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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词类标注问题与对策
——基于语料库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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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一些大型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对“麻烦”一词处理的不一致，在查询各类词典的前提下，以国家语委语料库和

北语语料库为基础，对“麻烦”一词进行深入调查，并以分析大量语料库为基础，得出“麻烦”一词的常见用法，以期给汉英
和汉语词典处理“麻烦”一词一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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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的编纂既对词语收纳的全面性有要求，又

为动名兼类词或者动形兼类词，多数词典则将“麻

对词类标注的准确性有要求。要完美地做到这两

烦”处理为动名形兼类词。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

点，可以说无异于登天之难。

认为有必要查询“麻烦”一词在语料库中的标注。

好在语料库的使用给词典编纂带来一场如火

在对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标注语料（300 条）进

如荼的革命，尽管英美各国的大中型词典都以语

行分析时，也发现一些标注错误以及和词典中处理

料库的编纂为基础，但是语料库的使用在各类汉

不一致的问题。

英词典、汉语词典的编纂中并未成为常态。依据

例 1 ：因为/c 我/r 给/p 人们/n 添/v 的/u 麻烦

语料库编纂的词典更为客观可靠，同时也方便对

/a 太多/a ，/w 而/c 我/r 的/u 贡献/n 太/d 少/a 了

生僻词、流行词、变异词进行处理和标注。目前尽

/u …/w …/w 再说/c 大伙/r 评/v 来/vd 评/v 去/

管很多人意识到了语料库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分

v ，/w 都/d 是/vl 自己/r 夸/v 自己/r ，/w 这/r 又/

析语料繁琐而费力，很多词典在标注词类时放弃

d 有/v 什么/r 意义/n 呢/u ？ /w食用/v 它/r 可以/

挨个分析语料，最终导致对一些词处理不妥当的

vu 省掉/v 消化/v 、/w 吸收/v 、/w 排泄/v 等/u 很

问题。另一方面，汉语词类问题和语言表达的复

多/a 麻烦/a。

杂性，也要求在词典编纂中依据大数据语料库。

例 2 ：那/r 几个/mq 卖/v 菜/n 的/u 大汉/n 瞪

本项个案研究旨在说明 ：词典编纂的最终依据

/v 了/u 瞪/v 眼睛/n ，/w 又/d 互相/d 看/v 了/u

只能是语料库，且必须以大量而具有平衡性和代表

一眼/mq，/w 大约/d 是/vl 怕/v 惹出/v 麻烦/a 来/

性的语料库为基础。

vd 吧/u ，/w 便/d 一/m 一/m 纵身/v ，/w 蹬/v 着

1 “麻烦”的词类标注问题
在对 15 部大中型汉语词典、汉英词典的查阅

/u 红棉牌/ni 自行车/n 就/d 溜/v 了/u ，/w 走远/v
了/u 还/d 回头/v 望/v 望/v 呢/u 。
例 3 ：但/c 过/vd 了/u 一/m 星期/nt ，/w 麻烦

对比中发现 ：
“麻烦”一词在词典的处理不尽一致，

/a 又/d 找上门/v 来/vd 了/u ，/w 原来/d 我/r 那

且差别较大。有些词典处理为动名兼类词（5 部），

天/r 心神不定/i ，/w 把/p 岩石/n 采样/v 的/u 标

有些处理为动形兼类词（4 部），还有些处理为动名

号/n 贴/v 错/a 了/u ，/w 结果/n 弄错/v 了/u 油井

形兼类词（6 部）。现将 15 部词典中“麻烦”译义情

/n 位置/n ，/w 在/p 装设/v 海上/nl 平台/n 后/nd，

况列举如表 1 所示。

/w 却/d 打/v 不出/v 油/n 来/vd 。

从表中可以看出少数词典将“麻烦”一词处理

例 4 ："/w 不用/d 麻烦/a 了/u ，"/w 罗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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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温和/a 地/u 笑/v 着/u 说/v ："/w 除夕/nt 你

例 6 ：二/m 、/w 不要/vu 怕/v 麻烦/a 。

/r 一/m 个/q 人/n 值/v 夜班/n ，/w 很/d 辛苦/a
呀/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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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语委语料库进行查阅时，深入分析了
323 条标注语料，发现在同一种或者相似的词语搭

例 5 ：您/r 干/v 得/u 不错/a ，/w 省/v 了/u 我
们/r 很多/a 麻烦/n 。

配中，对“麻烦”一词的标注不一致，尤其是在将
“麻烦”标注为名词或形容词时存在较大分歧。

表 1 词典对“麻烦”一词的释义表
序号

词典

译义

1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

麻烦 【形】费事；【动】使人费事；【名】额外负担，难解决的问题。

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

麻烦 【形】费事；【动】使人费事；【名】额外负担，难解决的问题。

3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麻烦 【形】费事；【动】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名】烦琐难办的事情。

4

《现代汉语小词典》（1983）

麻烦【名】烦琐；费事；【动】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

5

《现代汉语小词典》（1999）

麻烦【形】烦琐；费事；【动】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名】烦琐难办的事情。

6

《中华新编汉语词典》（2006）

麻烦【名】费事，难办；【动】给别人增加负担，使人费事。

7

《中华现代汉语词典》

麻烦【名】费事，烦琐；【动】给别人增加负担，使人费事。

8

《新编汉代多功能词典》

【形】头绪多而乱，费事的，不好办的；【动】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

9

《汉语多用词典》

麻烦【名】烦琐，费事，困难；【动】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

10

《汉英大词典》（第三版）

麻烦①（费事）troublesome；inconvenient ②（使费事）put sb to trouble

11

《ABC 汉英大词典》

麻烦① N. trouble ② V. trouble sb; bother

12

《英汉汉英词典》（全新版）

麻烦① V. trouble; bother  ② Adj. troublesome; inconvenient.

13

《汉英词典》( 第三版 )

麻烦①形 . troublesome；inconvenient ②名 .trouble;  inconvenience ③动 .
Trouble sb; bother

14

《现代汉英词典》（新版）

麻烦①形 . troublesome；inconvenient ②动 .put sb to trouble; bother sb.

15

《英汉汉英双解词典》

麻烦（形）费事，烦琐 troublesome  ( 动 ) 使人费事或增加负担 bother sb to
do sth  ( 名 ) 费心的事，负担 trouble; a hassle

法属性（即词类）判断应该建立在使用模式调查的

2

基于语料库的“麻烦”一词的个案研究

2.1

研究方法
（1998）认为 ：
“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是
Biber［1］

法功能（即规约化现象），从而有效区分语言系统层

经验性的，分析的是自然语篇中语言的真实使用模

语言本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结构始

［2］

基础上，因为使用模式调查有助于发现其无标记语
面词库中的词类和言语层面句法中的词类。

“基于语料
式。
”王馥香和罗敏莉 （2004）指出 ：

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使用频率在语言结构的

库的分析具有其他传统分析方法难以比拟的优越

固化和规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语料库的

性。
”国家语委语料库是国家语委主持建立的一个

词类使用模式调查很容易准确发现一个词项的无标

现代汉语书面语通用平衡样本语料库，第一批语料

记语法功能和词义。

是 1919 至 1992 的语料共 7000 万字，以后每年增加

2.3

1000 万字，是目前最大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文先依据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标注语料得出

北语语料库是由几个子库构成的约有 1 亿字

“麻烦”一词的词性比例，经过仔细考察索引词在句

的语料库。笔者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麻烦”一

中所起的作用，发现标注语料对词性的判断尚不准

词，所得语料为生语料，再根据索引词在各个语料

确。为此笔者将逐条判断国家语委语料库和北语语

中的功能，通过人工方式对他们的词性进行判定。

料库的词性进而算出“麻烦”一词的词性比例。

2.2

是 ：词项经历历时发展后在共时语言层面词库中

2.3.1 “麻烦”一词在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标注词性
比例
通过检索“麻烦”再国家语委语料库中的标注

兼类两个以上词类范畴现象，在词典中体现为兼类

语料，得出 323 条。其中标注为动词的有 40 条，占

研究理论
王仁强和陈和敏［3］（2014）对兼类词的定义

［4］

词。王仁强 （2010）提出 ：一个词库中的词的语

12% ；标注为名词的有 67 条，占 21% ；标注为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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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词性的有 216 条，占 67%。但是标注语料判断标

形容词词性和名词词性判断不完全准确。经过处

注并不统一。

理发现，
“麻烦”一词的名词词性的频率出现最高，

例 7 ：国会/ni 亦/d 持/v 欢迎/v 态度/n ，/w

达到了将近 50%，而动词的使用频率最小，形容词

但/c 对/p 这/r 一/m 全面/a 、/w 激进/a 的/u 改革

居中。笔者认为到这里便可以初步判断，
“麻烦”一

/v 有所/v 顾虑/v ，/w 担心/v 在/p 经济/n 衰退/v

词是动名形兼类词，但为了结论更为准确，下文将

和/c 银行业/n 危机/n 的/u 形势/n 下/nd ，/w 改

分析整理一部分北语语料库的数据。

革/n 会/vu 导致/v“/w 更/d 严重/a 的/u 麻烦/n。
例 8 ：他/r 阴 沉/a 着/u 脸/n 对/p 两/m 位/

2.3.3 “麻烦”一词在北语语料库中的词频情况
“麻烦”一词在北语语料库中共检索到 64121

q 年轻/a 学者/n 说/v ：/w“/w 文章/n 惹出/v 了/

个词条，鉴于数目较大且笔者发现词条的显示方

u 麻烦/n。

式是随机的，于是采取成份分析的方法对前 1000

例 9 ：那/r 几个/mq 卖/v 菜/n 的/u 大汉/n 瞪

条进行了词性标注。经过统计发现，
“麻烦”一词

/v 了/u 瞪/v 眼睛/n ，/w 又/d 互相/d 看/v 了/u

的名词性词条数量为 318，占 32% ；形容词词条数

一眼/mq ，/w 大约/d 是/vl 怕/v 惹出/v 麻烦/a 来/

量为 605，占 61% ；动词词条数量为 14，占 1.4%，

vd 吧/u ，/w 便/d 一/m 一/m 纵身/v ，/w 蹬/v 着

其中干扰项数量为 62，占 6.6%。
从对国家语委语料库和北语语料库的分析统

/u 红棉牌/ni 自行车/n 就/d 溜/v 了/u ，/w 走远/v
了/u 还/d 回头/v 望/v 望/v 呢/u 。
例 7 和例 8 中的搭配类型是“形容词+麻烦”和
“动词+麻烦”，对于这类搭配，标注语料认为“麻烦”
是名词词性，而对于例 6 中的“怕（动词）+麻烦”
和例 9 中的“惹出（动词）+麻烦”却标注成形容词。

计来看，
“麻烦”一词是动名形兼类词，且名词和形
容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动词出现的频率较低。

3

结论与启示
“麻烦”一词是动名形兼类词，各大中英文词典

因此标注语料对“麻烦”一词的处理不一致。笔者

应该将语料库作为编纂标准和基础，这样收入的词

认为有必要对麻烦一词在句中的成分做分析再进

性才更加全面和完善。国家语委语料的标注语料

一步判断“麻烦”的词性。

的准确性有待完善，标注词性应该采取成份分析的

经过分析，笔者将“麻烦”一词的使用搭配类

方法而不是依据感觉判断，并且词性的标注也需要
一个统一的标准。

型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麻烦”一词的搭配类型表

汉英词典编纂的最终依据只能是语料库，尽

编号

词性

搭配类型

管多数语料库有自己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语料库

1

名词

造成 / 惹出 / 嫌 / 怕 / 增加 / 省了等
动词 + 麻烦

的全面收纳性能使词典的词类标注更加符合现实

2

名词

很多 / 太多 / 一点 /xx 的 + 麻烦

3

形容词

比较 / 太 / 非常 / 那么 / 有点 / 更 /
挺 + 麻烦

4

形容词

麻烦的 + 名词

5

动词

麻烦 + 名词 / 代词

使用。并且，汉英词典编纂参考的语料库的规模要
大，且词条要具有平衡性和代表性。
参考文献 ：
［1］Biber. Corpus Linguistics Investigating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2 “麻烦”一词在国家语委语料库中经处理后
的词频情况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根据“麻烦”的搭配类型

［2］王馥香，罗敏莉. 语料库词典学的兴起与发展［J］.辞书
研究，2004（5）：45-53.
［3］王 仁 强，陈 和 敏. 基 于 语 料 库 的 动 词 与 构 式 关 系 研

以及在句中的成分重新统计了“麻烦”在国家语委

究——以sneeze及物动词的规约化为例［J］.外语教学与

语料库中的词频和所占比例，总数仍然是 323 条，

研究，2014（1）：19-31.

其中动词 41 条，占 12.7% ；名词 159 条，占 49.3% ；

［4］王 仁强.现代汉语词词类体系效度研究——以《汉英词

形容词 121 条，占 37.5% ；干扰项 2 条，占 0.5%。再

典》（第五版）词类体系为例［J］.外国语文，2010（5）：

将此数据和标注语料做对比可以看出，标注语料对

38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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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整合，从而完成词汇习得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

［2］李建平．基于心理模型的二语词汇习得［J］．四川外语学
院学报，2008（1）：124-128．

即整合阶段的过渡，从而完成词汇的习得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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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蒂芬·平克.  语言的本能［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

结论

社，2015 ：176.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从词

［4］Ijaz  I  H．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lexical

汇的语音、词形和语义方面分析了二语词汇习得的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J］．language Learning．

动态过程。词汇在语言学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1986，
（36）：401-51．

用，对于词汇习得过程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二语词汇习得过程，并对现有的词汇习
得模型进行分析和完善，有助于英语课堂词汇教学
的提高和改进。

［5］骆涵．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2008（3）：
46-50．
［6］解玲. 认知心理学视阈下的二语词汇表征发展模式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5）：124.
［7］孔靖平. 从认知角度看二语词汇习得［J］. 广东技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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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YAN Jun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minence, makes a dynamic
analysis of vocabulary, sound, parts of speech and semantics of second language, and an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vocabulary of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off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Key words ：figure-ground theor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ynamic analysis;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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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Word Class Labeling of “mafan”
——A Corpus-based Case Study
HE Zhi-y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 view of the labeling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about the
part of speech of Chinese word“mafan”, premised on various kinds of dictionaries and based on Corpus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mittee of China and Beiyu Corpus, does a in-depth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word“mafan”,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rge amount of corpus elicits the common uses of“mafan”in order to give some reasonable advice
to the compiling of dictionaries.
Keywords ：Chinese word“mafan”; Corpus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mittee of China; word class labeling; Beiyu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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