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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汉语中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在句法成分、配价和

句法语义角色、褒贬态度三元组（态度持有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的框架下，分

析了 1015 个褒贬词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褒贬指向，重点区分了二价词

语的说话人对施事的态度和施事对受事的态度。该分析可以应用于句子或语篇的态度计算，

也可以应用于机器翻译中的译词选择、语言教学和词典编纂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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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derogatory and 

commendatory (DC) direc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DC words. A total number of 1015 

words are classified into nouns, verb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nd manually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ir DC direction tendency under the frame of syntax component, 

valence, syntax semantic role and the trigram of holder—attitude--object. 

Research shows that two-valence-words have 2 kinds of direction tendencies, namely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agent and the ag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patient. Findings in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sentences and texts, and to solve some problem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ctionary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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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语的褒贬义问题在汉语词汇学中研究得比较多，但机器翻译和对外汉语教学在这方面

依然存在着不少实际困难。外国学生往往很难区分出概念义相同而褒贬义不同的词语，机器

翻译上也存在着褒贬译词选择不准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态度计算的日益展开，词语、句

子和篇章的倾向性计算成为计算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而褒贬义词语作为语言中 典型和基本

的倾向性要素，其分析也成为一项重要而基础的工作。 

在语言学界，已有的褒贬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褒贬色彩分析（参看解海江，2003）、

历史流变（参看孙雪敏，1999）、语境变异和译词选择（参看刘全福，1999）等方面，比较

注重词语的意义分析，区分出基本义和作为附加义的褒贬义。而对褒贬词语究竟褒贬哪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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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义成分没有进行系统地研究。 

在计算语言学界，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动词的褒贬指向问题。（晋耀红，2003）在

对文本进行态度计算的时，就针对评价性动词建立了褒贬模板，描写了每个动词的“评价者、

态度和评价对象”与“说话人、施事和受事”的关系，但只分析了动词，且这些动词的选择

依据是看是否含有立场性，并不一定含有褒贬义，如动词“反对”，仅仅是态度上的赞同和

反对，并无褒贬意义。（Steven，2004）利用 FrameNet 的评价性谓词模板来自动获取文本中

的观点立场及态度持有者。（刘永丹，2004）采用了相似的谓词模板的方法来处理中文语料。

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格框架的思想，以模板匹配的方式避免了完全句法分析的低效性。但是这

些实验使用的谓词模板仅是少量高频词的模板，覆盖度较小，也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理论价值。

（Wilson，2003；徐琳宏，2008）则在标注情感态度语料库的过程中，标注了态度的所有者、

评价的方面、情感态度及强度。这样全面的标注对于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中的机器学习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但尚未从中挖掘和梳理出具有理论意义的论断和认识。 

综上所述，在语言学界，传统的词汇语义研究由于缺少句法语义层面和语料考察的眼光，

并没有特别关注褒贬词语的指向问题；而在计算语言学界，语义分析和语料标注遇到了褒贬

指向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强调技术性和实用性的策略往往忽视了语言模型的理论

建构。从更高的层次上看，目前态度计算尚缺乏对语言中表示态度的句法语义手段的系统考

察和认识。本文则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2. 褒贬指向的界定 

传统对褒贬词语的研究，根据是否是基本义和附加义把褒贬词语分为两类。如“美好”

的基本义是褒义的；“团结”的附加义是褒义的，“勾结”的附加义是贬义的。但是对于褒贬

词语的指向性问题则关注不足，并没有指出褒贬态度的持有者和批评的对象。例如，在句子

“我们要捍卫祖国的尊严”中，褒义动词“捍卫”，其态度持有者是施事“我们”，所褒扬的

是受事“尊严”；而在句子“他总是包庇小王”中，态度持有者是说（写）这句话的“说话

人”，贬义动词“包庇”所贬低的是其施事“他”。这与传统的词汇分析有较大的不同。 

我们把一个褒贬词语所关涉的对象限定为一个三元组：“态度持有者——褒贬态度——

褒贬对象”，把“态度所有者”和“褒贬对象”称为“评价角色”，进而把褒贬词语的“褒贬

指向”定义为：由褒贬词语的褒贬义所决定的，褒贬词语所修饰的或与之相关的句法语义成

分与评价角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本文中，我们区分出“说话人”、“施事”、“受事”和“与

事”四种句法语义成分。后三种成分与格理论、配价理论的一般界定是相同的。“说话人”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既可以在句子中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出现的情况主要是采用直

接引语，如，“他说：‘我是个混蛋’”；或者采用间接引语“他说自己是个混蛋”。在普通的

文本中，引语出现的较少，“说话人”更多的是文本的直接作者，并不出现在句子中。配价

理论根据动词在一般的句子中能够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的个数来确定配价数，分为零价、一价、

二价、三价。 

为了方便说明，本文中的例句采用如下格式：“我们要捍卫祖国的尊严”。态度持有者

采用斜体加下划线，褒贬词语加黑，褒贬的对象加方框。 

3. 词语褒贬指向的分析 

为了系统地考察汉语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我们对《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下

文简称《褒贬词典》）收录的 1015 个词条进行了逐个分析。该词典包括了现代汉语中常用的

含有褒贬感情色彩的多音节词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成语及惯用语。所标注的



褒贬色彩分别为褒义、贬义、敬辞、谦辞和客套话。我们把这五种色彩合并为褒贬两种。对

成语和惯用语，我们按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标注了词类，整理后得到名词 145 个、

形容词 540 个、动词 314 个、副词 16 个。分析一般限定在传统的句法功能范畴（主语、谓

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配价数（零、一、二、三）、句法语义成分（说话人、施事、

受事、与事）和褒贬态度三元组（态度持有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的范围中。 

3.1 动词的褒贬指向 

动词的褒贬指向是 有特色的。动词一般充当谓语，其配价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其褒贬指

向。在我们考察的动词中，没有出现零价动词。因此，下面只讨论一价至三价动词的情况。 

（1）一价动词只有一个施事主语，表达的是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态度。如：“凯旋”、

“撒谎”等。如，这些人终于得逞了。 

经统计，这样的动词共 112 个，褒义为 33 个，贬义为 79 个。 

（2）二价动词是非常特殊的，由于“说话人”、“施事”和“受事”三种角色的存在，

从理论上看，评价者和评价对象的关系就有 3 种可能性，即说话人对施事、说话人对受事、

施事对受事。通过考察发现，确实存在着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① 说话人对施事 

这类动词的数量 多，有 235 个，其中褒义为 39 个，贬义为 196 个。如，“献身”、“毒

害”等。如，一些网吧设“黄色电影频道”毒害未成年人。 

有些动词也同时含有施事对受事的褒贬，形成双层叠加的褒贬，如，“毁谤”，“他总是

毁谤张三”。在内层是“他”对“张三”不满，在外层则是说话人对“他”的批评。这两个

层次并存的动词仅有 35 个，在内层施事对受事表褒义的有 8 个（如，“夸耀、标榜、庇护”），

表贬义的有 27 个（如，“坑害、虐待、诋毁”）。 

② 说话人对受事 

在我们所考察的动词中，并没有出现说话人仅仅对受事进行褒贬的情况，说话人对受事

的褒贬总是附加在对施事的褒贬上，且与对施事的态度相同。这样的动词仅找到 4 个：“奉

献、勾结、散布、纵容”。如，他总是不断地散布谣言。 

③ 施事对受事 

施事对受事的褒贬，体现的是词语的基本义。如，我们喜爱这部电影。 

这样的动词共 51 个，其中褒义的有 50 个，贬义的有 1 个。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看起

来有些异常，经分析是由于《褒贬词典》收录词语的数量有限，比如“讨厌、厌恶”等贬义

词语没有被收录。 

④ 特殊的“充满”类动词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充斥”和“洋溢”是两个特殊的动词，其基本意义都是“容器-

内容”关系，姑且称之为“充满”类动词。其特点是，不论句法成分的位置如何变化，都表

达了说话人对“内容”的褒贬。如， 

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      |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着市场。 

如果把“容器”作为“处所”范畴处理，则这类动词也可以算作一价动词，自然只能由

说话人对唯一的价“内容”进行褒贬。 

（3）三价动词只出现了 3 个，即“勒索”、“奉还”和“讹诈”，基本模式为：施事+动

词+受事+与事。如“他们勒索了港商一笔巨款”。其褒贬指向与二价动词的第一类相仿，一

般是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不过，细究起来也有不同。“勒索、讹诈”的与事对施事而言是



重要的东西；“奉还”的与事对于受事而言是重要的东西。 

从动词的褒贬指向的分析中，我们再次看到了配价参数选择的问题，即配价数量决定褒

贬指向方式数量。一价动词只能是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二价动词则出现了多种指向方式；

三价动词由于考察数量较少，并没有显示出多样的指向性，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论证。 

3.2 名词的褒贬指向 

名词在句子中一般充当主语、宾语。在不同的结构中，说话人使用名词可以对不同的句

法成分进行褒贬。一是对名词所指、同指的词语表示褒贬。如，“这群暴徒到处抢劫”。二

是把名词用作判断句的宾语来对主语进行评判。如，“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一价名词可通过“有+名词”的方式来表达对主语的褒贬，这样的名词有 18 个。如“他

很有气魄”。一般能加“有”的名词，还可以加“的”，表示说话人对定语（领属者）的褒贬，

如“他的气魄令人敬佩”。其中，不能加“有”，只能加“的”的名词有 5 个：“盛名、事迹、

心血、雄姿、下场”。 

二价名词体现出了施事对与事的褒贬态度。施事是态度的持有者，介词引出的与事是褒

贬对象，名词本身是态度的表达。如，“敌意”、“爱好”等，其模式为：施事+介词+与事+

的+名词。如，“他对她的敌意很深”。不过，在《褒贬词典》中只收录了一个词语“热情”。 

3.3 形容词的褒贬指向 

形容词一般充当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做定语的时候，表达说话人对形容词修饰的

名词性成分的褒贬。如，我们的祖国有灿烂的文化。做谓语的时候，是说话人对主语进行

褒贬。如，他很安详。他总是冷冰冰的。当形容词做状语或补语的时候，表示说话人对状

语/补语所修饰动词的施事进行褒贬。如，他傲慢地批评别人。他笑得很狂妄。 

大部分形容词都是一价的，在《褒贬词典》中，仅有 5 个二价形容词，“冷冰冰、强横、

狭隘、温和、坦白”，体现的是施事对与事的褒贬。其模式为：施事+介词+与事+形容词短

语。如，“他对她很坦白”。值得注意的是，“强横、狭隘”同时带有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 

3.4 副词的褒贬指向 

褒贬副词所体现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是对施事进行褒贬。副词本身并没有施事，是

说话人使用副词对其修饰的动词所支配的施事进行褒贬。如，“勇于、悍然、大肆、擅自”。 

匈奴悍然南侵。默克尔大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 

在《褒贬词典》中，这样的副词共 16 个。联系 3.3 节形容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

褒贬词语作为状语，其褒贬指向就是说话人对状语修饰动词的施事的褒贬。 

3.5 总结分析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把四大词类的词语按照配价整理成一张总表（见表 1）。 

表 1 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1） 配价数大致决定了褒贬指向的类型数。特别是零价和一价的词语，褒贬指向性是

无歧义的，都是说话人对某种成分的态度。但是在二价形容词和二价动词上出现了一对多的

情况，即说话人对施事和施事对受事两种指向。这种歧义源于“说话人”这个角色的存在导

致句法语义成分（语义角色）的数量超过了两个，给了语言以变化的空间。二价名词和三价

动词没有出现歧义，很可能是受限于《褒贬词典》的规模，考察面还不够广。 

 

 

 



表 1：词语褒贬指向总表 

词语类别 句法功能或格式 
态度 

持有者
褒贬对象 褒/贬例词 

一价动词 做谓语 说话人 施事 凯旋/撒谎 

说话人 施事 献身/毒害 

说话人 施事+受事 奉献/勾结 单层 

施事 受事 喜爱/伤害 

双层叠加的外层 说话人 施事 

二价动词 做谓语 

双层叠加的内层 施事 受事 

投身/标榜/

(击溃)/坑害

“充满”类动词 做谓语 说话人 “内容” 洋溢/充斥 

三价动词 施事+动词+受事+与事 说话人 施事 奉还/勒索 

零价名词 做主宾语 说话人 修饰的名词性成分、同位语 典范/暴徒 

主语+有+名词 说话人 主语 风度/野心 
一价名词 

领属者+的+名词 说话人 领属者 事迹/下场 

二价名词 施事+介词+与事+的+名词 施事 介词支配的与事 热情/(敌意)

做定语 说话人 定中结构的中心语 灿烂/冷酷 

做谓语 说话人 主谓结构的主语 安详/呆板 一价形容词 

做状语、补语 说话人 所修饰动词的施事 流利/狂妄 

施事 介词支配的与事 温和/冷冰冰
二价形容词 施事+介词+与事+形容词短语

说话人 施事 */强横 

副词 做状语 说话人 所修饰动词的施事 勇于/大肆 

注：（）表示在《褒贬词典》之外补充的词语，*表示没有找到此种词语。 

 

（2） 不同配价的词语在不同的句法功能或者格式中，其褒贬指向是较为固定的，即褒

贬指向与句法格式之间有着较为规则的对应关系。在传统的词汇学研究中已经给出了哪些词

语具有褒贬义，语法学研究给出了词语的句法特性。因此进一步分析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时，

只需要分析二价以上词语即可。 

（3） “说话人”的角色几乎出现在各种句法格式中，可见褒贬词语更多体现的是说话

人的态度倾向，而句子内部施事对受事态度的表达是较少的。这对于计算句子或文本的态度

立场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说话人有可能在文本中出现，有可能不出现，对指代消解等工作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4. 词语褒贬指向的作用和价值 

上文着力分析了不同词性的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这种分析的作用和价值拟从三个

角度来论述。 

首先，词语褒贬指向数据库可以应用于汉语句子的态度计算。如上面的例句，默克尔

大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利用副词“大肆”可以得到说话人对“默克尔”持批评

态度。利用动词“指责”可以得到，“默克尔”对“人权问题”持批评态度。即，默克尔大

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有了句子的态度，就可以进一步自底向上地从句子到句群、

段落乃至篇章的态度网络建构。当然，这种应用依赖于良好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特别是



语义角色分析）和指代消解等工作。目前这三者的效果依然欠佳，暂时只能在人工标校好的

树库上进行一些实验。 

其次，可以应用到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在词典和教材编纂中，讲清楚褒贬

词语的立场和指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留学生的误用。应用于机器翻译方面也可以提高

褒贬词语的译准度。 

后，是在语言学中的意义。在古汉语中，所谓一字见褒贬的“春秋笔法”中较知名的

就是三个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从词义上看，“杀”指无罪而杀，“弑”指

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其褒贬指向相应为无褒贬、说话人贬低施事、说话

人贬低受事。自古以来，汉语的褒贬词汇就很丰富，特别体现在褒贬动词上。然而无论是词

汇语义学还是句法语义学，都没有充分关注包括褒贬义在内的所谓非概念意义的“附加义”

对句法语义成分的约束性，尤其是忽视了“说话人”这样的句外角色。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

和计算在根本上依赖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词语“附加义”的语义分析和计算，特别是词汇

意义与句法语义层面的对应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5. 结语 

针对汉语中的褒贬词语的态度立场问题，本文提出了“褒贬指向”的概念，参考传统的

层次分析法、格语法、配价等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的 1015 个褒贬

词语按照不同的词类及配价数进行了考察，给出了各类词语的褒贬指向。特别是得出了零价

和一价词语都体现说话人的态度，二价以上的词语具有“说话人对施事”、“施事对受事”以

及双层叠加等多种态度指向。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出哪些词语表现的是说话人的态度，哪些词

语体现的是施事者的态度。这对句子、篇章级别的态度立场计算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的分析只是初步的，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特别是在大规模语料库中，可能

会超出本文所考察的褒贬指向用法。这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更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其次，可以进一步分析出褒贬的具体方面，以构成更为完备的“态度持有者-褒贬对象-褒贬

方面-褒贬态度”的四元组形式。如“小斯奚落火箭防守下降”中，防守下降是“小斯”奚

落“火箭”的具体方面。再次，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出施事、受事、与事的默认褒贬属性，服

务于汉语修辞手法（语用策略）的自动识别。如“他要发扬小偷小摸的精神”，有着很强的

幽默色彩。按照前面的分析，仅知道施事对受事持褒扬态度。而幽默色彩源自“发扬”的受

事往往是好的、高尚的精神，替换为贬义色彩的词语之后产生了特殊的语用效果。 后，还

可以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以提高机器翻译的精度。 

语义分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涉及多义词的义项区分、意义和用法的区分等难题。

我们的分析和统计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疏漏。《褒贬词典》仅有 1000 多条词语，

在数量上也难以满足处理大规模语料的要求，这些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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