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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中的重疊及其演變 ：
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的歷時形成 

①

董秀芳
【摘 要】ＡＡ 式疊音詞在上古漢語中已經出現，主要是作爲
實詞使用。上古漢語中的疊音詞很多在後代消失了，有的作爲習
語的組成部分保留下來，有的在後來發展爲複合詞的組成部分，
有的進一步發生了詞法化，變成了形容詞的詞綴。重疊形式變爲
形容詞詞綴並廣泛使用是唐代以後的事。本文主要討論 ＡＢＢ 式
形容詞詞法模式的歷時形成過程及機制，並指出其中的疊音後綴
從性質上看屬於評價性形態，具有較强的主觀性。考察評價性形
態的形成與演變是漢語語法化研究的一個獨特的待開展的方面。
【關鍵詞】重疊 詞法模式 詞法化 評價性形態 主觀性

一、引

論

重疊是現代漢語中一種重要的詞法手段，使用廣泛。現代漢語中既有
由詞根重疊構成的重疊式詞，如“高高”“天天”“看看”，也有由重疊形式的
詞綴參與形成的派生詞，如“乾巴巴”“髒兮兮”。其中，ＡＢＢ 式形容詞在現
代漢語中數量衆多，地域分佈廣泛。可以説，ＡＢＢ 式是現代漢語中一種很
重要的形容詞詞法模式。
本文從歷時的角度考察 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的來源及其演變過程，

①

感謝徐傑教授和崔山佳教授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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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疊音後綴的性質進行討論 。
①

二、上古漢語中的 ＡＡ 式疊音詞
２．１

上古漢語中疊音詞的語義類型

重疊形式的詞語在上古漢語中就已經出現，在文獻中也被稱爲 “重
言”。上古漢語中的疊音詞有一些是擬聲詞，就是摹擬外界聲音的詞；另外
一些是擬態詞，就是摹擬事物的狀態的詞。擬態詞比擬聲詞數量更多。
《詩經》中就有很多疊音詞，下面我們就主要以《詩經》語料來研究上古漢語
的疊音詞的性質。
擬聲詞的例子如：
（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經·周南·關睢》）

“關關”是模擬雎鳩的叫聲。
（２）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詩經·魏風·伐檀》）

“坎坎”是模擬伐木的聲音。
擬態詞所描摹的狀態多種多樣，舉幾例如下：
（３）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詩經·邶風·北門》）

其中，“殷殷”是描摹（憂慮等）深重的狀態。
（４）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詩經·衛風·虻》）

“蚩蚩”是描摹忠厚的狀態。
①

研究詞法重疊的文獻很多，限於篇幅，在論述中只能提及與本文論題密切相關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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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經·大雅·文王》）

“濟濟”是描摹多的狀態。
擬聲詞的意義比較具體實在，而擬態詞則更爲抽象。擬聲詞可以演變
爲擬態詞。古漢語中有很多詞兼有擬聲與擬態的意義，這從經師注釋上就
可看出：對同一詞語，不同學者或解爲擬聲，或注作擬態，如《詩經·甫田之
什·青蠅》中“營營青蠅”的“營營”，毛傳解作“往來貌”，朱熹注爲“往來飛
聲”。再如，《詩經·周南·螽斯》中“螽斯羽，薨薨兮”的“薨薨”，毛傳解作
“衆多也”，朱熹則注爲“群飛聲”。
這種現象在現代漢語中仍很普遍，如：
（６）ａ． 外面稀裏嘩啦地響起來。（擬聲）
ｂ． 我們把敵人打得稀裏嘩啦，潰不成軍。（擬態）
２．２

上古漢語中疊音詞的内部構成

上古漢語的疊音詞很多是單純詞。比如：“關關 ”摹擬叫聲，其中的
“關”單獨來看無意義，雖然 “關 ”可以在其他場合獨立使用並具有意義；
“濟濟”表示“多”的狀態也與“濟”單用時的意義無關。
根據石鋟（２０１０），上古也有一些疊音詞是在有意義的音節基礎上的重
疊，屬於重疊式合成詞。其構成基礎可以是單音形容詞，如：
（７）瞻彼淇奥，緑竹青青。（《詩經·衛風·淇奥》）
（８）蓼彼蕭斯，零露濃濃。（《詩經·小雅·白華之什·蓼蕭》）

“青青”與“青”的意思是相關的，“濃濃”與“濃”的意思是相關的。
重疊式合成詞的構成基礎也可以是單音擬聲詞或擬態詞，如“喈喈”和
“霏霏”，因爲“喈”（擬聲詞）和 “霏”（擬態詞）也是可以單用的，而且意義
與重疊時是相同的，如：
（９）北風其喈，雨雪其霏。（《詩經·邶風·北門》）

我們發現，重疊式合成詞的構成基礎還可以是名詞或動詞，如：“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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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詞，指大石頭，其重疊形式可以描述性狀，是形容詞，表示石頭堆積的
樣子；“蔓”本是名詞，指細長不能直立的莖，重疊以後是形容詞，指藤蔓纏
繞的樣子：
（１０）石磊磊兮葛蔓蔓。（《楚辭·九歌·山鬼》）

下面再看動詞重疊變爲形容詞的例子。
“慄”的本義是 “哆嗦、發抖”，其重疊形式 “慄慄”可以表示寒冷的樣
子，也可以表示“恐懼的樣子”：
（１１）慄慄危懼。（《書·湯誥》）

“擾”本來是擾亂義，“擾擾”描摹紛亂貌、煩亂貌：
（１２）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國語·晉語六》）

名詞、動詞通過重疊變成形容詞，這是一種構詞手段。這種構詞方式
在漢語不同時期都有表現，以下是中古以後的例子。
名詞“齒”可以重疊爲“齒齒”，表示排列如齒狀：
（１３）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轉引自
汪維輝 ２０１８）

“飛飛”是由單音動詞重疊而來，有多種語義：① 飄揚貌：旌委鬰於飛
飛。（南朝宋謝莊 《宋孝武宣貴妃誄》）② 飛行貌：飛飛兮海濱。（南朝陳
徐陵《鴛鴦賦》）③ 紛亂貌：飛飛蜂蝶多。（唐杜甫《絶句》之二）（轉引自汪
維輝 ２０１８）
語言事實表明：語義不固定，隨語境而異，這是重疊形式的一個較爲普
遍的特徵。
名詞通過重疊變成形容詞的構詞方式，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依然存在，
雖然能産性不是特别强。下面是方言中由名詞重疊 ＡＡ 式構成形容詞的一
些例子，有些方言還需要在重疊之後再加小稱後綴（轉引自余超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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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官話河南浚縣話：水水兒、筋筋兒、沙沙兒 （辛永芬，２００６）
中原官話山西稷山話：沙沙的、泥泥的、土土的、山山的 （辛菊，２００９）
中原官話陝西寶雞話：土土兒土沫多 、人人兒懂事的 、面面兒東西軟碎
（任永輝，２００４）
閩語福建泉州話：水水、柴柴、猴猴難看 、湯湯像湯一樣稀
（林華東，２００８）
閩語廣東澄海話：鐵鐵硬 、母母老實、慈祥 、貓貓垂頭喪氣 （林倫倫，１９９６）
閩語福建莆田話：骨骨多骨頭且乾瘦 、柴柴乾瘦如柴 、湯湯清稀
（蔡國妹，２００６）

這類構詞主要集中在中原官話區和閩語閩南片。閩南語中名詞重疊
爲形容詞的實例如：
（１４）這塊桌子摸著沙沙。（這張桌子摸起來沙沙的。）
（１５）這塊西瓜食著沙沙。（這塊西瓜口感沙沙的。）

名詞重疊之後變爲形容詞，義爲具有與名詞所表事物相關的某種性狀
的現象，在世界語言中也不缺乏，比如哈薩克語的“ｔｅｓｉｋ（洞、窟窿）”重疊之
後變爲形容詞“ｔｅｓｉｋｔｅｓｉｋ（有衆多洞眼兒的、到處是窟窿的）”（轉引自余超
２０２０）。可見重疊操作可以帶來“狀態性”語義，
這是基於轉喻的機制。
由動詞重疊構成形容詞的方式在現代漢語中一般必須加上 “的”纔可
以進入句子，如“抖抖的”“顫顫的”“跳跳的”“怕怕的”等。
名詞重疊和動詞重疊都有可能變爲形容詞。名詞和動詞是最基本的
詞類，形容詞可以以名詞和動詞爲基式而形成。名動重疊以後變爲形容
詞，這是用形態手段實現的詞類轉變。
綜上所述，ＡＡ 式是漢語中重要的一類構詞形式，具有悠久的歷史，其
内部構成是多元的，有基於不表義的音節構成的單純詞，也有合成詞，合成
詞的構成基礎也是多樣的，但是其意義基本是統一的，都具有描摹的功能，
可以描摹聲音，也可以描摹性狀。
２．３

上古漢語疊音詞的句法功能

從句法功能上看，上古漢語的疊音詞在分佈上與形容詞基本相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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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詞性的。《詩經》中有一些疊音詞可以直接作謂語，描寫主語所指示事物
的樣態。如：
（１６）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詩經·周南·葛覃》）
（１７）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詩經·邶風·邶風》）
（１８）瞻彼淇奥，緑竹猗猗。（《詩經·衛風·淇奥》）
（１９）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 · 小
雅·鹿鳴之什·采薇》）
（２０）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詩經·衛風·碩人》）
（２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詩經·曹風·蜉蝣》）

還可以作定語，如：
（２２）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詩經·周南·卷耳》）
（２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經·周南·兔罝》）
（２４）孑孑幹旄，在浚之郊。（《詩經·鄘風·幹旄》）
（２５）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詩經·王風·葛藟》）
（２６）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巧言》）
（２７）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詩經·邶風·谷風》）

有些疊音詞修飾動詞性成分，可以看作狀語，描寫動作行爲的狀
貌，如：
（２８）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詩經·周南·小星》）
（２９）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詩經·邶風·邶風》）
２．４

上古漢語疊音詞在後代的演變走向

上古漢語中的衆多疊音詞在後代的走向可以分爲三種情況。一是消
失，如“采采”“肅肅”等 。二是作爲習語的組成部分保留下來，比如：憂心
①

①

注意，這些消失的形式一般是疊音單純詞。在後代也不斷有新的疊音詞産生，不過這些後起的
疊音詞往往是在單音詞基礎上重疊而成的合成詞，是構詞法的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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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忡、忠心耿耿、涼風習習、奕奕生輝、踽踽獨行、依依不捨、衣冠楚楚等。
三是發展爲 ＡＢＢ 式形容詞的組成部分 ，有的只能與特定的形容詞組合成
爲複合詞，不具有搭配的自由性和能産性；有的具有一定能産性，可以看作
詞綴，即發生了 “詞法化”或説 “形態化”（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放在形容詞詞
根之後構成 ＡＢＢ 式派生詞。
本文主要分析第三種類型的變化。孫錫信 （１９９２）、徐浩 （１９９８）、盧卓
群（２０００）、張美蘭（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石鋟 （２０１０）等對於 ＡＢＢ 式形容詞的産
生與演變已經做了細緻的歷時描寫，本文則主要從詞法化的角度做進一步
考察，對 ＡＢＢ 式形容詞産生的機制提出我們的看法。
可以看出，上古漢語的 ＡＡ 式疊音詞在後代的總的演變趨向是從獨立
走向黏著。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作爲實詞單用的具有單純詞性質的疊音擬
態詞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基本不存在了，但在漢藏語系的其他一些語言中
還相當發達（向柏霖 ２００８，孫天心、石丹羅 ２００４）。比如，嘉戎語卓克基話
ｂｏｊｂｏｊ“白白胖胖”、
ｒｒ“長得小小瘦瘦，
説話舉止不太得體”都是可以單
用的擬態詞，可以作謂語或定語 （林幼菁 ２０１６ ）。可見，在一些民族語言
中，單純詞性質的疊音擬態詞與上古漢語中的情況比較接近，仍然具有獨
立性。
①

三、ＡＢＢ 式形容詞的形成
３．１

ＡＢＢ 式複合詞的形成

太田辰夫（１９５８）、陳鴻邁 （１９８８）、徐浩 （１９９８）都認爲，《楚辭》裏已有
ＡＢＢ 式（形容詞 ＋疊音形式），
但它們是短語，不是詞。李海霞（１９９１）發現，
ＡＢＢ 式短語最早見於《論語》，
如：
（３０）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朱熹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坦蕩蕩”是並列短語。
①

成爲 ＡＢＢ 式形容詞組成部分的疊音形式 ＢＢ 原來大多是擬態詞，如“慢悠悠”中的“悠悠”，也有
一些是擬聲詞，如“冷嗖嗖”中的“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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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霞 （１９９１）在 《論語》裏只找到 １ 例 ＡＢＢ 式，在 《楚辭》中找到 ３３
例。如：
（３１ ）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楚辭 · 九歌 ·
山鬼》）
（３２）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楚辭·離騷》）

這些 ＡＢＢ 形式還不是凝固的詞，證據是中間可以插入並列連詞 “以”
或語氣詞“兮”（石鋟 ２０１０），如：
（３３）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楚辭·九章·涉江》）
（３４）高墳鬱兮巍巍。（曹植《寡婦詩》）

“杳以冥冥”是“又遠又黑”的意思，“以”起並列連詞的作用。
最初形成的 ＡＢＢ 形式的詞是 ＡＢＢ 式複合詞，其中的 ＢＢ 只與特定形式
結合，並不具有能産性。
我們認爲，這種 ＡＢＢ 式複合詞可能有兩種形成途徑。第一種可能的途
徑是由“Ａ（名）＋ＢＢ”式主謂短語凝固並經類推擴展演變而來。上古漢語中
大量的 ＡＢＢ 形式是“名詞 ＋疊音詞”構成的主謂結構，《楚辭》中就有很多，
比如：
（３５）陸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楚辭 · 劉向 〈九歎 ·
遠逝〉》）
（３６）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楚辭·九歌·湘夫人》）
（３７）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
子兮徒離憂。（《楚辭·九歌·山鬼》）
（３８）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楚辭·九章·抽思》）

當 Ａ 的位置從出現名詞擴展爲可以出現形容詞後，最初可以看作是一種由
謂詞充當主語的主謂結構，因爲漢語中謂詞是可以作主語的。
在有的情況下，上古漢語中的一個詞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作形容詞，
到底在做主語時是名詞還是形容詞存在歧解的可能，這更爲 ＡＢＢ 式主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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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的 Ａ 從名詞擴展到形容詞提供了便利。如：
（３９）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障之。（《楚辭·九章·哀郢》）

“忠”在上古漢語中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作形容詞。“忠湛湛”到底是“名
詞＋疊音詞”作主語還是“形容詞＋疊音詞”作主語就有歧解的可能。
由於主謂式三字 ＡＢＢ 結構使用很普遍，一些使用頻率高的形式慢慢就
可能凝固爲複合詞。
另一種可能的形成途徑是形容詞與疊音詞組成並列結構，然後慢慢凝
固爲詞 。這種途徑形成的 ＡＢＢ 式複合詞，Ａ 與 ＢＢ 的語義領域是比較接
近的，比如“杳”與“冥冥”，“杳”本義是昏暗，由昏暗引申爲極遠；“冥冥”描
摹“幽暗”的樣子。二者語義接近，因此可以構成並列結構，並慢慢凝固爲
複合詞。
①

３．２

ＡＢＢ 式派生詞的形成

如果 ＢＢ 不僅能與某個特定的形容詞 Ａ 結合，而且可以與一系列 Ａ 結
合，搭配範圍變廣，那麽這樣的 ＢＢ 就從複合詞的疊音構成部分變成了詞
綴，ＡＢＢ 式就變成了派生詞。在成爲真正的詞綴之前，可能存在一個成爲
類後綴的階段。
到唐代以後，ＡＢＢ 式詞開始繁榮，其中有些 ＢＢ 已經可以看作類詞
綴 ，ＡＢＢ 成爲了派生詞。重疊形式從獨立的實詞變爲類詞綴並進一步變
爲真正的詞綴，發生了語法化，具體來講，可以説是詞法化。下面以“悠悠”
爲例來作一個説明。
在《詩經》中，“悠悠”共出現 １７ 次。都是作爲實詞性成分出現的。如：
②

（４０）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詩經·邶風·泉水》）
石鋟（２０１０）認爲存在一類述補式 ＡＢＢ，如“寒凝凝”“遠漫漫”，特點是 Ａ 與 Ｂ 表義基本相同，只
是 Ａ 語義寬泛，並認爲這類述補式 ＡＢＢ 是由並列式 ＡＢＢ 發展而來。我們認爲不存在一個從並
列再到述補的發展階段，這樣的形式就已經是複合詞了，不再是短語。没有足够的證據證明它
們是述補式的短語，因爲它們中間是不可以插入標誌述補的結構助詞“得”的。
因此與形容詞結合的“悠悠”還
② 下面將要討論的唐宋時期的“悠悠”還有獨立使用的不少例子，
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詞綴，但有向詞綴轉化的傾向，因此這裏我們稱爲“類詞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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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詩經·唐風·鴇羽》）
（４２）驅馬悠悠，言至於漕。（《詩經·鄘風·載馳》）

唐代以後，“悠悠”除了可以單用之外，也可以作爲類詞綴出現，出現頻
率很高。據石鋟（２０１０）的統計，唐五代時期有 ２１ 個“Ａ 悠悠”形式 。如：
①

（４３）南冠朔服，俄泛泛以相親；孤棹片帆，杳悠悠而未濟。（袁不
約《胡越同舟賦》，《全唐文》卷七三三）
（４４）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杜甫《錦樹行》，《全唐
詩》卷二二二）
（４５）大哉乾坤内，吾道長悠悠。（杜甫《發秦州》，《全唐詩》卷二
一八）
（４６）向壁暖悠悠，羅幃寒寂寂。（王健 《秋燈》，《全唐詩》卷三
〇一）
（４７）沅江清悠悠，連山鬱岑寂。（劉禹錫《遊桃源一百韻》，《全唐
詩》卷三五五）
（４８）初日遍露草，野田荒悠悠。（劉禹錫 《登陝州北樓卻憶京師
親友》，《全唐詩》卷三五七）
（４９）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白居易 《題海圖屏風》，《全唐
詩》卷四二四）
（５０）愛君無巧智，終歲閑悠悠。（白居易《贈吴丹》，《全唐詩》卷
四二八）
（５１）雲樹靄蒼蒼，煙波澹悠悠。（白居易 《將之饒州江浦夜泊》，
《全唐詩》卷四三二）
（５２）江雲暗悠悠，江風冷修修。（白居易《舟中雨夜》，《全唐詩》
卷四三三）
（５３）風光閑寂寂，旌旆遠悠悠。（白居易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
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見示之作》，《全唐詩》卷四五七）
①

不過，石鋟（２０１０）認爲這些“Ａ 悠悠”形式還不是詞，因爲組合是隨意的和臨時的。我們認爲，
雖然“悠悠”還有獨立使用的情況，還不完全是嚴格意義上的詞綴，但這個時期“Ａ 悠悠”已經有
向派生詞轉化的傾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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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映空虚漾漾，涵白淨悠悠。（吴丹《賦得玉水記方流》，《全唐
詩》卷四六四）

在這些例子中，ＡＢＢ 式詞整體上是形容詞性的，主要充當謂語，其中 Ａ
承擔主要的詞彙語義。而且，這樣的形式在這一時期還主要是出現在詩歌
中 ，説明發展還不够成熟。
元代以後出現了 ＡＢＢ 式詞作定語的例子，如：
①

（５５）這相思何時是可？昏鄧鄧黑海來深，白茫茫陸地來厚，碧悠
悠青天來闊；太行山般高仰望，東洋海般深思渴。（元王實甫 《崔鶯鶯
夜聽琴》第二本第四折）

這説明 ＡＢＢ 式形容詞在元代以後發展得更爲成熟，句法功能更爲全
面，内部結合也更爲緊密了。
到了現代漢語中，除了個别存古用法，“悠悠”基本只用爲詞綴，如 “慢
悠悠”“顫悠悠”“蕩悠悠”“輕悠悠”等。“悠悠”的搭配範圍也進一步擴大
到了動詞，比如，可以與動詞 “顫”“蕩”等搭配，但是整體上構成的還是形
容詞。
根據《漢語大詞典》，“悠悠”是個多義形式，有“思念貌；憂思貌”“遼闊
無際；遥遠”“久長；久遠”“連綿不盡貌”“衆多貌”“形容聲音氣息緩慢細
長”等含義，雖然語義較多，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其核心義素是 “長”，從
“長”可以引申出“緩慢”義和“多”義。作爲詞綴的“悠悠”與形容詞搭配時
又進一步虚化爲對性狀的强調，具有表示“增量”（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即把性狀
的程度往大裏説）的功能。
“悠悠”作爲詞綴，一度曾經搭配範圍很廣，但後來出現了萎縮，歷史上
出現的很多由“悠悠”構成的 ＡＢＢ 式詞在後代消失了。而且，“悠悠”作爲
詞綴，意義虚化不是特别徹底，這也使得其搭配範圍不能非常大。
“乎乎”和“巴巴”作爲疊音詞綴，其能産性比“悠悠”大得多，作爲詞綴
①

雖然在詩歌中出現的“Ａ 悠悠”似有湊足詩歌的五言的作用，但這只是初期的情況。ＡＢＢ 格式
並不是韻文專有的，相反，真正發展成熟的 ＡＢＢ 式詞帶有比較强的口語色彩，在散文中出現更
多。感謝蔡宗齊和徐剛先生就 ＡＢＢ 格式與韻律的關係向筆者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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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爲典型。
“巴巴”最早出現於宋代，如：
（５６）深院靜、月明風細。 巴巴望曉，怎生捱、更迢遞。（宋柳永
《爪茉莉·秋夜》詞）
（５７）霎時間阻，眼兒早巴巴地。便也解、封題相寄。（《全宋詞》
無名氏《風中柳令》）

在以上例子中，“巴巴”可以單用，可以作狀語或謂語，是獨立的詞。義
爲“急切的”。
在元代以後，出現了作形容詞後綴的例子，如：
（５８）你看那獨角牛身凜凜，貌堂堂，你這等瘦巴巴的，則怕你近
不的他也。（元無名氏《劉千病打獨角牛》第一折）
（５９）俺大哥一家無外，急巴巴日夜費籌畫，營辦著千般活計。
（元無名氏《冤家債主》第一折）
（６０）美娘大驚道：“髒巴巴的，吐在哪裏？”（《醒世恒言 · 賣油郎
獨佔花魁》）
（６１）怕只怕狠巴巴 （我）那個房下，我房下其實 （有些）難説話。
（明馮夢龍編《掛枝兒·懼内》）

作爲詞綴，“巴巴”的意義比較虚化，主要起加强程度的作用，形容詞加
上“巴巴”之後，原來所表示的性狀的程度得到了加强。石鋟 （２０１０）也指
出，ＡＢＢ 在發展過程中，ＢＢ 有一個從表狀態向表程度發展的趨勢 。
在現代漢語中，“巴巴”作爲詞綴比較能産，《現代漢語詞典》第 ７ 版（以
下簡稱“《現漢》”）中收録了 “巴巴”的詞綴義，並收録了 “乾巴巴 ”“急巴
巴”“緊巴巴”“凶巴巴”“皺巴巴”等詞語。
“乎乎”作爲詞綴在文獻中出現得很晚，直到現代纔有用例，《現漢》中
①

①

石鋟（２０１０）認爲 ＡＢＢ 中的 ＢＢ 有的發生了音綴化的過程，即語義淡化，變成了純粹語音性成分。
這一觀點我們不同意。我們認爲 ＢＢ 一直是有語義功能的，只不過作爲詞綴時詞彙語義弱化，但
仍有詞法意義，即表示程度的增量或感情態度的褒貶，不能説 ＢＢ 變成了純粹的語音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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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録了“潮乎乎”“臭乎乎”“黑乎乎”“辣乎乎”“胖乎乎”“熱乎乎”“肉乎
乎”“傻乎乎”“油乎乎”“蔫乎乎”“毛乎乎”“暖乎乎”等詞語。語料庫中這
樣的詞語實際還有一些，比如“笨乎乎”等。“乎乎”的語義也比較虚化，主
要是表達增量，並經常帶有貶化評價。
“乎乎”有可能來自“呼呼”，最初是個擬聲詞，最早出現在唐代的譯經
中，後來由擬聲發展爲擬態並變爲後綴。作爲擬聲詞的例子如：
（６２）時有苾芻欱粥作呼呼聲。（唐義淨譯經《根本説一切有部毗
奈耶雜事》卷三四）
（６３）黄昏左右，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響。（明淩濛初 《初刻拍案
驚奇》卷二二）
（６４）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男女二人，叙一個心滿意足。（明馮
夢龍《醒世恒言》卷三二）

作爲後綴的例子如：
（６５）只見那僧官脱了衣服，氣呼呼的坐在那裏。（《西遊記》第三
十六回）
（６６）一個半老的人，挑了一擔黄呼呼稀流薄蕩的一擔大糞，要過
橋來。（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六十二回）
（６７）白姑子放在牙上啃了一啃，啃著軟呼呼的，説道：“這不是銀
子，像是錫蟆似的。”（《醒世姻緣傳》第六十四回）
（６８）其妻扭黑的頭髮，白胖的俊臉，只是一雙扁呼呼的大腳，娘
家姓羅。（《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四回）
（６９）太太平日又最疼這個丫頭，疼的如兒女一般，忙伸手摸了摸
他的腦袋，説：“真個的，熱呼呼的。 你給我梳了頭，回來到下屋裏靜
靜兒的躺一躺兒去罷，看時氣不好。”（清文康 《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
五回）

《現漢》中收了“潮呼呼 ”“蔫呼呼 ”“暖呼呼 ”“氣呼呼 ”四個詞，在
“潮呼呼”下的注釋是“同‘潮乎乎’”，“蔫呼呼”釋爲 “同 ‘蔫乎乎 ’”，“暖
呼呼”釋爲“同‘暖乎乎’”。照此類推，“氣呼呼 ”實際上也應該釋爲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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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乎乎’” 。這説明，“呼呼”與“乎乎”實際上是同一個語素 。
必須説明的是，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 ＢＢ 的真正來源，是一個很不容易考察
清楚的問題。由於很多 ＡＢＢ 式形容詞産生較早，且具有口語性的特徵，在
書面文獻中記録較少，而且一些書面文獻中的用字可能只是記音，常常出
現同一個詞有不同寫法的情況，如“慢騰騰”“慢吞吞”“慢滕滕”“慢條條”
記録的實際上是一個詞 （張美蘭 ２００１ｂ ）。這正如在當代漢語方言的記録
中，不同地方的意義相同的 ＡＢＢ 式詞中的 ＢＢ 往往也有不同的寫法一樣。
在考察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 ＢＢ 的來源時，不能够望文生義，必須結合語音規
律和語義表現，進行仔細的分析。由於可資考證的材料往往不够充分，因
此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 ＢＢ 的真正源頭有時很難確認。
張金泉（１９９７）指出，在敦煌唐本字書 《字寶》收集的四百多個口語詞
中，這種 ＡＢＢ 式的詞約有三十條。根據張家合（２００７）的統計，元刊雜劇中
ＡＢＢ 式詞共有 １８２ 個。可見，ＡＢＢ 式詞在元代時出現頻率已經相當高了。
汪維輝（２０１８）所討論的核心詞中有 １７ 個形容詞，這些形容詞幾乎都有
ＡＢＢ 式組合形式，
作者在 “組合關係”部分給予了描述，歸入 “帶後附加成
分”的類别，常見的一些如下：大拉拉、大咧咧、小可可、黑沉沉、黑洞洞、黑
漆漆、白生生、白花花、白皚皚、紅彤彤、紅豔豔、黄焦焦、黄燦燦、緑瑩瑩、緑
茸茸、熱哄哄、熱騰騰、冷冰冰、冷淒淒、冷嗖嗖、滿登登、新嶄嶄、好端端、圓
溜溜、乾浥浥等。這也表明，ＡＢＢ 式詞法模式是很常用的。
在現代漢語中，ＡＢＢ 式形容詞在各大方言中都有分佈，使用廣泛（余超
２０２０）。可以説，在現代漢語中，ＡＢＢ 已成爲一種詞法構式，可以用來構造
狀態形容詞。
①

３．３

②

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的形成機制

綜上所述，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的形成過程可以概括如下：

①
②

《現漢》没有這樣注，造成了這四個詞在注釋上的不平行。《現漢》中“氣乎乎”失收。
《現漢》中還收録了“黑糊糊”“黏糊糊”“血糊糊”三個詞，其中“黑糊糊”釋爲“同‘黑乎乎’”。
“糊糊”的源頭是否也是“呼呼”呢？我們認爲這是很可能的。有的人可能會認爲“糊糊”表示的
是“黏糊”的含義，但這很可能是望文生義。從擬聲詞演變到擬態詞是一條很常見的引申路徑，
因此來自“呼呼”的可能性更大。不過，正如下面我們要談到的，ＡＢＢ 中 ＢＢ 的本字考證的確是
非常困難的，要完全確定 ＢＢ 的來源，還需要更多材料的證明。感謝孟蓬生先生（私人交流）在
這一點上給作者的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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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詞

Ａ ＋ＢＢ

（句法上的主謂式或並列式短語）→ ＡＢＢ 式複合詞 → ＡＢＢ 式派

①

從最初的可以獨立的實詞變爲複合詞的構成部分，然後搭配範圍
擴大，最終變成詞綴。
上面的形成過程是從宏觀上説明 ＡＢＢ 這一詞法模式在歷史上的出現
過程，但並不是説每個具體的 ＡＢＢ 式的形容詞都一定經歷了這樣一個過
程。實際上，當 ＡＢＢ 式這一構造狀態形容詞的詞法模式形成之後，就可以
按照這個模式來生成具體的 ＡＢＢ 式形容詞了，因此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很多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並没有一個歷時演變的過程，
而是共時狀態下構詞法的直接
産物。
由於 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法模式産生時間較早，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演
變，逐漸積累了比較多的成員，不同的 ＡＢＢ 式形容詞個例是在不同時期出
現的，因此詞法模式内部呈現出多元性。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的 Ａ 除了可以是
形容詞之外，還可以是名詞，如“汗津津”“淚汪汪”“眼巴巴”“血淋淋”等，
這實際上最初是由 “名 ＋ ＢＢ ”構成的主謂結構詞彙化而來的。還有一些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的 Ａ 是動詞，如 “顫巍巍 ”“笑吟吟 ”“喘吁吁 ”等 。另外
還有一些 ＡＢＢ 式中的 Ａ 是擬聲詞，整體上也是擬聲詞，如“撲通通”“骨碌
碌”“格支支”“撲簌簌”等 （張美蘭 ２００１ｂ）。雖然在内部構成的詞性上存
ＢＢ

②

③

張美蘭（２００１ｂ）認爲，ＡＢＢ 的構詞方式有多種來源，可以歸納爲以下幾種情形：
１． Ａ＋ＢＢ→ＡＢＢ（重疊後綴附加式）
２． ＡＢ＋Ｂ→ＡＢＢ（後重疊擴展式）
３． ＢＡ＋Ｂ→ＡＢＢ（前重疊倒置擴展式），
即 ＢＡ→ＢＢＡ→ＡＢＢ（先重疊再縮略移位）
４． ＡＡＢＢ－Ａ→ＡＢＢ（縮略：雙音重疊前省略式）
ＢＢＡＡ→ＡＡＢＢ－Ａ→ＡＢＢ（移位再縮略：雙音重疊移位前省略式）
本文的討論涉及到第 １ 和第 ２ 種模式，至於第 ３ 和第 ４ 種模式，我們暫時存疑，這兩種模式的生
成中都涉及到移位，詞法模式中一般是不允許移位的，張美蘭（２００１ｂ）的結論主要是通過文獻用
例出現時間的先後概括出來的，但其實不同格式的例子出現時間的先後差别有時並不是特别
大，而且即使出現時間有先後，也不能保證它們之間一定存在衍生關係。在第 ３ 種模式中，張美
蘭（２００１ｂ）並没有舉出實際存在的 ＢＢＡ 例子，先重疊再倒置只是猜測，並没有足够的證據。縮
略倒是可以在詞法模式的生成中起作用，但本文限於篇幅，暫時不討論從 ＡＡＢＢ 縮略爲 ＡＢＢ 的
這種可能性。而且，由於兩種格式的例子出現時間接近，從 ＡＢＢ 式通過重疊前一音節擴展爲
ＡＡＢＢ 式這種可能也是不能排除的。
ＢＢ 改變了詞基的詞類，
因爲 ＡＢＢ 在整體上是形容詞，這與通常的
② 當 ＡＢＢ 中 Ａ 是名詞或動詞時，
評價性形態的表現不太一樣。不過，要注意，ＡＢＢ 中 Ａ 是名詞和動詞的情況都屬於少數（從共
時角度來看，可以看作構式擴展的産物），主體的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的 Ａ 都是形容詞。
從寬泛的角度看，可以算作形容詞的一種。
③ 擬聲詞的句法性質同形容詞有類似的地方，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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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分歧，但相同的 ＡＢＢ 形式和共同的語義特徵 （即都具有摹狀性）使
得一般的語言使用者會將它們識解爲同一類。可以認爲，ＡＢＢ 式形容詞詞
法構式下可以容納四個小的分構式：形 Ａ ＋ＢＢ、名 Ａ ＋ＢＢ、動 Ａ ＋ＢＢ、擬聲詞
Ａ ＋ＢＢ 。
現代漢語中還有一部分 ＡＢＢ 式的詞來自部分重疊，即雙音形容詞只重
疊第二個音節。如山東郯城方言 （中原官話）中的 “舒坦坦”“痛快快”等
（邵燕梅 ２００５），這些形式是只重疊雙音形容詞的第二個音節而形成的 。
由部分重疊形成的 ＡＢＢ 式詞中的 ＢＢ 一般只能與 Ａ 搭配，不具有能産性。
有一些 ＡＢＢ 式詞在共時來看似乎存在兩解的可能性，既可看作 Ａ＋ＢＢ 構成
的，也可以看作是 ＡＢ 雙音詞經過部分重疊構成的，如“光溜溜”，既可以看
作形容詞“光”加疊音後綴 “溜溜”構成的派生詞，也可以分析爲 “光溜”這
一雙音詞經過部分重疊形成的，這兩種分析在共時狀態下都行得通。從共
時的角度看，對於普通語言使用者而言，ＡＢＢ 式複合詞或派生詞與 ＡＢＢ 式
部分重疊式雖然來源不同，但由於在外部形式上和語義功能上的相同，有
發生合流的可能性，可以融合爲一個大的詞法構式 。
由此可以看出，詞法構式的形成有不同來源的合流現象，這正如句法
構式也可以有不同來源的合流現象一樣。一旦形成了統一的詞法構式，其
間細微的形式差别就會被忽視，最後共同性得到凸顯，相同的形式對應相
同的功能，從而在總體上成爲同一個大的詞法構式 。
①

②

③

四、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 ＢＢ 的性質
ＡＢＢ

式形容詞表達對 Ａ 所指示的性質或狀態的一種生動描摹，很多時

從歷時的角度來看，石鋟（２０１０）認爲是在元代時由於雙音形容詞 ＡＢ 的成熟，Ａ＋ＢＢ 這種附加式
被重新分析爲了 ＡＢ 重疊爲 ＡＢＢ 的重疊式。我們認爲，不一定是 Ａ＋ＢＢ 附加式被重新分析爲重
疊式，部分重疊式應該是一種獨立的模式，只是後來這兩種模式因産出形式相同且意義相同而
可能發生了合流，可以用同一個詞法構式來統括。
還存在一種“副詞性語素＋ＢＢ”構成的 ＡＢＢ 形式，如“老長長”“精短短”“大
② 在一些山東方言中，
高高”等，這種詞語與疊音後綴構成的形容詞 ＡＢＢ 在表面形式上相同，但功能不同。“副詞性語
素＋ＢＢ”構成的 ＡＢＢ 形式的語義核心在 ＢＢ 上，前面的語素雖然看起來是形容詞，但充當的是狀
語性成分，修飾後面的 ＢＢ，因此我們稱之爲“副詞性語素”。而疊音後綴構成的形容詞 ＡＢＢ 形
式的語義核心在 Ａ 上。因此，二者不能歸屬於同一個構式。
③ 此段内容感謝與宋文輝教授的私下討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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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可以表達對性狀程度的加强，有時還附加説話者的態度和感情色彩。比
如“髒兮兮”不僅表明“髒”這種性質，而且有加强“髒”的程度的意味，並帶
有厭惡的感情色彩，具有主觀性。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的 ＢＢ 如果可以看作詞
綴，那麽這種詞綴從性質上看屬於評價性形態。
評價性形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ＥＭ）最早由 Ｓｃａｌｉｓｅ（１９８４）基於意大
利語表示“指小”（在漢語文獻中經常用 “小稱 ”這個術語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
“增量 ”（指 大 ／ 大 稱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貶 化 ”（ｐｅｊｏｒａｔｉｖｅ ）、“褒 化 ”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ｖｅ）等的詞綴提出。 Ｓｃａｌｉｓｅ 認爲這類形態是既不同於派生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也不同於屈折（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的“第三類形態”（ｔｈｉｒ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ａｒｄ（１９９５）把指小、
增量、貶化、喜愛（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ｅ）、表敬（ｈｏｎｏｒｉｆｉｃ）等歸入
特殊的派生，稱爲“表達性派生（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也就是將評價性形
態歸爲派生；此後一些學者從類型學視角對評價性形態做了廣泛調查
（Ｋｒｔｖｌｙｅｓｓｙ ２０１５，Ｇｒａｎｄｉ ＆ Ｋｒｔｖｌｙｅｓｓｙ ２０１５ 等）。我們認同 Ｂｅａｒｄ（１９９５）
的觀點，認爲評價性形態從性質上看應該歸入派生，因爲從整體上看評價
性形態更符合派生的特徵。董秀芳（２０１６ａ［２００４］）認爲表達性派生在漢語
詞法中具有凸顯性。本文使用評價性形態這一術語，因爲這一術語目前看
來是用得較多的，而且名稱的表義性也比較顯豁。
評價性形態通常不改變詞基 （ｂａｓｅ ）所屬的詞類，也不改變意義的領
域 ，具有可選性（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和主觀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比如，對於一個普通大
小的物體，説話者可以不使用標記，也可以在一些情況下用指小形式指稱，
而在另一些情況下用增量形式指稱，以表示不同的主觀態度與評價。同
樣，對於黑色的東西，説話人可以根據不同的表達需求，選擇用“黑”或“黑
乎乎”“黑了巴唧”等形式來形容。對於一個動作行爲，説話者可以不使用
任何標記，也可以加上標記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動作行爲的態度。比如，曹
瑞芳（２００４）指出，山西陽泉方言的動詞詞綴“打”附加在動詞後，動詞的基
本意義保持不變，但動詞或整個句義附帶了“隨便、不經意、不認真、稍微、
應付”等意味。帶有評價性詞綴的形式，比如 “黑乎乎”“黑了巴唧”等，如
果翻譯成英語，往往找不到準確的對應形式，只能翻譯出詞彙意義，而主觀
情感態度則不容易翻譯出。
①

①
②

②

這一點像屈折（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屈折也是不改變詞基所屬的詞類，不改變詞基的基本詞彙語義。
這一點不像屈折，屈折的使用具有强制性和周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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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容詞中的 ＢＢ 作爲詞綴時往往能産性不太高，構成的詞並不
太多，這是由其評價性形態的性質決定的。評價性形態一般只能用在指稱
較爲具體的對象的詞上，比如，指小成分一般用在具體名詞上；能加評價性
形態的形容詞也都是修飾具體名詞的形容詞，表示的是比較具體的性狀；
能加評價性形態的動詞也都表示的是具體的物理動作。因爲只有具體的
事物、性狀和動作纔是可以觀察的，評價性形態正是表達基於觀察的主觀
認識和態度。正是由於評價性形態作用的對象有明顯的限制，因此評價性
形態是部分能産的（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使用上並不具有很强的周遍性和
規則性。
ＡＢＢ 式形容詞中的 ＢＢ 形式有些曾是較爲能産的詞綴，但在後代能産
性降低或消失，比如“油油”，《現漢》收録了 “碧油油”“黑油油”“緑油油”
“烏油油”四個，但“油油”曾經結合面較廣，除了這些形式之外，在元代至清
代的文獻中還曾經出現過“光油油”“滑油油”“紫油油”“亮油油”等形式。
再如“澄澄”，《現漢》只收録了“黄澄澄”一個，在元代至清代的文獻中還有
“碧澄澄”“昏澄澄”“緑澄澄”“亮澄澄”等。這也反映了評價性形態的特
點。Ｇｒａｎｄｉ（２０１５）總結的評價性形態的特徵之一就是歷時來看有詞彙化傾
向，即詞綴失去能産性變成詞彙性成分 。
ＡＢＢ 式形容詞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往往不長，一些元代産生的 ＡＢＢ
式形容詞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用了，而新的 ＡＢＢ 式形容詞也會不斷産生。
這是因爲具有主觀性表達功能的形式往往在語言中是更新比較快的。評
價性形態具有主觀性，因此也是不穩定的、容易更新换代的。
董秀芳（２０１６ｂ）指出，印歐語言中普遍存在的形態變化如名詞變格和
動詞變位主要指示的是動名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及動詞表達的事件與客觀
世界（特别是時間序列）的聯繫，而這些都是語言所要表達的内容中客觀存
在的。因此印歐語言中的形態主要是客觀語義關係的語法化。雖然印歐
語中也有一些詞綴具有主觀性，但是這樣的詞綴在整體中所占比例比較
小。漢語没有名詞變格和動詞變位，漢語在實詞上附加的具有一定詞綴性
的成分很多都是指示世界與人的關係，表明人對事物、性狀或行爲的看法
和評價，即屬於評價性形態。漢語中也有不屬於評價性形態的詞綴，如指
ＡＢＢ

①

①

詞彙性（ｌｅｘｉｃａｌ）與詞法性（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句法性（ｓｙｎａｔｃｔｉｃａｌ）相對，詞彙性成分是指的規則性
弱、任意性强的成分，而詞法性成分與句法性成分都是具有一定規則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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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詞的複數後綴“們”，體標記“了”“著”“過”，以及古代漢語中曾存在過
的表達致使的詞綴或内部屈折，但這樣的成分在總體中所占比例是比較少
的。因此，在漢語研究中，評價性形態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這體現了
漢語主觀性凸顯的特點。董秀芳（２０２１）進一步指出，包括漢語在内的漢藏
語系中的評價性形態也是發展得比較成熟的，具有較强的主觀性。

五、結

語

上古漢語中已經出現了疊音形式的詞，具有實詞的性質。在其後的發
展中，一部分疊音詞與形容詞結合，構成了 ＡＢＢ 式複合詞，結合範圍大的疊
音形式逐漸變成了尾碼，發生了詞法化，ＡＢＢ 式複合詞演變爲派生詞。從
性質上看，ＡＢＢ 式形容詞的疊音後綴屬於評價性形態。
具有描摹事物性狀功能的疊音詞早在上古漢語中就普遍存在，可以説
一直貫穿漢語的歷史，雖然經過了一定變化，但直到今天仍在詞法層面活
躍著。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漢語自古就是一個主觀性較爲凸顯的語言，具
有重疊式的狀態形容詞（包括獨立的重疊形式和加重疊詞綴的形式）是漢
語的一個比較穩定的特徵。
在漢語中没有演變爲屈折詞綴的語法化（董秀芳 ２００４，吴福祥 ２００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漢語中有演變爲評價性形態的語法化 （具體來講是詞
法化），其形成和演變的過程和機制值得深究。研究評價性形態的起源和
歷時變化應該成爲漢語中一個比較有特點的語法化研究的方面，這方面的
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開展。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北京大
學計算語言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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