兴 謰謮謰謵謷 謱謵謸謲 判 謰謮謰謰謸謶
謳謷謸 爱 謰謮謰謵謶 謱謶謳謷 慕 謰謮謰謰謸
謳謹謴 治 謰謮謰謵謳謵 謱謶謵謴 倍 謰謮謰謰謷謸
謳謹謹 胜 謰謮謰謵謲 謱謷謲謱 勒 謰謮謰謰謷謲
謴謰謴 左 謰謮謰謵謱謵 謱謷謶謷 笃 謰謮謰謰謶謹
謴謰謷 修 謰謮謰謵謱謱 謱謸謰謵 诵 謰謮謰謰謶謶
謴謱謹 临 謰謮謰謵謰謴 謱謸謱謶 涕 謰謮謰謰謶謵
謴謲謱 识 謰謮謰謵謰謳 謱謸謱謹 鄙 謰謮謰謰謶謵
謴謴謰 被 謰謮謰謴謸謴 謱謹謹謳 熙 謰謮謰謰謵謲
謴謴謵 报 謰謮謰謴謷謴 謲謰謷謹 逾 謰謮謰謰謴謷
謴謴謸 致 謰謮謰謴謷謳 謲謲謶謷 敝 謰謮謰謰謳謹
謴謴謹 次 謰謮謰謴謷謳 謲謲謷謳 殆 謰謮謰謰謳謹
謴謵謱 引 謰謮謰謴謷 謲謳謱謹 怠 謰謮謰謰謳謷
謴謵謴 静 謰謮謰謴謶謷 謲謳謵謵 寐 謰謮謰謰謳謶
謴謵謵 微 謰謮謰謴謶謵 謲謶謲謹 俾 謰謮謰謰謲謷
謴謵謶 右 謰謮謰謴謶謵 謲謶謵謱 讽 謰謮謰謰謲謶
謴謶謵 宜 謰謮謰謴謵謷 謲謸謹謶 贻 謰謮謰謰謲謱
謴謷謶 绝 謰謮謰謴謴謳 謳謰謹謷 饯 謰謮謰謰謱謷
謴謸謱 比 謰謮謰謴謳謹 謳謱謵謸 弛 謰謮謰謰謱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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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录录录B.词词词义义义知知知识识识库库库结结结构构构示示示例例例

词词词语语语id 護謱 護謱 護謱 護謱 護謱 護謱

词词词形形形 爱 爱 爱 爱 爱 爱

义义义项项项id 譳謱 譳謲 譳謳 譳謴 譳謵 譳謶

读读读音音音 譡譩謴 譡譩謴 譡譩謴 譡譩謴 譡譩謴 譡譩謴

词词词性性性 〈动〉 〈名、形〉 〈动〉 〈形〉 〈动〉 〈形〉

义义义项项项 喜爱，爱好 情 爱 ， 仁
爱，恩惠；
德行美好

爱 护 ， 加
惠；钦慕；
爱戴

吝惜，舍不
得

通譜譛艹
爱譝謨謒譡譩謩謢，
隐蔽，躲藏

通譜暧謢，昏
暗

王王王力力力义义义
族族族

謱謮謰（ 本
义）

謱謮謱（ 近 引
申义）

謱謮謲（ 近 引
申义）

謲謮謰（ 远 引
申义）

謳謮謰（ 假 借
义）

义义义项项项属属属
性性性

本义 引申义 引申义 引申义 通假义 通假义

示示示例例例 淳之少有高
尚，爱好坟
籍，太原王
恭所称。

及 子 产
卒，仲尼闻
之 ， 出 涕
曰：譜古之
遗爱也。謢

父 母 之 爱
子，则为之
计深远。

百姓皆以王
为爱也。

爱而不见，
搔首踟躇。

上台爱育通
幽细。

频频频次次次 謸謸 謲謴 謵謱 謱謹 謲 謳

注：因版面限制采用转置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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