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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以耲耰耱耹耭耲耰耲耱年《人民日报》文章中单项形容词定语耷耷耸耴耵个词例为研究对象，从
实用性的角度考察了粘合式与组合式定语词例的分布特征、音节组配模式及耐的耑字
的隐现倾向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粘合式定语的词例数量明显少于组合式定语词
例数量，但使用频数却高出组合式定语的耴耭耵倍。两种定语结构中，形容词和名词重
复使用的比例很高，但其共现组合的比例偏少，同时，真实文本中耐的耑字的隐现具
有耐两极分化耑的特征，绝大部分词例在使用过程中带耐的耑或不带耐的耑都具有很强的倾向
性，耐的耑字出现具有区分词义和突显信息的作用，耐的耑字隐藏能促使语义更加凝练，
进一步固化句式结构，使得某些句式形成了特指或隐喻的表达方式。本文为形容词定
语结构的词汇语义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关关键键键词词词：：： 形容词定语 ；分布特征 ；耐的耑字隐现 ；使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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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联聨聩聳 聰聡聰聥聲 聳聴聵聤聩聥聳 耷耷耬耸耴耵 聳聩聮聧聬聥耭聩聴聥聭 聡聤聪聥聣聴聩聶聥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 聦聲聯聭 聡聲聴聩聣聬聥聳 聩聮 耢聐聥聯聰聬聥耧聳
聄聡聩聬聹耢 聦聲聯聭 耲耰耱耹 聴聯 耲耰耲耱耮 聄聩聳聴聲聩聢聵聴聩聯聮 聣聨聡聲聡聣聴聥聲聩聳聴聩聣聳耬 聳聹聬聬聡聢聬聥 聣聯聭聢聩聮聡聴聩聯聮 聰聡聴聴聥聲聮聳
聯聦 聡聤聨聥聳聩聶聥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 聡聮聤 聣聯聭聢聩聮聥聤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耬 聡聮聤 聡聰聰聥聡聲聡聮聣聥 聡聮聤 聤聩聳聡聰聰聥聡聲聡聮聣聥
聴聥聮聤聥聮聣聹 聯聦 聴聨聥 職聯聲聤 耢聤聥耢 聡聲聥 聳聴聵聤聩聥聤 聦聲聯聭 聰聲聡聣聴聩聣聡聬 聰聥聲聳聰聥聣聴聩聶聥耮 聗聥 耜聮聤 聴聨聥 聮聵聭聢聥聲
聯聦 聡聤聨聥聳聩聶聥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 聩聳 聳聩聧聮聩耜聣聡聮聴聬聹 聬聥聳聳 聴聨聡聮 聴聨聡聴 聯聦 聣聯聭聢聩聮聥聤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耬 聢聵聴
聴聨聥 聦聲聥聱聵聥聮聣聹 聯聦 聵聳聥 聩聳 耴耭耵 聴聩聭聥聳 聨聩聧聨聥聲耮 聉聮 聴聨聥 聴職聯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 聳聴聲聵聣聴聵聲聥聳耬 聡聤聪聥聣聴聩聶聥聳
聡聮聤 聮聯聵聮聳 聨聡聶聥 聡 聨聩聧聨 聰聲聯聰聯聲聴聩聯聮 聯聦 聲聥聰聥聡聴聥聤 聵聳聡聧聥耬 聢聵聴 聴聨聥 聰聲聯聰聯聲聴聩聯聮 聯聦 聴聨聥聩聲 聣聯耭
聯聣聣聵聲聲聥聮聣聥 聩聳 聲聥聬聡聴聩聶聥聬聹 聳聭聡聬聬耮 聂聥聳聩聤聥聳耬 聴聨聥聲聥 聩聳 聡 聳聴聲聯聮聧 聴聥聮聤聥聮聣聹 聴聯 聵聳聥 耢聤聥耢 聯聲 聮聯聴 聩聮
聴聨聥 聰聲聯聣聥聳聳 聯聦 聵聳聡聧聥耮 耢聄聥耢 聨聡聳 聴聨聥 聦聵聮聣聴聩聯聮 聯聦 聤聩聳聴聩聮聧聵聩聳聨聩聮聧 聭聥聡聮聩聮聧 聡聮聤 聨聩聧聨聬聩聧聨聴聩聮聧
聩聮聦聯聲聭聡聴聩聯聮耮 聄聩聳聡聰聰聥聡聲聡聮聣聥 聯聦 耢聤聥耢 聣聡聮 聭聡聫聥 聴聨聥 聭聥聡聮聩聮聧 聭聯聲聥 聣聯聮聣聩聳聥 聡聮聤 聦聵聲聴聨聥聲
聳聯聬聩聤聩聦聹 聴聨聥 聳聥聮聴聥聮聣聥 聳聴聲聵聣聴聵聲聥耬 聦聯聲聭聩聮聧 聡 聳聰聥聣聩耜聣 聯聲 聭聥聴聡聰聨聯聲聩聣聡聬 聥聸聰聲聥聳聳聩聯聮耮 联聨聩聳 聰聡聰聥聲
聰聲聯聶聩聤聥聳 聡 聢聡聳聩聳 聡聮聤 聲聥聦聥聲聥聮聣聥 聦聯聲 聴聨聥 聬聥聸聩聣聡聬 聳聥聭聡聮聴聩聣 聲聥聳聥聡聲聣聨 聯聦 聡聤聪聥聣聴聩聶聥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
聳聴聲聵聣聴聵聲聥耮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295）；国家语委科研项目（ZDI135-1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19PT03）
©202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计算语言学

Keywords: 聁聤聪聥聣聴聩聶聥 聡聴聴聲聩聢聵聴聩聶聥聳 耬 聄聩聳聴聲聩聢聵聴聩聯聮 聣聨聡聲聡聣聴聥聲聩聳聴聩聣聳 耬 聁聰聰聥聡聲聡聮聣聥 聡聮聤
聤聩聳聡聰聰聥聡聲聡聮聣聥 聯聦 耢聤聥耢 耬 聕聳聡聧聥 聴聥聮聤聥聮聣聹

1 引引引言言言

单项定语是定语成分仅为一个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朱德熙耨耱耹耸耲耩把体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粘
合式和组合式两大类，本文所研究的单项定语结构仅为形容词作定语成分的情况，即粘合式
定语结构指形容词直接（不带耐的耑字）作定语的形式，组合式定语结构指定语成分为形容词
（带耐的耑字）的偏正结构。二者形式相近，但表达意义却有不同的情况，例如：
（耱）他发现自己脖子后面长了一块硬的骨头。
（耲）西吉全县将上下总动员、发起总攻势，坚决啃下硬骨头，打赢脱贫攻坚战。
例（耱）（耲）中的耐硬的骨头耑和耐硬骨头耑分别为组合式和粘合式单项定语结构，虽然仅一

个耐的耑字之差，但二者所表达的意义却明显不同。又如：
（耳）炎炎夏日中，劳动者们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坚守在一线。
（耴）残疾人运动员的乐观心态让人难忘。
例（耳）（耴）中的耐乐观的心态耑和耐乐观心态耑，虽然也有耐的耑字的差别，但表达的意义基本

相同。

那么，单项定语结构中，耐的耑字的隐现对词语意义表达有什么制约和影响？耐的耑字的隐现
与哪些因素和条件相关？在大规模语料中，粘合式与组合式单项定语结构的分布情况如何，有
多少词例是能够互相替换使用的，又有哪些词例分别倾向于出现在粘合式或组合式定语结构
中，以上问题是本文主要分析和讨论的内容。

前人学者们有很多关于定语类型、定语语序及特点的研究耨朱德熙耬 耱耹耵耶耻 刘月华耬 耱耹耸耴耻 袁
毓林耬 耱耹耹耹耻 傅远碧耬 耲耰耰耱耻 崔应贤耬 耲耰耰耲耻 李先银耬 耲耰耱耶耩，也有关于定语结构中耐的耑字的作用和隐
现的研究耨吕叔湘耬 耱耹耶耶耻 锐耬 耲耰耰耰耻 蕾耬 耲耰耰耴耻 郑远汉耬 耲耰耰耴耻 王光全、柳英绿耬 耲耰耰耶耻 王远杰耬 耲耰耰耶耻
徐阳春耬 耲耰耱耱耻 雷友芳耬 耲耰耱耲耻 裴泓镔耬 耲耰耲耰耩，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理论层面和定语结构本
身，缺乏语言现象的佐证和量化的数据分析，因此，本文结合大规模新闻文本语料，从实用性
的角度，针对单项形容词定语结构1的词例现象，探究其分布特征、组合规律和使用倾向性，为
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提供参考借鉴。

2 粘粘粘合合合式式式与与与组组组合合合式式式单单单项项项定定定语语语的的的分分分布布布特特特点点点考考考察察察

本文以耲耰耱耹耭耲耰耲耱年的《人民日报》文章内容作为研究语料，共计一亿两千万余字。基
于聐聹聴聨聯聮语言环境自编程序，利用哈工大语言技术服务平台（职联聐耴耮耰）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提取出所有粘合式与组合式定语结构的词例，并进行人工校对和筛选处理，为了确保提取词例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我们对词例的筛选主要以《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2作为词
性的参照和判定标准。

在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本文研究范围的词例，例如：

（耵）李克强说，近期我国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人痛心。
（耶）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例（耵）中的耐重大人员伤亡耑和例（耶）中的耐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耑，中心语成分

为名词词组或聎聐结构，由于本文所限定的定语结构中心语均为光杆名词的情况，因此将此类词
例去除。

另外，由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年代比较久远，我们在统计和筛选语料的过程
中，发现有一些形容词和名词没有收录进来，如形容词耐精准耑耐惊艳耑耐高清耑耐严苛耑耐酷炫耑等，名
词耐变局耑耐抓手耑耐经济体耑耐志愿者耑耐互联网耑等，经过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和《形容词
分类词典》的对照，共增加未收录的形容词耸耷个，未收录的名词耱耲耰个，将其所组成的定语结构
划归到本文的研究范围中，例如：

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大变局、重要抓手、高清屏幕、高端智库耮 耮 耮 耮 耮 耮等等。
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凝练的词语、逼仄的走廊、清丽的歌声、舒缓的旋律耮 耮 耮 耮 耮 耮等等。

1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定语成分仅为形容词，且中心语成分仅为光杆名词的单项定语结构（限于篇幅，中心
语为名词短语或NP结构的情况有待后续研究）。

2《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是1998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适用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进行分类和处理的词典。

CC
L 
20
22

第二十一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35页-第45页，南昌，中国，2022年10月14日至16日。
(c) 2022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36



计算语言学

依据上述筛选原则和判定标准，经过耳耭耴轮的人工判断和筛选后，我们共得到粘合式单项形
容词定语结构词例耳耴耸耰耵例，组合式单项形容词定语结构词例耴耳耰耴耰例，词例数量和使用频数的
整体分布情况如图耱所示。

图 耱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词例数据对比

我们发现，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的词例数量占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词例数量的耴耯耵左右，但粘合
式耐聡聮耑结构的词例使用频数却是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词例使用频数的耴耭耵倍之多，差距非常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认为，粘合式定语结构的形式简洁、语义凝练，定语成分和中心语成分的连接紧密度
更高，对能够进入定语结构内的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关系要求更高，词例所承受的内部限制程
度更大，但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简短的话语和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所
以粘合式词例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组合式定语结构，如耐新时代耑耐高质量耑等词例的反复使用频率
非常高。相比而言，组合式定语结构由于加入了耐的耑字，弱化了定语成分和中心语之间的连接
强度，使得组合式定语结构的形式相对松散，各成分之间即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搭配关系比较
宽泛，因此组合式定语结构的词例数量较多，词例的使用范围较广，但由于组合式定语结构内
部各项成分之间的组配模式比较复杂，所以组合式词例的整体使用数量远远低于粘合式定语结
构的使用数量。

具体来看，粘合式结构与组合式结构的高频词例（排序前耱耰位）及出现概率3如表耱所示。

粘合式词例 出现概率 组合式词例 出现概率

新时代 耰耮耳耳耸耷耲耴耳耸耸 新的历史 耰耮耰耲耷耳耲耳耵耲耸
高质量 耰耮耲耵耳耵耰耳耷耵耷 新的时代 耰耮耰耰耸耰耰耳耰耸耳
重要讲话 耰耮耱耱耵耰耴耹耱耳耶 新的征程 耰耮耰耰耷耵耲耷耷耸
高级工程师 耰耮耰耸耳耶耱耴耸耷耶 重要的作用 耰耮耰耰耶耸耹耸耳耲耴
高水平 耰耮耰耸耲耹耴耶耸耸耲 重要的意义 耰耮耰耰耵耴耸耵耲耵耹
贫困人口 耰耮耰耷耴耷耱耲耵耷 新的起点 耰耮耰耰耴耹耲耰耰耳耳
新征程 耰耮耰耷耴耵耵耸耴耱耷 美丽的世界 耰耮耰耰耳耹耱耸耰耴耲
特别行政区 耰耮耰耷耳耹耰耳耲耶耹 美丽的社会主义 耰耮耰耰耳耹耰耵耱耹耶
贫困地区 耰耮耰耷耱耴耶耲耵耲耲 坚实的基础 耰耮耰耰耳耶耷耳耹耶耷
重要作用 耰耮耰耵耹耳耱耰耱耶耸 新的活力 耰耮耰耰耳耶耶耱耱耲耱

表 耱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单项定语排序前耱耰位的词例

可见，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粘合式与组合式各项序位的高频词例及出现概率各
不相同，如排序第一位的分别为耐新时代耑和耐新的历史耑。又如，粘合式词例中排序仅第

3本文词例出现概率的计算方式为：个别词例的使用频数与所有词例频数之和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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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的耐重要作用耑在组合式词例耐重要的作用耑排序上升至第四位，二者的出现概率分别
为耐耰耮耰耵耹耳耱耰耱耶耸耑和耐耰耮耰耰耶耸耹耸耳耲耴耑，这说明，虽然仅一个耐的耑字之差，但在实际语料中，耐重要
（的）作用耑更倾向于粘合式的用法，即两种定语结构中，词例的使用倾向性不同。
从定语结构内部各项成分的使用情况来看，粘合式定语结构中，定语成分形容词共

有耱耳耵耱例，使用频数为耶耳耷耸耵耹次，组合式定语结构中，定语成分形容词共有耱耸耲耱例，使用频
数为耱耴耳耴耵耴次。在不考虑名词的情况下，粘合式与组合式两种定语结构中的形容词（交集）
有耱耲耳耱例，占粘合式形容词数量的耹耱耮耱耲耥，占组合式形容词数量的耶耷耮耶耰耥，如图耲所示。

图 耲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定语成分形容词的分布

形容词交集的词例比例很大，说明两种结构中，大部分的形容词都能够通用，例如：
粘合式：新时代、新征程、新技术、新能源、新模式、新篇章耮 耮 耮 耮 耮 耮（交集为耐新耑）
组合式：新的历史、新的时代、新的起点、新的贡献、新的机遇、新的形势耮 耮 耮 耮 耮 耮
此处的交集为形容词相同，名词相同或不同均有的情况，如耐新时代耑和耐新的时代耑这样形

容词和名词都相同，只是耐的耑字隐现的情况将在下文详述。
可以看出，粘合式定语结构中，绝大部分形容词（耹耰耥以上）都能进入组合式定语结构

中，而组合式结构中的形容词仅有六成左右能进入到粘合式结构中，说明粘合式定语结构对形
容词的限制程度更高。形容词交集中的高频词例（排序前耱耰位）及出现概率如表耲所示。

排序 定语成分形容词（交集）词例 出现在粘合式结构的概率 出现在组合式结构的概率

耱 新 耰耮耱耱耷耰耶耴耴耸 耰耮耰耱耵耲耲耳耰耹耲
耲 重要 耰耮耰耷耵耶耲耵耲耶耲 耰耮耰耰耵耵耶耸耸耳耱
耳 高 耰耮耰耴耲耱耶耶耲 耰耮耰耰耲耵耶耱耰耷耳
耴 大 耰耮耰耳耵耶耱耹耵耲耸 耰耮耰耰耸耰耲耶耲耳耳
耵 重大 耰耮耰耳耶耶耶耵耲耰耳 耰耮耰耰耰耳耷耳耷耳
耶 贫困 耰耮耰耲耶耸耹耵耷耵耱 耰耮耰耰耰耷耴耶耱耸
耷 好 耰耮耰耲耱耷耶耰耸耰耵 耰耮耰耰耵耱耰耴耲耲耸
耸 高级 耰耮耰耲耰耰耷耷耷耴耱 耰耮耰耰耰耰耱耷耹耱耹
耹 安全 耰耮耰耱耶耷耱耶耷耳耲 耰耮耰耰耲耳耳耸耳耷耱
耱耰 基本 耰耮耰耱耷耴耱耲耹耹耶 耰耮耰耰耰耴耳耰耰耴耵

表 耲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定语成分形容词（交集）排序前耱耰位的词例

从出现概率的比较来看，交集的高频形容词（前耱耰位）出现在粘合式结构中的概率更大。
中心语成分名词的分布情况如下：粘合式结构中名词的词例数量有耶耸耰耹例，使用频数

为耶耳耷耸耵耹次；组合式结构中名词的词例数量为耷耳耳耴例，使用频数为耱耴耳耴耵耴次。在不考虑形容
词的情况下，能共同进入到两种定语结构中的名词（交集）有耴耶耴耸例，占粘合式名词数量
的耶耸耮耲耶耥，占组合式名词数量的耶耳耮耳耸耥，如图耳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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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耳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中心语成分名词的分布

相比而言，名词交集的比例比较均衡，即两种定语结构都有耶耵耥耭耷耰耥的名词能通用，例
如：
粘合式：新时代、伟大时代、旧时代、美好时代、落后时代耮 耮 耮 耮 耮 耮（交集为耐时代耑）
组合式：新的时代、鲜明的时代、辉煌的时代、有趣的时代耮 耮 耮 耮 耮 耮
此处的交集为名词相同，形容词相同或不同均有的情况，如耐新时代耑和耐新的时代耑这样形

容词和名词都相同，只是耐的耑字隐现的情况将在下文详述。
名词交集中的高频词例（排序前耱耰位）及出现概率如表耳所示。

排序 定语成分名词（交集）词例 出现在粘合式结构的概率 出现在组合式结构的概率

耱 时代 耰耮耰耳耴耸耱耹耵耹耲 耰耮耰耰耱耵耲耴耳耵耷
耲 质量 耰耮耰耲耵耵耰耸耳耴耳 耰耮耰耰耰耱耲耲耸耷
耳 问题 耰耮耰耱耷耵耵耶耳耴耴 耰耮耰耰耱耹耲耳耶耸耵
耴 贡献 耰耮耰耱耱耵耰耳耷耱耲 耰耮耰耰耰耸耶耱耳耷耱
耵 水平 耰耮耰耱耱耹耴耶耵耵耷 耰耮耰耰耰耱耱耹耰耳
耶 作用 耰耮耰耱耰耴耶耹耵耵耶 耰耮耰耰耱耱耵耹耵耸耶
耷 讲话 耰耮耰耱耱耴耷耸耱耱耴 耰耮耰耰耰耰耰耸耹耵耹
耸 地区 耰耮耰耰耹耴耵耵耸耷耷 耰耮耰耰耰耷耶耶耶耵耸
耹 技术 耰耮耰耰耸耶耱耷耵耴耵 耰耮耰耰耱耰耱耶耲耳耸
耱耰 社会 耰耮耰耰耷耱耹耱耷耴 耰耮耰耰耱耷耳耰耴耲

表 耳耺 粘合式与组合式中心语成分名词（交集）排序前耱耰位的词例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两种定语结构中，形容词和名词都具有位置的倾向性，即使是在能通
用的交集中，词例的出现概率也具有明显地高低之分，也就是说，具体词例的实际运用过程
中，出现在粘合式还是组合式结构并不是随意的搭配和组合，而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分性和概率
倾向。

3 单单单项项项定定定语语语中中中“的的的”字字字的的的隐隐隐现现现类类类型型型

上文考察了粘合式与组合式定语词例的分布特征和使用倾向特征，本节将对单项定语
中耐的耑字的隐现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通过梳理语料我们发现，两种定语结构中耐的耑字的耐隐
藏耑与耐出现耑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①单项定语中耐的耑字必须隐藏。例如：
（耷）扎西是西藏昌都市第一小学的高级教师，主教科目是藏语文。
（耸）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例为粘合式耐聡聮耑定语结构，例（耷）中的耐高级教师耑是指取得高级职称资格的教

师，耐高级教师耑作为一个语义整体，此处耐的耑字必须隐藏，一般不能用耐高级的教师耑。例（耸）
中的耐硬道理耑源于邓小平在耱耹耹耲年南方谈话时提出的经济思想耐发展才是硬道理耑，属于政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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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并且经过时间的累积和沉淀，耐硬道理耑的语义已经具有凝固性，此处耐的耑字必须隐藏，
不能说成耐硬的道理耑。目前汉语语法学界对形容词的分类问题还存在着分歧，有些学者将耐高
级耑耐低级耑此类只能作定语不能作谓语的形容词区分为非谓形容词或区别词耨吕叔湘、饶长溶耬
耱耹耸耱耻 朱德熙耬 耱耹耸耲耩等，有些学者则按传统的形容词大类进行分类，本文根据分词程序的标注为
准，以实用性原则的角度，暂不对形容词内部进行细致的区分。

②单项定语中耐的耑字必须出现。例如：
（耹）老村长说：耐过去，我们从来没想过会喝到这么干净的水。耑
（耱耰）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下激动的泪水。
以上两例为组合式耐聡的聮耑定语结构，例（耹）中耐干净的水耑，耐干净耑作为耐水耑的修饰成分，

具有突出强调的作用，意思是现在喝的水比之前的水干净很多，此处耐的耑字必须出现，一般不
能说成耐喝到这么干净水耑，会造成句意不通顺。例（耱耰）中耐激动的泪水耑，形容词耐激动耑表明了
强烈的内心情感活动，具有很强的修饰描写性质，此处的耐的耑字必须出现，一般不能替换为耐激
动泪水耑。
③耐的耑字可隐藏也可出现，但是表达意义明显不同。例如：
（耱耱）作为新加坡乃至东盟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将继续推动中新金融合作耮 耮 耮 耮 耮 耮。
（耱耲）校园市场耮 耮 耮 耮 耮 耮，对全国性大银行来说，这块业务很难在战略层面引起重视。
例（耱耱）中耐大的银行耑是指某一区域中个体形态或占地面积最大的银行，比如耐这条街上最

大的银行是工商银行耑，而例（耱耲）中耐大银行耑的意思是指银行的性质或业务经营范围是全国性
的，而不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虽然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但二者的意义差别明显。一些单音节
形容词短语的个别用例如耐最大耑耐最硬耑等，常与副词连用，其中副词起到补齐音步的作用，本文
按照实用性原则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④单项定语中耐的耑字可隐藏也可出现，并且表达的意义相近。例如：（耱耳）董事长薛蕾
说：耐现在产能远远满足不了订单的需求，新的厂房正在加紧建设。耑
（耱耴）在厂区一侧，两栋新厂房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在今年耵月底建成。
例（耱耳）（耱耴）中，耐新厂房耑与耐新的厂房耑，虽然定语结构不同，但均指新修建或新投入

使用的厂房，结构中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并且意义差别不大。
依据现有的语料规模，我们分别统计出耐的耑字必须隐藏（只隐不现）、耐的耑字必须出现

（只现不隐）和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三种类型的词例数量分布，如图耴所示。

图 耴耺 耐的耑字隐现词例的分布

从整体分布来看，耐的耑字耐只现不隐耑的词例数量最多，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的词例数量最少，
分别占耐只隐不现耑词例数量的耳耱耮耰耷耥，占耐只现不隐耑词例数量的耲耵耮耱耲耥。
我们发现，真实文本中耐的耑字的隐藏和出现具有耐两极分化耑的特征，即大部分词例在使

用过程中究竟带耐的耑还是不带耐的耑都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如耐新的时代、新时代耑耐硬的骨头、
硬骨头耑耐乐观的心态、乐观心态耑耐新的厂房→新厂房耑这样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词例数量的比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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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耱耯耴耭耱耯耳之间。

4 音音音节节节组组组配配配及及及“的的的”字字字的的的隐隐隐现现现倾倾倾向向向

经统计，两种定语结构中，定语成分形容词和中心语成分名词的音节组配情况如下：
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定语成分形容词共有耱耳耵耱例，其中单音节形容词耱耱耵例，双音节形

容词耱耲耳耶例；中心语成分名词耶耸耰耹例，单音节名词耱耵耴例，双音节名词耵耴耰耸例，多音节名
词4耱耲耴耷例。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共有形容词耸耲耱例，其中单音节形容词耱耳耶例，双音节形容
词耱耶耸耵例；共有名词耷耳耳耴例，单音节名词耱耸耳例，双音节名词耵耶耰耲例，多音节名词耱耵耴耹例。
两种定语结构具有共性特点，即均为双音节形容词和双音节名词的数量和比例占优，为

了考察各项成分的音节组配模式，我们将耐小楼耑耐小城耑耐新车耑此类词例按音节标记为耐单形耫单
名耑，将耐重要讲话耑耐优秀传统耑此类词例按音节标记为耐双形耫双名耑，以此类推，具体的音节组
配分布及比例如表耴所示。

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音节组配

组配模式 词例数量 所占比例（耱耰耰耥） 词例示例

单形耫 单名 耲耲耹 耰耮耶耶耥 新车

双形耫 单名 耱耰耱 耰耮耲耹耥 平凡人

单形耫 双名 耷耱耶耰 耲耰耮耵耷耥 新时代

双形耫 双名 耲耴耶耶耰 耷耰耮耸耵耥 重要讲话

单形耫 多名 耷耰耷 耲耮耰耳耥 大博物馆

双形耫 多名 耱耹耴耸 耵耮耶耰耥 高级工程师

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音节组配

组配模式 词例数量 所占比例（耱耰耰耥） 词例示例

单形耫 单名 耲耷耹 耰耮耶耵耥 高的山

双形耫 单名 耷耹耰 耱耮耸耴耥 可爱的人

单形耫 双名 耶耳耳耰 耱耴耮耷耱耥 新的历史

双形耫 双名 耳耱耳耱耰 耷耲耮耷耵耥 重要的意义

单形耫 多名 耱耰耴耴 耲耮耴耳耥 新的里程碑

双形耫 多名 耳耲耸耷 耷耮耶耴耥 正确的价值观

表 耴耺 组合式定语结构的音节组配模式

通过对比得知，两种定语结构中，耐双形耫双名耑的词例数量和比例均为最高，我们认为，
这与语料的体裁和表达风格相关，《人民日报》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内容包括要闻、评
论、观察、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广告等多个方面，语言内容具有书面、客观、简
洁、工整的风格特点，因此双音节词例的数量比例非常高，双音节形容词与双音节名词的组配
模式最为普遍。
在耐双形耫双名耑的组配模式中，耐的耑字耐只隐不现耑的词例有耱耶耸耸耹例，占耳耰耮耱耸耥，高频词

例如耐高级教师耑耐高级技师耑耐先进个人耑等；耐的耑字耐只现不隐耑的词例有耲耳耵耳耹例，占耴耲耮耰耶耥，高
频词例如耐年幼的孩子耑耐激动的泪水耑耐温暖的双手耑等；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的词例仅有耷耷耷耱例，
占耱耳耮耸耹耥，高频词例如耐重要（的）讲话耑耐美丽（的）世界耑耐热烈（的）掌声耑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心语成分为单音节名词时，粘合式与组合式结构的音节组配模式有很

大差别。我们发现，由单音节名词作中心语所构成的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中，耐单形耫单名耑的组配模
式占优，并且此类结构耐的耑字倾向于耐只隐不现耑的用法，如图耵所示。

4本文多音节名词指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名词，如“工程师”“行政区”“共产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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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耵耺 单音名词作中心语的粘合式结构音节组配

由图耵可见，耐单形耫单名耑的词例比例已经接近耷耰耥，并且其中有耸耰耥以上都倾向
于耐的耑字耐只隐不现耑的用法，具体的高频词例（前耵耰例）如下：
大省、新路、大病、小城、小楼、大县、小病、小店、大球、新车、大类、大市、新家、
好茶、大山、好菜、好酒、好药、新歌、红线、老城、红墙、长假、老屋、小岛、小县、
好店、假酒、老店、小省、好官、小猫、好车、活鱼、小虾、好货、好课、大国、大幕、
古井、古村、小树、好字、大沟、小坑、好马、好诗、好米、好兵、好剧
使用实例如下：
（耱耵）中国是农业大国，四川是农业大省。
（耱耶）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寻找一条新路。
例（耱耵）（耱耶）中的耐大省耑耐新路耑均为耐单形耫单名耑的组配模式，一般情况下，耐的耑字倾向

于耐只隐不现耑的用法，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条件和语境下，也可以用作耐大的省耑或耐新的路耑，但
此类词例的种类非常稀少，用法的数量极为有限。
相比而言，由单音节名词作中心语所构成的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构中，耐双形耫单名耑的组配模式

占优，并且此类结构耐的耑字倾向于耐只现不隐耑的用法，如图耶所示。

图 耶耺 单音名词作中心语的组合式结构音节组配

图耶中，耐双形耫单名耑的词例比例达到耷耳耮耹耳耥以上，并且其中绝大部分耹耶耮耷耱耥都倾向
于耐的耑字耐只现不隐耑的用法，具体的高频词例（前耵耰位）如下：
可爱的人、温暖的家、有用的人、容易的事、幸福的事、平凡的人、贫困的县、开心的事
伟大的党、平凡的事、干净的水、高尚的人、重要的事、幸福的家、善良的心、高兴的事
完整的家、快乐的事、抠门的人、优秀的人、简单的事、勇敢的人、粗糙的手、温暖的光
洁净的水、轻松的事、光明的路、正确的事、可敬的人、幸福的人、温馨的家、麻烦的事
平凡的路、伟大的人、正常的人、清澈的水、健康的人、谦逊的人、健全的人、赤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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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脸、年轻的心、勤奋的人、甘甜的水、美丽的花、幸福的梦、炽热的心、勤劳的人

善良的人、有趣的事

使用实例如下：

（耱耷）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最辛苦，耮 耮 耮 耮 耮 耮，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耱耸）她看着可怜的侄子侄女，耮 耮 耮 耮 耮 耮，用柔弱肩膀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例（耱耷）（耱耸）中耐可爱的人耑耐温暖的家耑，均为耐双形耫单名耑组配模式，一般情况

下，耐的耑字倾向于耐只现不隐耑的用法，耐的耑字的耐出现耑起到了突显信息和加深语义情感程度
的作用，此处一般不能说成耐耪可爱人耑或耐耪温暖家耑。

5 “的的的”字字字的的的隐隐隐现现现规规规律律律分分分析析析

上文指出，两种单项定语结构具有耐两极分化耑的使用特征，即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的词例数量
和比例非常少，那么耐的耑字的隐现究竟与那些因素相关，在耐可隐可现耑的词例中，是否具有倾
向性？通过对语料数据的梳理和语言现象的观察，我们总结出以下四个特征。

①耐的耑字的出现具有区分词义的作用。即隐去耐的耑字后，形容词与名词共同组建成为一个
新的词汇或词组，并且具有新的意义。例如：

纯净的水→ 纯净水
优秀的学生→ 优秀学生
高跟的鞋→ 高跟鞋
小的程序→ 小程序
此类词例中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但倾向于耐隐耑的用法。因为隐去耐的耑字后所形成的耐聡聮耑结构

形式更加简洁，词语的含义范围缩小，如耐纯净水耑耐高跟鞋耑等的语义已经凝固，人们倾向于使
用耐形式简洁、意义明确耑的词语来表达和交流，根据词例和数据的具体使用表现来看，耐隐耑的
用例占据绝大部分比例。

②在特定的语境和条件下，耐的耑字的出现能够起到信息突显和情感强调的作用。例如：
激动的泪水→ 耪激动泪水
干净的水→ 耪干净水
温暖的双手→ 耪温暖双手
优异的中医→ 耪优异中医
此类词例中耐的耑字必须出现（或倾向于耐现耑的用法），比如耐激动的泪水耑一般不说成耐耪激动

泪水耑，因为耐激动耑一词具有强烈的描写性，表示说话者的内心情绪非常高涨，此时需要耐的耑字
的加入来突显形容词的描写性，即耐怎样的泪水？耑是耐激动的泪水耑。前人学者们也对此进行过
细致的研究，定语中的耐的耑字受信息突显原则的影响，耐的耑字倾向于出现在说话人着意表达的
定语性成分之后耨谢成名耬 耲耰耰耸耻 徐阳春耬 耲耰耱耱耩等。
同样，耐温暖的双手耑、耐优异的中医耑中的耐的耑字都能够起到突显和强调的作用，如果隐

去耐的耑字，容易造成词例结构不完整或语义残缺的现象。
③耐的耑字隐藏能够促使语义凝练，进一步固化句式结构。当耐的耑字隐藏时，形容词与名词

所形成的某些词例具有了隐喻的意义，实际意义与隐喻意义均可以使用，但倾向于隐喻意义的
用法。例如：

实际意义隐喻意义

硬的骨头→ 硬骨头
牛的脾气→ 牛脾气
花的架子→ 花架子
落水的狗→ 落水狗
此类词例中耐的耑字可隐可现，但其隐现所表达的词义范围有所不同，耐的耑字出现时表达的

是实际意义，词义范围较窄，而耐的耑字隐去后表达的是隐喻意义，词义范围会得到延伸，相比
而言，隐喻意义的用例更多。我们认为，隐喻是人们对已有经验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和认知，
将耐的耑字隐去后，赋予了词汇或词组新的、更深层的含义，同时，通过隐喻的刻画后，把复杂
的词义用更加形象生动地、直观地词例表现出来，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更容易理解和便于记
忆，因此这类耐结构简单、易于理解、含义深远耑的词例的使用频率更高。
④耐的耑字的隐现所指称的对象不同。部分具有区别性意义的形容词后，隐去耐的耑字所形成

的词例具有特指的功能或指称某一种特定的词例类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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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战士→ 小战士
老的同志→ 老同志
大的货车→ 大货车
大的银行→ 大银行
此类词例中耐的耑字可隐可现，但其隐现所表达的指称功能不同，比如耐小的战士耑可以指

称年龄小或个子小的战士，而耐小战士耑则具有特指的功能，经常用于耐这位小战士耑、耐那个小
战士耑等话语中。又如，耐大的货车耑意义宽泛，可以指体积大、运载量大的货车，隐去耐的耑字
后的耐大货车耑意义变窄，专指大型货车这种系列类型的车。从词例的出现概率来看，倾向
于耐隐耑的用法，即特指功能表述的词例数量占优。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了单项定语结构中耐的耑字隐现的四种规律和特征，但是在区分词例使

用情况或耐的耑字隐现情况是否成立时，一方面可以参照大规模语料库中的使用实例，另一方面
可以采用内省的方法，正如任何事物都不是完全绝对的，每个人的语感和判定尺度都不同，每
个词语的使用条件和语境都不同，不能说某些词语就绝对不能如何去使用，因此本文探讨定语
结构中耐的耑字的隐现情况，以及各项定语成分的组配规律时，给出的是基于语料使用上的概率
倾向。

6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以耲耰耱耹耭耲耰耲耱年《人民日报》的文章内容作为研究语料，对粘合式与组合式单项定语
结构词例的分布情况、音节组配模式和耐的耑字隐现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本文通过对粘合式
与组合式单项定语词例分布的对比，发现粘合式耐聡聮耑结构的词例数量明显低于组合式耐聡的聮耑结
构的词例数量，但粘合式结构词例的使用频数却远远高于组合式结构词例的使用频数，并从受
限程度和使用倾向性上给予分析和解释。本文从实用性的角度，对两种结构的定语成分形容词
和中心语成分名词的分布情况、共有词例及其出现概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形容词和名词
重复使用的比例很高，但其共现组合的比例偏少，即使是在能通用的交集中，词例的出现概率
也具有明显地高低之分，粘合式或组合式结构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搭配，而是有一定程度的
区分性和概率倾向。同时，本文还从音节组配的角度对两种定语结构词例进行了分类考察，
指出音节组配最常见的、使用最普遍的为耐双形耫双名耑模式，并针对中心语成分为单音节名词
时，两种定语词例的不同组配特征和耐的耑字隐现倾向性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另外，本文将单项
定语耐的耑字的隐现情况分为耐只隐不现耑耐只现不隐耑和耐可隐可现耑三种类型，我们发现，真实文本
中耐的耑字的隐现具有耐两极分化耑的特征，绝大部分词例在使用过程中带耐的耑或不带耐的耑都具有很
强的倾向性，耐的耑字耐可隐可现耑词例比例仅占耱耯耳左右，而且耐的耑字出现具有区分词义和凸显信
息的作用，耐的耑字隐藏能促使语义更加凝练，进一步固化句式结构，使得某些句式形成了特指
或隐喻的表达方式。本文为形容词定语结构的词汇语义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未来的研究计划
中，我们将考虑扩展语料规模，收纳其他体裁风格的语料并进行更加深入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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