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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名动词是汉语词类研究及词性标注的难点问题。过去五六十年来，有关名动词概念与
体系类属、鉴定标准、标注方法等方面的争议不断，但基于语料库资源，以名动词的
动态分布以及量化研究为支撑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现代汉语名动词作为主要考察
对象，基于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反思，将信息论与语料库方法相结合，引入香农圭维纳指
数作为量化指标，从多能性指数的研究视角对名动词进行考察，结合《信息处理用现
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的修订研究，分析了名动词类别属性判断在现有印欧系语法词
类体系框架下的困境，探讨了名动词跨类属性、词类标记的组合处理及其对于语料库
建设、词典编纂等应用领域词类信息标注的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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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现代汉语中有些动词具有名词的语法性质，尽管在词典中被标记为动词，在具体语境中往
往难以判断其究竟是名词还是动词，如坜发展圢坜研究圢等词。这类词并非个例，其语法功能与普
通动词或普通名词相比均有较大区别，而规模却有扩大的趋势。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
学界对这一现象争议不断，出现了名动词、动词次类、动名兼类词、动词名物化、动词名用、
动名漂移、动名跨类等诸多不同的观点。理论语言学上的争议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的词性标
注难点密切相关，尽管多个语料库及分词工具的词类标注体系均对这一词汇聚合规定了特定的
标记，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操作中标注一致性差的难题。在本文中，为讨论方便，仍然把
这类词汇聚合称为名动词。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是现代汉语信息处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参考词类标

记集，它吸收了众多语言学研究成果，从现代汉语信息处理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了一套统一
的现代汉语词类标记体系。圲地圲地年发布的坜《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修订稿圢专门
讨论了对名动词现象的处理，提出以组合标记坜坮 坶圢的形式标注名动词 在杨丽姣等圬 圲地圲圱圩。
本文以现代汉语名动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反思，将信息论方法、

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相结合，引入香农圭维纳指数作为量化指标，衡量汉语名动词语法功能的灵活
程度，从多能性指数这一新的视角对名动词传统难题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面
向信息处理用的词性标记组合设置以及名动词组合标记的可操作性问题。

2 相相相关关关研研研究究究

关于名动词现象，一直存在概念与体系类属、鉴定标准、标注方法等诸多争议。
黎锦熙在圱圹圶地圩提出动词名物化的说法，他认为一部分用作主宾语的动词失去动词的特点，

获得了名词的语法特点，包括可以受定语修饰、可以用名词或代词复指、可以和名词组成联合
结构等。朱德熙在圱圹圶圱圻 圱圹圸圲圩反对上述名物化说法，他认为动词作主语或宾语的时候仍然是动
词。他提出了名动词的说法，将名动词看作动词的一个小类，定义为兼有名词性质的动词。
陆俭明在圱圹圹圴圩、俞士汶在圲地地圵圩、陆丙甫在圲地地圹圩赞同名动词的说法，不主张将其处理为动名兼类
词，并对名动词的数量、语法特点作了进一步补充。胡明扬在圱圹圹圵圩、郭锐在圲地地圲圻 圲地圱圱圩、黄昌
宁在圲地地圹圩则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处理成动名兼类，吕叔湘在圱圹圷圹圩提出了动词名用的说法，认为这类
现象中词义无明显变化，语法特点有所改变，与动名兼类不同。沈家煊在圲地地圷圻 圲地地圹圻 圲地圱圲圩认为
对于名动词的词性区别应该淡化处理。在大的词类体系上，可以认为名词包含了动词。夏全胜
等在圲地圱圴圩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视角分析名动词语义加工机制，认为名动词与动词或名词
的加工机制有所不同。
对于名动词的鉴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标准：语法功能标准、指称性标准、意义标准、

数量标准，其中以功能标准为主，部分标准是否有效仍存在争议。朱德熙在圱圹圶圱圻 圱圹圸圲圻 圱圹圸圵圩、
胡明扬在圱圹圹圵圩、俞士汶在圲地地圲圩采用若干条功能标准判断名动词，如可作动词坜有圢的宾语、可充
任坜进行、加以圢这一类动词的准谓词性宾语、可受名量词修饰等。郭锐在圲地地圲圩结合数量标准和
功能标准判断名动词，将这类词在所有动词中所占比例作为一个考量因素。陆丙甫在圲地地圹圩根据
名动词作宾语时的指称化程度判断其词性。安华林在圲地地圵圩引入意义标准，如坜研究圢这类词没有
语义转类，没有明确的名词性义项，可与坜检查圢等有明确的名词性义项的词区分开。
对于名动词的标注，朱德熙提出坎坖标记，并进一步将坎坖细分为坎坖坴和坎坖坩两个小

类，坎坖坴表示及物的名动词，坎坖坩表示不及物的名动词。俞士汶在圲地地圲圩在语料库标注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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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名动词标注为坶坮，黄昌宁在圲地地圹圩认为应根据名动词所在语法位置标注其词性，出现在述语位
置上标作动词（坶），出现在名词的语法位置上标作名词（坮）。杨丽姣等在圲地圱圹圻 圲地圲圱圩在《信息
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修订方案提出了组合标记，用组合标记（坮 坶）来标注名动词，
并将这类词处理为动名跨类词。

3 语语语料料料标标标注注注与与与词词词表表表提提提取取取

3.1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标标标注注注语语语料料料库库库构构构建建建

本研究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中选取圶地地篇文本，包含散文、新闻、公文等多
种语体，总规模达圱地地万字。在对语料进行观察之后，本文认为单独为名动词设定组合标记存在
其合理性。在实际使用时，名动词既有动词的功能，又有名词的功能，然而在词典中却没有名
词的词性标记。标注语料时如果完全依据一个词的语境和功能进行标注，将引起词类系统的混
乱，因为某些词的用法并未固定下来，因此将组合标记作为一种过渡用标记具有可行性和实用
性。本文依照坜《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修订稿圢中的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设置，结合名
动词的鉴定标准，组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圱地人，采用两两对照的方式对圶地地篇文章
中的名动词进行精标注，最终得到现代汉语精标注语料库。标注规则如下：

坡圮对于名物化的动词，应标注为名动词，若在句中没有被名物化，则仍按动词标注；根
据名动词的定义，对于在句子中根据句法、语用功能都不能明确为指称（坲坥坦坥坲坥坮坣坥）还是述谓
（坰坲坥坤坩坣坡坴坩坯坮）的词，则标注为名动词。

坢圮参考以下四条依据，符合其中任意一条标准则考虑该动词是否应标注为名动词：能受
名量词修饰，充当动词坜有圢以及部分形式动词（坜进行圢、坜作圢、坜加以圢、坜予以圢、坜给予圢、坜给
以圢等）的宾语，进入坜有没有坘圢、坜坎的坖圢框架，充当体词性短语的中心语。

坣圮名动词的标注符号为坮 坶。

以下为名动词的标注示例：

•东方圯坬各国圯坮随着圯坰社会圯坮经济圯坮的圯坵发展圱圯坮 坶，圯坷纷纷圯坤探索圯坶东方圯坬文化圯坮
作为圯坶 独立圯坡 的圯坵 文化圯坮 生存圯坮 坶 体圯坮 坧 的圯坵 可能性圯坮 问题圯坮 ，圯坷 本圯坲坤 民族圯坮 文化圯坮
逐渐圯坤 成为圯坶 社会圯坮 发展圲圯坮 坶 的圯坵 精神支柱圯坮 。

• 我们圯坲坰 一定圯坤 要圯坶坵 根据圯坰 现在圯坴 的圯坵 有利圯坡 条件圯坮 加速圯坶 发展圳圯坶 生产力圯坮。

发展圱圯坮 坶：坜社会经济的发展圢为坜坎的坖圢结构，此处坜发展圱圢被名物化；

发展圲圯坮 坶：坜社会发展圢为坜精神支柱圢的定语，坜发展圲圢是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语；

发展圳圯坶：坜发展生产力圢为动宾结构，此处坜发展圳圢是动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中，坜发展圢词条如下：【发展】坦圖坡坺坨圔坡坮动①事物由小到大、由
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事态还在～，社会～规律。②扩大在组织、规模等）：～
党的组织，～轻纺工业。③为扩大组织而吸收新的成员：～新党员，～工会会员。词典中坜发
展圢只有动词词性，没有名词词性，但在实际使用中有名词的语义和语法特点。在标注过程中，
我们发现类似坜发展圢的情况广泛存在于语料中。

3.2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词词词表表表构构构建建建

首先提取语料中所有具有名动词标记（坮 坶）的词语，去重处理后得到初步词表；然后参考
《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中的词性标记，删去已确定具有名词词性的词；最后，人工对筛选
出的词语进行增删。

在词性标注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语料中的名动词进行初步提取，用坐坹坴坨坯坮和正则表达式提
取出所有具有坮 坶、坮和坶标记的词，得到三个列表，去重并计数，取坮 坶列表和坶列表的交集，此
交集再与坮列表取差集，得到初步的名动词表，共包含圱地地圲个词。

初步提取的词表中，有圷圸地词的坮 坶标记数量在圳次及以下，在圱地地万字的语料中出现频次过
低，因此将这一部分词删去，剩余圲圲圳个词；再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删去坜全球
化圢、坜用地圢、坜收费圢圳个未收录的词，对照词典中的词性标记，保留没有名词词性的词语，删
去坜认识圢、坜贷款圢等圳圷个动名兼类词；最后，人工筛查剩余词语，删去坜国有圢、坜航天圢圲个人
工标注错误的词、坜惊喜圢、坜恐惧圢、坜烫伤圢圳个没有动词词性的词，所得词表如下表 圱所示，
共圱圷圸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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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合作 展览 审美 休息 申请 交往 补充 启迪
研究 交接 治疗 死亡 预测 胜利 考察 成长 上市
服务 进步 刺激 探索 增长 实施 控制 促进 设立
医疗 提高 防雷 形成 转换 束缚 利用 发挥 探讨
学习 应用 观测 安排 表达 损害 流行 繁衍 体现
演出 重视 欢迎 护理 结合 体验 批评 繁殖 伪造
调查 出现 竞争 注意 伤害 威胁 破坏 分布 向往
发现 观察 理解 追求 生存 指导 认知 奉献 消化
消费 危害 使用 创造 宣传 制作 失败 革新 写作
实践 支持 处理 到来 转变 帮助 统治 关怀 信任
开发 关注 仲裁 发行 成功 保健 喜爱 观赏 选举
努力 污染 抽查 交流 出版 表意 想象 函授 循环
培训 准备 调整 介绍 诞生 尝试 预防 合成 延伸
笑 表现 发射 考验 独立 冲突 愈合 呼唤 运算
保护 冲击 分析 浪费 防治 搭配 运输 恢复 增加
表演 训练 改变 试验 分化 反射 运行 计算 直播
发生 进展 感悟 思考 解释 分裂 装扮 解剖 制约
管理 了解 革命 统一 经营 关心 综合 描述 贮存
改革 生长 记载 突破 精炼 监测 尊敬 配合
生产 选择 旅游 享受 考试 检测 尊重 普及

表 圱场 现代汉语名动词表

4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计计计算算算方方方法法法

4.1 “香香香农农农-维维维纳纳纳”指指指数数数

坓坨坡坮坮坯坮和块坥坡坶坥坲在圱圹圴圸圻 圱圹圹圸圩提出香农圭维纳指数（坓坨坡坮坮坯坮坻块坩坥坮坥坲 坩坮坤坥坸），奠定了信
息论的基础。香农圭维纳指数也被称作香农物种多样性、香农熵、香农信息指数或坈等，用于度
量信息的不确定性，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概率描述下的一种信息量的度量方式。香农圭维纳指数的
计算方法描述如下：对于一种信号源坁，其发出的信号坕有坮种，每种信号对应出现的概率坰坩，
那么信号源坁的不确定性为单个信号出现的不确定性的统计平均值，该值就是坁的香农圭维纳指
数。为了方便观察和计算，需要对香农圭维纳指数进行标准化，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Hnorm 圽
−

∑n
i=1 在pi · 坬坮 pi圩

坬坮n
在圱圩

标准化后的香农圭维纳指数取值区间为坛地，圱坝，坈值越小，不确定性越小，坈值越大，不确定
性越大。

4.2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计计计算算算方方方法法法

4.2.1 词词词语语语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

坈坩坥坢坥坲在圲地圲地圻 圲地圲圱圩提出用香农圭维纳指数来计算英语和坎坵坵坣坨坡坨坮坵坬坴坨语1 的词语多能性。词
语多能性（坬坥坸坩坣坡坬 坰坯坬坹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坩坴坹）指一个词项（坬坥坸坩坣坡坬 坩坴坥坭）具有不止一个话语功能或句法
功能，如述谓（坰坲坥坤坩坣坡坴坩坯坮）、指称（坲坥坦坥坲坥坮坣坥）或修饰（坭坯坤坩圌坣坡坴坩坯坮），与之相对应的则是
动词、名词、形容词。
如果一个词具有述谓、指称、修饰三个功能，并且在使用时的频率完全相等，那么可

以称之为完全多能词（坰坥坲坦坥坣坴坬坹 坰坯坬坹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坬坥坸坩坣坡坬 坩坴坥坭），例如，一个词在某个语料
库中出现圳地地次，三种功能各有圱地地次；与之相反的是，如果这个词在某个语料库所出现
的圳地地次中，均作指称（坲坥坦坥坲坥坮坣坥）用法，则为完全单功能词（坰坥坲坦坥坣坴坬坹 坭坯坮坯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 坬坥坸坩圭
坣坡坬 坩坴坥坭）。对于在使用中具有多种句法功能的词，需要一个可以衡量一个词汇究竟有多坜多能
（坰坯坬坹坦坵坮坣坴坩坯坮坡坬）圢的度量指标。

1加拿大西部的一种早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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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的的的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

本研究圳圮圲中提取的名动词在词典中大部分只有动词词性，小部分兼有动词和形容词词性，
具有动词的典型语法特征。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基本都有名词的功能，体现出了跨类的特征。

在圳圮圱的标注语料库中，本文分别统计出名动词作名词用法（标记为坮 坶）和作动词（标记
为坶）用法的次数。表 圲为随机抽取的圵个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中只有动词词性的名动
词。按词频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坜发展圢是语料库中最高频的名动词，坜合成圢为低频名动词。圵个
词的坮 坶标记所占比例平均为圳圲圮圳圥，接近一半的坜研究圢被标注为名词词性，坜发展圢和坜服务圢两
个词也有圳圵圥以上的名动词标记，词频较低的坜分析圢和坜合成圢二词的名动词标记比例相对高
频词较低，分别为圱圷圮圹圥和圲圱圮圱圥。 在圳圮圲的名动词表中，有圱地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标

n v数数数量量量 v数数数量量量 合合合计计计 n v比比比例例例

发展 圲圱圶 圳圵圶 圵圷圲 圳圷圮圹圥
研究 圲地圶 圲圴圴 圴圵地 圴圶圮地圥
服务 圴圵 圷地 圱圱圵 圳圹圮圱圥
分析 圱地 圴圶 圵圶 圱圷圮圹圥
合成 圴 圱圵 圱圹 圲圱圮圱圥

表 圲场 随机抽取的名动词词性标注情况

注有动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这圱地个词分别为坜努力、进步、应用、统一、成功、独立、精
炼、失败、尊敬、尊重圢。在语料中，这些词不仅有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还有名词的功能，
即动形兼类名动词。表 圳为这些动形兼类词的标注情况。词频最低的词是坜精炼圢，在语料中
出现了圸次，其中圲次被标注为名动词，圱次被标注为动词，圵次被标注为形容词；词频最高的
词是坜成功圢，在语料中出现了圹圲次，其中圲圷次被标注为名动词，圱圲次被标注为动词，圵圳次被
标注为形容词。从三种标记所占比例来看，圱地个词的坮 坶标记、坡标记、坶标记平均比例分别
为圲圷圮圳圥、圲圶圮圵圥、圴圶圮圲圥。因此，在语料中这类词将近一半的用法仍为动词词性，名动词标记
和形容词标记比例相当，前者略高于后者。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 n v数数数量量量 v数数数量量量 a数数数量量量 合合合计计计 n v比比比例例例 a比比比例例例 v比比比例例例

努力 圳地 圴圳 圱 圷圴 圴地圮圵圥 圱圮圴圥 圵圸圮圱圥
进步 圳圱 圱圸 圱圴 圶圳 圴圹圮圲圥 圲圲圮圲圥 圲圸圮圶圥
应用 圲圲 圵圳 圱圲 圸圷 圲圵圮圳圥 圱圳圮圸圥 圶地圮圹圥
统一 圸 圲圱 圱圷 圴圶 圱圷圮圴圥 圳圷圮地圥 圴圵圮圷圥
成功 圲圷 圱圲 圵圳 圹圲 圲圹圮圳圥 圵圷圮圶圥 圱圳圮地圥
独立 圶 圲圷 圱圶 圴圹 圱圲圮圲圥 圳圲圮圷圥 圵圵圮圱圥
精炼 圲 圱 圵 圸 圲圵圮地圥 圶圲圮圵圥 圱圲圮圵圥
失败 圶 圱圴 圱 圲圱 圲圸圮圶圥 圴圮圸圥 圶圶圮圷圥
尊敬 圵 圹 圷 圲圱 圲圳圮圸圥 圳圳圮圳圥 圴圲圮圹圥
尊重 圵 圱圸 地 圲圳 圲圱圮圷圥 地圮地圥 圷圸圮圳圥

表 圳场 名动词表中动形兼类词的标注情况

4.2.3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计计计算算算方方方法法法

本文基于坈坩坥坢坥坲在圲地圲地圻 圲地圲圱圩的词语多能性指数计算方法，运用香农圭维纳指数来衡量现代
汉语名动词的多能性，具体计算方法描述如下：

一个名动词在语料中有可能出现三种标记：坮 坶、坶、坡，对应该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词
性：名动词、动词、形容词，每个词性标记的频率为：

pi 圽
ni

N
在圲圩

其中，坎为该词在语料库中的词频，坮坩为该词在语料中被标注为某一词类坩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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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计算出该词的香农圭维纳指数（坈）如下式，坈的取值区间为坛地，圱坝，坈值越小，不确定
性越小，坈值越大，不确定性越大。换言之，名动词作为一个具有名词性质的动词，该词的坈值
越小，它的多功能性就越小，坈值越大，它的多功能性就越大。

Hnorm 圽
−

∑n
i=1 在pi · 坬坮 pi圩

坬坮n
在圳圩

其中坮为名动词在语料库中被标注的词类种数，对于名动词而言，坮圽圳。除了动形兼类词
外的名动词没有坡标记，这一部分词的概率等于地，然而坬坮地不存在。针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常用
方法可以解决 在坓坴坥坦坡坮 坔坨圮 均坲坩坥坳圬 圲地地圹圩：一种是把三种标记的数量都加圱，另一种方法是简
单地认为坬坮地等于地。本研究采用前一种方法，在计算坈时将除动形兼类词外的名动词的三种标
记数量各加圱，例如，表 圲中的坜发展圢的坮 坶、坶、坡标记实际数量为圲圱圵、圳圵圵、地，经过处理后
为圲圱圶、圳圵圶、圱。

5 名名名动动动词词词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分分分析析析

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如下表 圴所示，根据词频由高到低排列圱圷圸个名动词，计算出的多能
性指数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语的多能性越强，其取值区间为坛地圬圱坝。例如坜发展圢的多能性指数约
为地圮圶圱，坜形成圢的多能性指数约为地圮圲圲，前者的多能性比后者更强。观察坮 坶和坶标记数量，坜发
展圢标注为坮 坶和坶的次数分别为圲圱圶次和圳圵圶次，坜形成圢则是圱地次和圱圸圶次，在数量和比例上来
看，坜发展圢比坜形成圢更灵活更多能，与多能性指数得出的结论相符。 在名动词表中，有一部分

序序序号号号 词词词语语语 n v数数数量量量 v数数数量量量 a数数数量量量 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H）））

圱 发展 圲圱圶 圳圵圶 地 地圮圶圱圴圱圷圱
圲 研究 圲地圶 圲圴圴 地 地圮圶圴地圶圲
圳 发现 圳圱 圲圶圵 地 地圮圳圲圹圷圵圳
圴 学习 圳圹 圲圲圲 地 地圮圴地圹圲圴圹
圵 出现 圱圶 圲圲圵 地 地圮圲圵圴地圵圹
圶 使用 圱圲 圲地圷 地 地圮圲圲圸圹圶圳
圷 发生 圱圹 圱圹圹 地 地圮圳地圲圳圸
圸 形成 圱地 圱圸圶 地 地圮圲圲圳地圹圳
圹 生产 圱圸 圱圶圷 地 地圮圳圲圷圶圹
圮 圮 圮 圮 圮 圮
圱圶圹 繁衍 圴 圶 地 地圮圸圱圷圵圲
圱圷地 分化 圶 圳 地 地圮圸地圸地圱圴
圱圷圱 表意 圶 圳 地 地圮圸地圸地圱圴
圱圷圲 关怀 圴 圴 地 地圮圸圵地圸圶圴
圱圷圳 函授 圴 圴 地 地圮圸圵地圸圶圴
圱圷圴 束缚 圶 圲 地 地圮圷圸圲圷圷圶
圱圷圵 信任 圴 圳 地 地圮圸圵圸圶圷圳
圱圷圶 直播 圴 圳 地 地圮圸圵圸圶圷圳
圱圷圷 启迪 圴 圲 地 地圮圸圵圲圷圹圲
圱圷圸 精炼 圲 圱 圵 地圮圸圱圹圴圴圸

表 圴场 名动词多能性指数

词有动词、形容词、名词三种词性的功能，即动形兼类名动词。下表 圵为圱地个动形兼类名动词
的多能性指数，由表可知，这些词的坈值均在地圮圶以上，其中坜尊敬圢一词的坈值高达地圮圹圷圵，表明
这是一个功能相当灵活的词语。从多能性指数的平均值来看（表 圶），动形兼类词的坈值平均
为地圮圸圲圵，附录中所有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平均值为地圮圵圸圵，比前者低地圮圲圴。因此，动形兼类词的
平均多能性比名动词强。
为更直观地观察多能性指数（坈）在每个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将计算所得的坈值按照区

间来统计其数量，如在区间坛地圬地圮圱坝的坈有地个，在区间在地圮圱圬地圮圲坝的坈有圲个，依次类推，将所有名
动词与动形兼类的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分布情况统计如图 圱和图 圲所示，横坐标为圱地个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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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号号号 词词词语语语 n v数数数量量量 v数数数量量量 a数数数量量量 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H）））

圱 努力 圳地 圴圳 圱 地圮圶圷圳圲圴圸
圲 进步 圳圱 圱圸 圱圴 地圮圹圴圷圶圶圶
圳 应用 圲圲 圵圳 圱圲 地圮圸圴地地地圱
圴 统一 圸 圲圱 圱圷 地圮圹圳圷圵圹圳
圵 成功 圲圷 圱圲 圵圳 地圮圸圵圸圵圲
圶 独立 圶 圲圷 圱圶 地圮圸圶圵圶圴圹
圷 精炼 圲 圱 圵 地圮圸圱圹圴圴圸
圸 失败 圶 圱圴 圱 地圮圷地圳圸圱圵
圹 尊敬 圵 圹 圷 地圮圹圷圴圸圸圳
圱地 尊重 圵 圱圸 地 地圮圶圳地圷圱圲

表 圵场 动形兼类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

平平平均均均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

所有名动词 地圮圵圸圵
动形兼类的名动词 地圮圸圲圵

表 圶场 词语多能性指数的平均值

性指数的区间，如地圮圱对应区间在地圬地圮圱坝，圱对应区间在地圮圹圬圱坝，纵坐标为在该区间坈的数量。名动词
作为一个具有名词性质的动词，该词的坈值越小，它的多功能性就越小，坈值越大，它的多功
能性就越大。一般而言，名动词的坈值越大，就说明其名词性程度越深。例如坜利用圢的坈值约
为地圮圱圶，坜形成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圲圲，坜生产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圳圳，坜管理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圴地，坜演出圢的坈值
约为地圮圵圹，坜服务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圶圵，坜实践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圷地，坜胜利圢的坈值约为地圮圸圱，以上圸个词
的坈值分别位于圸个不同的区间，它们的名词性逐渐增加，多能性越来越强。

图 圱场 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坈）数量分布

从图 圱总体的分布趋势来看，坈值在地圮圶以前时，名动词的数量随着坈的增大而增加，坈值
到地圮圶、地圮圷时数量最多，地圮圷之后数量又逐渐减少；从数据的峰值来看，名动词的数量
在在地圮圵圬地圮圷坝这个坈值区间内最多，低于地圮圳或高于地圮圹的名动词数量都比较少，即多能性在中等
偏高水平的名动词最多，多能性较差或较好的名动词相对更少。因此，名动词的总体多能性比
较强，功能特别灵活和功能特别不灵活的名动词较少。

如图 圲所示，动形兼类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数量分布与图 圱不同，集中在强多能性区域。
没有一个动形兼类名动词的坈值低于地圮圶，坈值最多分布在地圮圸及以上，这与表 圶中计算的多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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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圲场 动形兼类名动词的多能性指数（坈）数量分布

指数平均值特点一致，动形兼类的名动词比普通名动词的功能更灵活，这主要是因为动形兼类
名动词有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三种功能，所以这类词的多能性总体更强。

多能性指数值越大，表示该词语的多能性越强，人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该词语的不同词性
就越灵活。结合多能性指数对词表中的名动词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这些名动词的性质存在差
异，某些名动词的多能性更强，某些名动词的多能性较弱，多能性指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名动词
在语料中的使用情况。此外，多能性指数也可为名动词的辨别和处理提供参考。

6 临临临时时时活活活用用用、、、兼兼兼类类类、、、跨跨跨类类类的的的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对对对比比比分分分析析析

多能性指数可应用于其他现象的分析，如临时活用和兼类词等，为词类研究提供新视角。
《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中存在大量动名兼类词，即在词典中标注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的
词，如坜生活圢、坜工作圢等。本小节计算前文精标注语料库动名兼类词坮标记和坶标记的数量，根
据圴圮圲中的词语多能性计算方法，计算语料中圸圸个动名兼类词的多能性指数。表 圷为词频最高的
十个动名兼类词的多能性指数，坈值最低约为地圮地圷，最高最约地圮圶圴。

动动动名名名兼兼兼类类类词词词 n数数数量量量 v数数数量量量 合合合计计计 多多多能能能性性性指指指数数数

生活 圳圳圸 圵圵 圳圹圳 地圮圳圸圳圷地圸
工作 圲圴圲 圸圸 圳圳地 地圮圵圴圴圹圶圸
教育 圷圲 圱圷圳 圲圴圵 地圮圵圷圳地圵圲
作用 圲圱圷 圲 圲圱圹 地圮地圷圳圵圳圹
要求 圶圶 圱地圲 圱圶圸 地圮圶圳圹圲圶
关系 圱圵圳 圱圳 圱圶圶 地圮圲圸圱圸圱圲
活动 圱地圳 圳圹 圱圴圲 地圮圵圹圴圲圵圲
组织 圹圲 圵地 圱圴圲 地圮圶圲圴圳圱圶
领导 圹圲 圱圶 圱地圸 地圮圴圲圵圸圱圶
运动 圷圷 圹 圸圶 地圮圳圵圸圷圱圸

表 圷场 动名兼类词的多能性指数

从平均多能性指数来看，名动词与动名兼类词分别约为地圮圵圸圵和地圮圵圸圴，动名兼类词总
体上没有比名动词多能性更强。此外，两个词表都存在多能性很弱的词，例如动名兼类
词坜作用圢的坈值为地圮地圷，语料库中标记为坮的有圲圱圷个，标记为坶的仅有圲个。名动词坜利用圢的坈值
为地圮圱圶，语料库中标注为坶的有圱圷圴个，而标注为坮 坶的仅有圵个。因此坜作用圢的动词用法和坜利
用圢的动词用法可看作是一种临时活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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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多能性比较弱的名动词，如坜增加圢、坜利用圢等，我们认为不应看作是典型的名
动词，即不应处理为动名跨类词；对于多能性较强的动名兼类词，如坜工作圢、坜活动圢、坜报
告圢等，其性质与名动词接近，可将其处理为跨类词。

7 总总总结结结及及及讨讨讨论论论

7.1 总总总结结结

名动词是汉语词类研究及词性标注的难点问题，目前基于语料库资源，以名动词的动态分
布以及量化研究为支撑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构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名动词词表，将信息论与
语料库方法相结合，引入香农圭维纳指数作为量化指标，从多能性指数的研究视角对名动词进行
考察，并探讨动词的临时活用、兼类、跨类情况。

首先，计算每个名动词的三种标记的概率分布，从而判断该词语的用法情况。研究发现，
大部分名动词仍然以动词用法为主，小部分名动词的用法已经偏向于名词词性。然而，仍缺乏
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这些词语究竟有多灵活，即多功能性有多强。因此，本文选用基于坜香
农圭维纳圢指数的词语多能性指数来衡量名动词的多能性，多能性指数值越大（最高值为圱），表
示该词多能性越强，功能越灵活；多能性指数越小（最小值为地），表示该词多能性越弱，功
能越不灵活。根据词语多能性指数计算结果，名动词的平均多能性指数为地圮圵圸圵，多能性较强。
动形兼类的名动词属于名动词中功能更灵活的一类，平均多能性指数为地圮圸圲圵，在语境中兼有动
词、名词、形容词的不同功能。

除名动词外，本文运用多能性指数对动词的临时活用、兼类、跨类情况进行探讨，对于那
些多能性比较弱的名动词，如坜增加圢、坜利用圢等，不应将其看作是典型的名动词，即不应处理
为动名跨类词；对于多能性较强的动名兼类词，如坜工作圢、坜活动圢、坜报告圢等，其性质与名动
词接近，可将其处理为跨类词。

7.2 词词词类类类范范范畴畴畴、、、词词词类类类标标标记记记的的的组组组合合合应应应用用用及及及可可可操操操作作作性性性问问问题题题

从根本上说，名动词理论上的莫衷一是、词性标注上的困境与汉语自身的特点及汉语词类
分析所依凭的印欧系语法框架有关。

沈家煊在圲地圱圲圩认为，坜名动词圢对汉语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伪概念，朱德熙先生因英语坜坖圭
坩坮坧圢与名动词对当而引入的这一特定概念，从大量汉语的事实出发是难以成立的。更严重的
是，名动词现象对于现代汉语词类体系的内部一致性构成了挑战。

汉语词类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过几次大的讨论，核心成果是认为词类主要是依据
语法功能原则进行划分的，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在印欧语系语法中动词与名词这
一基本的对立性范畴，在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中始终存在种种扭曲，从语义表达功能上看，名
词的典型功能在于指称，动词的典型功能在于陈述，可是在具体语境中，名动词可视为指称性
的抽象陈述，或者既表陈述也表指称，在现有词类概念体系或印欧系语法话语体系下，名动词
在应用层面的混淆与歧义，恐怕难以消除。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圷版）为例，在词性上标为
动词，而配比的例句中表示指称性意义的例句比比皆是。如，爱戴：动词。敬爱并且拥护：受
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杨丽姣、肖航等在圲地圲圱圩认为名动词不是兼类词，语境信息不能完全消除歧义；不是名词或
动词次类，其语法语义功能与其有较大的差别。在坜《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修订
稿圢中，杨丽姣、肖航等提出用组合标记坮 坶来标注名动词，实际上将这类词处理为跨类词或者
是共类词，坮 坶是为提升汉语语言信息处理用词类标记体系的内部一致性，在处理名动词这类特
殊语言现象时一种阶段性尝试。名动词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突破现有理论语言学框架，一旦系
统性的汉语理论语言学话语范式得到确立和被广泛采用，汉语词词类体系以及词类概念必然进
一步推陈出新。

多能性指数研究可为汉语词类研究提供新视角，为词类标记的组合应用提供量化指标。名
动词多能性指数体现了词语功能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名动词跨类属性和词类标记的组合
处理具有可操作性，也有助于语料库和词表资源建设、词典编纂等应用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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