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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概述：现代英语

现代英语是与中世纪英语和古英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元音巨变”是个分水岭，

16世纪以来的英语可以被看做现代英语。但是，这五百多年的内容太多、时间跨度太大，

所以将现代英语一分为二，把前一段称为早期现代英语，把后一段称为现代英语。早

期现代英语主要包括圣经的翻译、印刷术的传播、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以及英语词典

的问世等内容。为了便于比较语言的变化，本书把莎士比亚英语作为早期现代英语来

讲述，而把简·奥斯汀的作品作为现代英语来讲述。这样的分期断代更接近中国广大

英语学习者的判断，因为大家对莎士比亚英语相对陌生，而对《傲慢与偏见》中的语

言则比较熟悉，毕竟，在莎士比亚和奥斯汀之间存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差。

现代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的主要区别体现在词汇方面。大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

占据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区许多种

语言的词汇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大量的新词在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过程中

应运而生。总体来说，19世纪以后的英语词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世界各地的

语言中借词 ；二是利用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造词。现代英语的另一特点是英语变体

的出现和蓬勃发展（如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在现代英语时期，很多国家都把

英语当成了外交和贸易的主要语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英语的国际地

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电脑和互联网等科技发明为英语的

传播开拓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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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古今英语文本比较

从1801年（嘉庆六年）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合称“大不列颠

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此时英国的全称与现在的正式名称最为接近。〔1〕英国王室的旗

帜也是国家的旗帜，目前的图案确定于1801年，俗称“米字旗”，其正式名称是“联

合旗帜”（英文正式名称为 the Union Flag，但人们常用的称呼是 the Union Jack）。见

下图（图5-1）。

“米字旗”图案是英格兰旗、苏格兰旗和爱尔兰旗的重叠，这三面旗帜分别代

表的是圣乔治（英格兰守护神 St George）、圣安德鲁（苏格兰守护神 St Andrew）和

圣帕特里克旗（爱尔兰守护神 St Patrick）。英格兰旗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the 

〔1〕 现在全称是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简称有两个，一个是 United Kingdom，另一个是 Great Britain。此外还有 UK 或

U.K. 的缩写简称。 

图 5-1

英国国旗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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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sade，1096-1291）。〔1〕1606年，詹姆士一世将英格兰旗和苏格兰旗重叠，以此象

征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苏格兰旗的底色由浅蓝变成了深蓝）。詹姆士一世将合

并后的国家称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并将二合一的旗帜称为 Union Flag。1707
年，英国更名为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尽管1801年以来的“米字旗”

显示的是三合一图案，但在英格兰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时，球迷们挥舞的还是白

底红色正十字圣乔治旗。苏格兰球队比赛时，人们见到的是蓝底白色斜十字圣安德

鲁旗。虽然爱尔兰岛的一部分后来脱离了英国，但英国国旗未再改变图案。“米字旗”

上没有代表威尔士的图像，其主要原因是威尔士与英格兰合并的时间较早。〔2〕

1801年可被看做是现代英语的起始年代。英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漫长的渐

进过程。为了使读者对古英语、中世纪英语、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有一个整体而

连贯的认识，本书选取《马太福音》第六章片段（Matthew 6: 9-13）在各个时期的英文

译本作为例子，〔3〕以便细致观察英语的拼写、词汇、词法和句法在各个时期的变化，进

而对英语的发展和演变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并尝试从中寻找出英语发展演变的规

律。〔4〕为了方便比较，首先来了解《马太福音》第六章片段的简体中文译文〔5〕：

中文译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

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版本1 ：11世纪（古英语）

Fæder ure þu þe eart on heofenum, sig þin nama gehalgod to becume þin rice. geweorðe 
þin wylla on eorðan, swa swa on heofenum. urne dæghwamlican hlaf syle us todæg. forgif us 

〔1〕 “十字军东征”时，教会授予每位战士一枚十字架，1188 年起，英国和法国商定在“东征”

过程中使用不同颜色的十字旗来代表各自的国家，这就是“十字军”称呼的由来，同时也

是英格兰旗（白底红十字）的起源。

〔2〕 圣帕特里克虽然是爱尔兰的守护神，但他出生于威尔士（应该也会守护威尔士？）；威尔

士旗的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绿色，中间是一条红色 dragon（西方的龙，四爪，有翅膀），

人称“红龙旗”（the Red Dragon），或许这也是“米字旗”上没有显示威尔士因素的原因。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国旗上有“米字”图案，加拿大在 1965 年以前使用的国旗上有“米字”

图案，香港回归（1997 年）之前的旗帜上也有这个图案。　

〔3〕 选取《马太福音》作为例子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圣经》才在英语发展的各个阶段有

不同的版本可供比较。

〔4〕英语单词的拼写变化意味着语音的变化，而汉语的情况则与此不同。这是拼音文字和象形

文字二者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

〔5〕 中文译文出处：http://www.jonahome.net/files/Bible/new/40_Matthew/chapter07.html, 2012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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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 giltas. swa swa we forgifað urum giltendum. ne gelæde þu us on costnunge. ac alys us of 

yfele. soðlice.

版本2 ：约1380年（威克里夫译文）

Oure fadir that art in heuenes, halewid be thi name; thi kyndoom come to; be thi wille don 
in erthe as in heuene: gyue to us this dai oure breed ouer othir substaunce; and forgyue to us 
oure dettis, as we forgyuen to oure gettouris; and lede us not in to temptacioun, but delyuere us 

fro yuel.

版本3 ：1559年（《公祷书》）

Our Father, whiche arte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y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eve us this day our dayly breade. And forgeve us our tres-
passes, as we forgeve them that trespasse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cion. But deliv-
er us from evil. Amene.

版本4 ：1602年（日内瓦版《圣经》）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u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e come. Thy will be 
done euen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uen. Giue v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ue vs our debts, 
as we also forgiue our debters. And lead vs not into tentation, but deliuer vs from euil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e,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uer. Amen.

版本5 ：1611年（《钦定版圣经》）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u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e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uen. Giue v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ue vs our debts, as 
we forgiue our debters. And lead v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uer vs from euil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e,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uer, Amen. 

版本6 ：1928年（《公祷书》）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版本7 ：1963年（现代英语版《新约》，Phillips 译）

Our Heavenly Father, may your name be honored; May your kingdom come, and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the bread we need, forgive us what we owe 
to you, as we have also forgiven those who owe anything to us. Keep us clear of temp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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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us from evil. Amen.

版本8 ：1970年（阿尔巴《新约》，Condon 译）

Our Father in Heaven, let your holy name be known, let your kingdom come, and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the bread that we need, and forgive us our wrong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have done wrong to us. Do not lead us into trial, but save us from evil.

Amen.

比较不同英语版本的《圣经》，对认识英语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看，时间离我们越远的版本越难读。版本1（11世纪）是古英语，所以包含

了三个特殊的字母 ：æ，þ 和 ð。其中的 æ 在现代英语中极少使用 ；而 þ 和 ð 是在现

代英语中已经不再使用的字母〔1〕（取而代之的是字母组合 th）。古英语是一种有屈折

变化的语言，词尾的 -an 和 -un 等都有语法意义（表示单词的性、格、数等概念），

不是随便加上去的。古英语名词的主格和宾格拼写不同，所以调换古英语名词在句

子中的位置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因此，古英语句子的词序不需固定，这一点与现代

英语截然不同〔2〕。在现代英语中，名词 bread（面包，粮食）在句子中既可作主语也

可作宾语，单词本身无需变化。因为 bread 处在主语的位置就是主格，处在宾语的

位置就是宾格。在现代英语句子中，单词的位置是不可以随意调换的，否则意思

就会发生变化。在版本1当中，现代人大约能够辨认的单词也只不过是 on，of，to，
and，us 这么有限的几个。这是因为单词在古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拼写形式，而有一

些古英语单词在后来的演变中被淘汰了（被外来词替换掉了）。但古英语并不是那

么可怕，起码在读音方面是这样。古英语单词中的每个字母都发音，比较有规律，

稍有些古英语语音基础的人是可以读出来的，这一点又与现代英语不同。

从版本2（威克里夫译文，14世纪）开始往后，我们可以辨认的单词就越

来越多了，比如“名字”一词已经由 nama 变成 name 了。在版本2中，现代人熟

悉的 kingdom（天国）也以 kyndoom 的形式出现了，尽管拼写不同，但还是可

以辨认的。

版本3、4、5（16-17世纪初）比较容易辨认，但与现代英语相比还是有不少

〔1〕 古英语字母 þ 和 ð 被字母组合 th 取代，所以现代英语的 th 有两种读音，分别是 thank（感谢）

中的清辅音和 though（虽然）中的浊辅音。

〔2〕 现代英语句子的词序（word order）是固定的，处在主语位置的即是主语，处在宾语位置的

即是宾语，但名词宾格和主格的形式是一样的，如：The boy loves the girl 和 The girl loves the 
boy，名词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意思也不同。现代英语句子表达意思靠的是词序，而古英语

靠的是名词词尾的附加成分（屈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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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有些单词末尾的字母 -e 仍然没有彻底消失，比如面包 bread 在那时拼写为

breade，王国 kingdom 拼写为 kingdome ；现代英语该用字母 v 的地方，那时仍然

用字母 u（如 ：giue 和 forgiue）。除了人称代词以外，版本6（20世纪）与现代英

语没什么两样。

在版本7、8中（1963年、1970年），人称代词也“现代化”了。从版本3到版本

6一直沿用的廷代尔的一句译文是“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1〕。廷代尔的译文是当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认可的译文，而其

他译文（如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 或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都达不

到廷代尔译文的精美程度。至于版本7、8中的“Give us today the bread (that) we need”
则显得啰唆，读起来拗口、没有节奏感。尤其是加在主句后面的从句（we need 和

that we need），更是显得画蛇添足 ! 但总的来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现代英文版的

《圣经》更容易看得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

5.2   英语词典和“文曲星”

从《说文解字》成书的年代算起（公元121年），大约过了一千四百多年英

语才有“词典”问世。英语的这部词典就是由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
于1582年出版的 Elementarie，这本英语词典包括8,000个单词，而一千四百多

年前的《说文解字》竟包括了9,353个汉字，除此之外，《说文解字》还收录了

古文、籀文等异体字1,163个。英语在文艺复兴时期借用的外来词非常多，为

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学者考德瑞于1604年出版了《英文难字字母顺序表》，

英国人把这叫做词典。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包括了2,500个外来词的词汇表，

对中国人来说，它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词典。在1755年约翰逊的《英语词

典》问世之前，还有三本英语词典值得一提 ：一本是布罗卡（John Bullokar）
的《英语释义》（An English Expositorca），这本词典收录了5,000个单词，出

版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去世的1616年 ；第二本英语词典是柯赛（John Kersey）
的《新英语词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这本词典收录英语单词28,000

〔1〕 从用词和句子结构层面来看，英文原句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质朴而简洁，读出来

既像诗句一样的大白话，也像大白话一样的诗句。若把它译成汉语的“赐我今日之食，天

天皆然”则显得过于文雅。

〔2〕 版本 7 和版本 8 容易看得懂，但是读出来没有什么韵味。这下知道廷代尔语言的魅力了吧？



200

英语
发展史 From English to Globlish

个，出版于英国第一份日报〔1〕问世的1702年 ；第三本是《通用英语词源词典》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由贝利（Nathaniel Bailey）编

写，出版于1721年。贝利的这本词典是18世纪的畅销词典，截至1802年，该词

典重印了30次。贝利之前的词典往往是强调复杂的单词，而贝利的《通用英语

词源词典》则侧重普通单词的用法和定义。约翰逊于1755年出版的《英语词典》

收录了大约40,000个单词。虽然约翰逊的词典存在很多缺点，比如在拼写方面，

他把“欺骗”拼写为 deceit，而把“接收”拼写为 receipt（第二个音节发音相

同，但是多一个字母）；在他的词典中，“可移动的”是 moveable，而“不可

移动的”是 immovable（只有一个字母 e）；“下坡”是 downhil，而“上坡”是

uphill ；fancy 是字母“f”，而 phantom 是字母“ph”；单词 instal 是一个“l”，
而 reinstall 则是两个“l”，但是，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从出版之日起便引起

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从1755年到1928年《牛津英语词典》问世之前，《英语

词典》一直是英国文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被认为是英语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

在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后的第三年，另一位伟大的词典编纂家在美国诞

〔1〕英国于 1702 年发行的第一份日报是《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它是世界上最早面

世的报纸之一。在 1735 年与 Daily Gazetteer 合并之前，《每日新闻》发行人（Edward 
Mallet）的办报宗旨是只报道国外新闻，而且不加任何评论。  

图 5-2 

约翰逊的《英语词典》

内容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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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就是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韦伯斯特不仅编纂词

典，而且还编写英语课本，他积极倡导美式英语的拼写，被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

之父”。韦伯斯特编纂的《简明英语词典》（A Compendio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于1806年出版 ；从1807年开始，韦伯斯特着手编写《美国英语词典》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简称 ADEL），该词典于1828年出

版，这一年韦伯斯特70岁。《美国英语词典》（两卷四开本）收录词条70,000个，比

以往任何一本英语词典收录的单词都多。《美国英语词典》首次印刷98,000套，最初

每套定价15美分（销售异常火爆）。但是，当价格逐渐上涨到15美元时，便很少有

人问津了。在韦伯斯特去世前两年，他还在为进一步修订《美国英语词典》做准备。

他在个人收藏的1841年版《美国英语词典》中添加手写注释，欲将名词 lunch（午

餐）的词性扩展为动词，意思是吃午饭或在饭前先吃一点儿东西垫补一下（to take 
occasional refreshment）。见图5-3。

韦伯斯特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学习了26种语言，在统一美国区域方言的拼写、

读音以及单词释意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蓝皮拼字书”（Blue Speller）曾在五

代美国人中间流行。在美国，韦伯斯特的名字就等同于“词典”，首版发行于1828
年的《美国英语词典》被称为“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 ；此韦氏不是“韦

氏拼音”中的韦氏〔1〕）。

从那时开始，大西洋两岸的英国和美国似乎展开了一场编写词典的竞赛。在

“韦氏词典”首发半个世纪之后〔2〕，英国决定重新编写词典，并将此重任交给了詹姆

士·莫里（James Murray）。这部词典的编写工作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就是

〔1〕“韦氏拼音”中的韦氏是英国人 Thomas Frances Wade（汉语名字威妥玛），他和 Herbert 
Allan Giles 是韦氏拼音的共同创始人。这二位都曾是鸦片战争后英国驻华外交官。

〔2〕之后，美国于 1934 年出版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收录词条 600,000 条。

图 5-3 1828 年出版的《美国英语词典》和韦伯斯特收藏本（1841 年版）内容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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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1928年问世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简称 OED，

第一版共10卷）。美国的“韦氏词典”经历了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在韦伯斯特

去世之后，“韦氏词典”的版权被 Merriam 家族收购。之后的美国英语词典被冠以

Merriam-Webster 的名称。1890年，词典改名为《韦氏国际英语词典》（意即通用于

所有英语国家）。1909年出版时改名为《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一版），1934年
该词典出了第二版。1961年出版《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

《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自公元1150年以来的所有英语词汇，包括编纂时已

经不再使用的单词；词典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标注了每个单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即使用最早的记录）；第二，对单词和词源做出了详尽的解释。《牛津英语大词典》

第二版（20卷）于1989年完成，所收录的词条增加到了615,000个，引证例句数量达

250万个；截至2005年11月30日，《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大约301,100个词条，此

外，还列有157,000个派生词和词组以及169,000条短语，使总词汇量达到了627,100
个。2000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完成网络版并上线，网络版每三个月更

新一次内容；《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三版）的编辑工作于1993年开始，预计2018年
完成。1993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收录词目约370,000条〔2〕。

有人认为，“约翰逊词典”是规定性的词典（prescriptive），而“韦氏词典”是

描述性的词典（descriptive）。前者是在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而

后者只是在记录人们在过去的用法（即当时是如何使用语言的）。作为美国人，韦

伯斯特对英国词典的评价很一般，确切地说，是批评多于赞扬。美国人认为，英

国词典是以一种权威的高傲姿态存在于世人之上的，没有充分考虑下层社会普通

民众的话语权（denied the right of the common people）；而英国人则认为任何词典

都应在某些方面制约语言的无限制发展〔3〕。对大多数人来说，词典和字典等工具书

的存在似乎是自然的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中，词典从很早的年代开始就存在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工具书有利于语言规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工具书有时候会制约语言的自由发展，不利于反映

社会的真实状况。最近发生在国内的一个例子就比较典型 ：2012年7月15日新版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发行，这本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宅男”和“宅女”

〔1〕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特指《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不是一本词典，而是由十几卷合成

的大词典。其他单本的“牛津词典”都不可以称为 OED。   
〔2〕《汉语大词典》共 12 卷，罗凤竹主编，中国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辑处编纂，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汉语大词典》共收单字 2.27 万，复词 37.5 万。

〔3〕 参见 The English Language, Burchfie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7（...the preparation of 
such works has been in some respects inimical to the unimpeded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波

奇菲尔德曾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的总主编，新西兰人，但他代表的是英国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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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髦词汇，然而“剩男”、“剩女”却并不在收录之列〔1〕。据说，《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新版）修订主持人表示，从价值观和社会效果角度来说，“剩男”和“剩

女”不够尊重人，因此《现代汉语词典》不会收录“剩男”和“剩女”。而网友“甜

甜妈妈”的疑问是：“词典收录词语要考虑道德标准吗？”鉴于“甜甜妈妈”和《现

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修订主持人之间的不同看法，本书作者在此提供霍桑〔2〕关于单

词和词典关系的一段名言 ：

Words — so innocent and powerless as they are, as standing in a dictionary, how potent for 
good and evil they become, in the hands of one who knows how to combine them!

霍桑认为，收录在词典中的单词本身是单纯而清白的，独立的单词不含任何能

量，没有好坏之分，也就是说词典中的单词本身是无辜的，主观武断地判断一个单

词是好是坏是不科学的。只有在某个知道如何组合这些单词的人手中，单词才会被

赋予或正义或邪恶的强大能量。霍桑的这段话有若干层含义，其中对词典中单词本

质的评论值得词典编纂家参考。 
英国英语词典和美国英语词典各有千秋，但它们共同的最大优点是提供词源

出处，用法和例句翔实，实用而且精细。而《现代汉语词典》在这方面应该向英

语词典学习。英语词典的种类齐全，除了《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英语词典》

之外，常见的英语词典还包括《朗文英语词典》、《柯林斯英语词典》、《麦克米伦

英语词典》、《剑桥英语词典》等，这也是英语词典的一大特色。当然，从目前的

情况看，种类繁多的英语词典在中国市场的面市与经济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当然也可以说是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各种英语词典又

有了学前、初阶、中阶和高阶的分类，还有英英、英汉、汉英以及英汉双解的分

类 ；此外还有“发音词典”、“学习词典”、“用法词典”、“同义词词典”、“词汇搭

配词典”、“成语词典”、“俚语词典”、“口语词典”以及各种“专业词典”的分类

等等。中国人花在各种英语词典上的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还不包括花在“文

曲星”等电子词典上的钱。

文曲星本是天文学中一个星宿的名称。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在很早的时

〔1〕参见甜甜妈妈的博文《新版词典该不该拒收“剩男”、“剩女”？》见 http://blog.sina.com.cn/
tiantianbaobao, 2012年07月17日。

〔2〕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包括《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福谷传

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和《玉石人像》（The Marble Faun: Or, The Romance of Monte 
Beni）等已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此处的霍桑引语出自 American Notebooks, ed. R. Stewart, 
1932,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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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天文学家就给北斗七星〔1〕的每一颗都专门起了名字，而且还特别把斗身四个角的

四颗星称做“魁”。魁〔2〕就是传说中的文曲星。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文曲星是主

管考试的神。后来，人们把文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的人称为“文曲星下凡”。据

民间传说，已出现过的“文曲星下凡”包括范仲淹、包拯、文天祥和《白蛇传》中

许仙的儿子许仕林。当然，中西方文化在神话传说方面是有区别的〔3〕。近十几年来，

“文曲星”几乎变成了所有不同品牌的“电子词典”的代名词〔4〕。“文曲星”携带方

便，其功能比纸质的传统词典丰富很多，所以很受年轻人的青睐。但是，有一点还

是应该提醒各位，如果所有“文曲星”都能得到“牛津词典”或“韦氏词典”等权

威词典的授权，那么“文曲星”的可信度就会高很多。“文曲星”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是为了图个吉利（这不是迷信吧），希望跟主管考试的文曲星靠近一点，这无

可非议。但问题出在具体的使用中，在进行汉英翻译或英汉翻译时尤其如此。英语

的同义词和近义词非常多（汉语也不少），使用者往往会过分相信“文曲星”，从而

出现一些“想当然的错误”（这不是“文曲星”的错，主要是使用者的错）。就现阶

段中国大陆市场上的电子词典而言，开发更多的功能不是重中之重，尽早与权威词

典接轨才是当务之急。而电子词典的使用者也必须明白，在学习阶段，放弃使用传

统词典是错误的选择。

5.3   现代英语词汇的来源

进入19世纪，英语面临的不再是语法是否规范的问题，而是英语词汇与日俱

增的问题。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词汇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19世纪之后英语发展演

变的主要话题之一了。兰登书屋〔5〕（Random House）于1987年出版的 Random House 

〔1〕   北斗七星也称北斗星，其英文名称是 the Big Dipper，意思是“大勺子”。指北斗星看起来像

一把大勺子。

〔2〕汉语中“魁星”指的就是北斗七星中的这四颗星。“魁首”和“夺魁”等说法也源于此。

〔3〕中国天文学中的北斗星与西方天文学中的大熊座（Ursae Majoris）重合。在大熊星座中，熊

尾巴连接熊体的那颗星被称为“天权星”（Megrez，Delta Ursae Majoris），也就是北斗七

星中光线最弱的那颗星。天权星是文曲星中的一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西方神话中发

现类似文曲星的传说。

〔4〕  人们甚至把步步高、卡西欧、好记星、诺亚舟、汉王、快易典、好易通、名人、读书郎、

快译通等不同品牌的电子词典都称为“文曲星”。还有一个电子词典的品牌名称就叫文曲星。 
〔5〕 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是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旗下的一家出版社，总部设在纽约，

是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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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1〕包括了1966年之前未曾出现过的5万个单词，该词典还为7.5万个旧词添

加了新的含义。据1989年4月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英语中每年有1.5万至2
万个新词出现〔2〕。由于发展的需要，层出不穷的词汇源源不断地进入英语，英语的词

汇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意思和概念的表达愈发趋于准确和精细。但是，词汇量的增

加意味着学习难度的增加。词汇的发展变化趋势（或增加或消失）是不以个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学习者应该重视英语的这一显著特点。

纵观英语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英语在各时期的借词都有

不同的特色。最初借用的古丹麦语词汇基本是日常使用的词汇 ；之后在翻译《圣经》

的年代所借用的拉丁词汇多与宗教（基督教）、哲学、文学和医学等有关 ；而大多数

从法语进入英语的词汇跟时尚、烹饪、饮食、外交、行政管理和法律等相关 ；在17世
纪和18世纪，英语又从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借用了形形色色的描述动植物

的词汇。在英语发展史上，借用外来词的传统从未间断。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

命”期间尤其如此，外来语〔3〕对英语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学的繁荣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批量

的古典语言词汇（拉丁词汇和希腊词汇）又一次为英语的成长提供了必需的营

养，从而使英语的词汇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比如1800年以来直接借用的希腊

词汇 ：

asterisk 星号   catastrophe 灾难
criterion 标准   dialysis  分离、透析  
lexicon  专门词汇  polyglot  多种语言的  
rhythm  节奏   syllabus   课程大纲

还有些希腊词是通过拉丁语或法语的改造后进入英语的，如：

atheism 无神论   atmosphere 大气、氛围
chaos〔4〕 混乱   dogma  教条

〔1〕 该词典的全称是 Random House 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Stuart Berg Flexner 为该词典

的总主编。

〔2〕 转引自 Mother Tongue, Bill Bryson, Penguin Books, 1990, p.143。

〔3〕   汉语中的“外来语”一词是 1902 年从日语中借入的。1958 年，在高名凯等学者的倡议下“外

来语”被改为“外来词”。参见《汉语外来词》，史有为，商务印书馆，2000，第 9 页。

〔4〕 希腊词 chaos 的读音是 [’keiɔs]。在英语中，ch 字母组合的读音大致有以下规律：来源于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一般读 [k] 的音，如：chord，chorus，charisma，stomachache，mecha-
nism，archives 等；英语中的法语词一般将 ch 读作 [ʃ ]，如：chef，chauffeur，chassis，bro-
chure，machine 等；而在英语固有的词汇中，ch 则是另一种读法，如：each，chair，teach，

watch，church，merchant 等，但这种规律也有个别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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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1〕 经济   ecstasy  极度兴奋、销魂
drama  戏剧   irony  讽刺
pneumonia 肺炎    scheme  计划
syllable 音节

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是导致新词出现的主要因素。在1800
年至1850年之间进入英语的大量专门用语名称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在自然科学、

文艺等方面的系统“命名法”被称为 nomenclature〔2〕。以下是19世纪上半叶（1800-
1850）出现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术语举例 ：

学科名称（Science names）

biology  生物学  carcinology 癌症学
embryology  胚胎学  ethnology 民族学
gynecology  妇科学  histology 组织学（生物）
morphology  形态学  paleontology 古生物学
petrology  岩石学  taxonomy 分类学

化学名称（Chemistry）

argon   氩  caffeine  咖啡因
chloroform  氯仿  cocaine  可卡因
platinum   白金  silicon   硅
sodium   钠  strontium 锶 
sucrose  蔗糖  tellurium 碲

物理名称（Physics）

altimeter  测高计  ampere〔3〕 安培
centigrade  百分度  colorimeter 色度计
electron  电子  joule   焦耳

〔1〕  在英语中，研究经济（economy）的学科名称是 economics（经济学），在希腊语中，

单词 economics 的意思用古英语解释的话就是 good housekeeping（持家之道；养家糊口的办

法）。辛亥革命之前，economics 多译为“生计学”或“理财学”等。详见 English Through 
Economics（《简明经济学英语教程》），中国金融出版社，张勇先，1999，第 481 页。

〔2〕很多中国人不熟悉 nomenclature 这个单词（英国英语重音在第二音节；美国英语重音在第

一音节），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命名不是中国人的长项。这个单词也译为“记名法”、“命

名原则”、“专门用语”或“名称”和“术语”，在军事上指“编类名称”，总体意思就是“科

学命名专门术语”。

〔3〕  安培（Ampere，法国人）、焦耳（Joule，英国人）、欧姆（Ohm，德国人）、瓦特（Watt，
英国人）原本都是人名，用人名（专有名词）作普通名词使用也是英语语言文化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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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   欧姆  sonometer 弦音计
voltmeter  电压表  watt  瓦特

生物名称（Biology）

bacterium   细菌  chlorophyll 叶绿素
chromosome  染色体  diatom  硅藻
flagellum  鞭毛  leucocyte〔1〕 白细胞
mitosis   有丝分裂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spermatozoon〔2〕 精子  symbiosis 共栖

地质名称（Geology）

apatite    磷灰石  bauxite  铝矾土
Cambrian  寒武纪  Cretaceous 白垩纪
Jurassic  侏罗纪  Mesozoic 中生代
Oligocene  渐新世  Ordovician  奥陶纪
Pliocene  上新世  Triassic  三叠纪

医学名称（Medicine）

aphasia  失语症  beriberi  脚气
cirrhosis  肝硬化  claustrophobia 恐惧症
diphtheria  白喉  gastritis  胃炎
haemophilia  血友病  kleptomania 偷盗癖
laryngitis   喉炎  neuritis   神经炎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带给英语的最大变化体现在词汇方面。过去二百多年以

来涌入英语的大量词汇使人眼花缭乱，由于英语词汇大幅度增加而引发的问题使人们

猝不及防。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发明以及闻所未闻的植物、动物、疾病和

药物的出现，都需要用新词语来命名或描述。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发明日新月异的今

天，新词语出现的速度比以往快许多。在现代社会，三句话必用新词语的情况屡见不

鲜。是否能跟得上词汇变化的速度 ,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现代英语的构词方式不但保留了传统构词形式（整体借用或加注词缀），另外

还有新的构词形式出现。本书总结了现代英语词汇的十种构词法 ：

第一种是合成词（约占新词的65%），例如（按新词出现年代顺序排列）：

 photograph 照片，1839     fingerprint 指纹，1859

〔1〕白细胞 leucocyte 也拼作 leukocyte。

〔2〕过去的“精子”一词 spermatozoon 含有太多的字母，现已简化为 sp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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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copter 直升机，1872     aeroplane 飞机，1874
 airport 飞机场，1919     online  在线，1950
 video〔1〕 视频，1958     street-wise 适应都市生活的，1965
 user-friendly 界面友好，1977 download 下载，1980
 e-mail 电子邮件，1982     cyberspace 网络空间，1982
 website 网站，1993     blog〔2〕  博客，1999

第二种是旧词被赋予新义，比如

 pilot  飞行员，1907     cassette  录音带，1960
 mouse 鼠标，1980  chat  网聊，1985 
 virtual 虚拟的，1987    surf  上网浏览，1992

第三种是直接引进外来词（占5%），比如来自意大利语的 pizza（披萨，1935），
来自法语的 disco（迪斯科舞厅，1964）。

第四种是用品牌名称做单词，比如 google（搜索，1999），podcast（发布播客视

频，2004）。
第五种是加前缀或后缀构成新词，比如 unputdownable（对书籍爱不释手的，

1947），disinformation（故意的假情报，1955），touchy-feely（通过身体接触而露骨地表

达感情，1972）。
第六种是减缩词〔3〕，比如 photo（照片，1860），plane（飞机，1908），TV（电视，

1948）。
第七种是二合一新词，即混合词 portmanteau 或 blending，比如 smog（烟雾，

smoke + fog，1905），motel（汽车旅馆，motor + hotel，1925）等。

第八种是来源不明的新词，比如 nylon（尼龙，1938），flip-flop（观点的突然转变，

1970）。
第九种是近年来出现的网络聊天室的非正式体，比如 lol（大笑，laugh out 

loud），btw（顺便说一句，by the way），bbl（回头见，be back later）；以及常见

的聊天室语言句式 ：比如，R u alryt? （Are you all right?）；Im good thx（I’m good, 
thanks）；Duz ne1 know how 2 make carrot cake?（Does anyone know how to make carrot 
cake?）。

〔1〕 英语 video 不算是合成词，它是 20 世纪三十年代由拉丁词 videre（to see）演变而来的，六十

年代被赋予新义。Video camera 和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等名称大约在这一时期形成。

〔2〕单词 blog 源自词组 web log（网络日志）。

〔3〕 此 处 的 减 缩 词 包 括 英 文 的 shortening 和 clipping 以 及 abbreviation 和 acronym， 此 外 还 有

initialis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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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种是手机短信体，比如，Thx 4 ur msg （Thanks for your message）；h r u? Im 
fine （How are you? I’m fine）；C u @ work （See you at work）。

除了以上各种构词法之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构词法。虽然这两种方法并不多见，

但也值得一提。第一种是用古典语言的后缀作单词，例如 ology（学科）。后缀 -ology
一般只用做词缀，如最早出现的 theology（神学）和 astrology（占星术），近些年又

有了 sociology（社会学）和 ecology（生态学）。但是，确实曾有作家把这个后缀当

做一个单词使用，例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出现的 ology 一词。后缀作单词的例

子还有 ism（主义、学说）以及 philes and phobes 等 ；第二种是用前缀作单词，例如

mega（巨大），mini（微小），以及 pros and cons 等。

关于现代英语词汇来源，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现代英语没有停止从希腊

语和拉丁语中整体借用新词，同时，现代英语也一直在利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词

根和词缀组成新词。例如 ：

anesthesia 麻醉   biometrics 生物统计学  
blogger 写网络日志的人 bariatrics 肥胖病学

berserk 狂暴的   bibliophilia 爱书癖好〔1〕

capnophobia 烟恐惧（症）  capnomania 大烟鬼〔2〕 
dinosaur 恐龙   dismal  阴郁的、沉闷的 
epitaph 墓志铭   egomania 自负狂

jet  喷气式飞机  filibuster  会议妨碍行为〔3〕

kleptomania 偷盗癖   malapropism 单词滑稽误用〔4〕

mnemonics 记忆法   narcolepsy 嗜睡病

〔1〕 单词 bibliophilia 和 bibliophilism 意思相同，都指爱书的嗜好。名词 bibliophile 指的是藏书爱

好者（爱书之人，不一定阅读），而 bookworm（书虫）一词则侧重喜欢书的内容，即喜欢

读书的人，但英文单词 bookworm 有时含有轻蔑或贬低的意义。形容词 bibliophilic 的意思是

“喜欢书的”。在含义方面，bibliophile 跟 book collector 也有不同之处。　

〔2〕 单词 capnomania 和 fumimania 意思相同，都是近年的新词，它们的含义类似 chain smoker，
但是 capnomania 比 chain smoker 的烟瘾更大，更 hold 不住。　

〔3〕 单词 filibuster 源于法语。动词有“掠夺”的意思，此时的名词形式是 filibustering。单词

filibuster 还有两个更常见的意思：第一，特意用冗长的发言来妨碍会议进程的议员或某个人；

第二，妨碍会议的行为。　

〔4〕单词 malapropism 具体指错误地使用发音相近，但意思不相同的单词。这种误用往往使人感

到滑稽可笑。比如把 ingenious（机灵、精巧）和 ingenuous（直率、老实、诚恳）混为一谈（二

者发音近似）；再比如把“苏格兰情调”误读为“苏格兰调情”（把 Scottish Taste 说成了

Scottish Teas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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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sity 肥胖症   portmanteau 混成词 
polygamy 一夫多妻  robot  机器人  
tribology 磨损学   sesquipedalian 含有多字母的长词

stenography 打字速记法   symbiosis 共生、共栖（生物学）

第二，与中世纪英语的借词渠道相比较，现代英语的借词渠道更为宽广。进入

21世纪之前，英语至少从146种语言中借用了外来词（Crystal，1999）。例如 ：

   Afrikaans（布尔语〔1〕）:  apartheid, commando, slim, trek... 
   Algonquin（阿尔贡金语〔2〕）: racoon, tomahawk... 
   Arabic（阿拉伯语）:     alcohol, calibre, monsoon, zero... 
   Basque（巴斯克语〔3〕）:    anchovy, bizarre, jingo... 
   Bengali（孟加拉语）:       bungalow, dinghy... 
   Carib（加勒比语）:     barbecue, cannibal, maize... 
   Czech（捷克语）:      pistol, polka, robot... 
   Danish（丹麦语）:     fog, kidnap, ombudsman... 
   Dutch（荷兰语）:      boss, cookie, lottery, yacht... 
   Egyptian（埃及语）:     ammonia, ebony, ivory, paper... 
   Flemish（弗莱芒语）:     brick, duffel, gas, hunk... 
   Gaelic（盖尔语）:      bard, golf, slogan, whisky... 
   German（德语）:    blitz, dollar, muffin, quartz... 
   Hebrew（希伯来语）:     amen, gauze, kosher, messiah... 
   Hindi（印度语）:      bangle, Himalaya, jungle, shampoo... 
   Hungarian（匈牙利语）:   coach, goulash, paprika, sabre...
   Icelandic（冰岛语）:     eider, geyser, saga, Viking... 
   Italian（意大利语）:     bankrupt, fascist, opera, umbrella... 
   Korean（朝鲜语）:     hangul, kimchi, tae kwon do... 
   Malay（马来语）:      amok, bamboo, gong, orang-utan... 
   Phoenician（腓尼基语）:     Bible, gypsum, purple...
   Portuguese（葡萄牙语）:     breeze, flamingo, marmalade... 
   Russian（俄语）:    bistro, cosmonaut, mammoth... 
   Sanskrit（梵语）:      Aryan, candy, orange, sugar... 
   Spanish（西班牙语）:     canyon, guitar, patio, tornado... 
   Swedish（瑞典语）:     boulder, mink, smorgasbord... 

〔1〕布尔语指的是南非通用的荷兰语。

〔2〕北美洲印第安人阿尔贡金族的语言。

〔3〕西班牙比利牛斯西部的巴斯克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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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kish（土耳其语）:     caviar, kebab, tulip, yoghurt... 
   Ukrainian（乌克兰语）:   balaclava, Cossack... 
   Welsh（威尔士语）:     corgi, cwm, maggot, penguin...
   Chinese（汉语〔1〕）:  bok choy, cheongsam, chop chop, chopsticks, chop 

suey, chow mein, Confucius, dalai lama, dim sum, 
fan-tan, feng shui, ginseng, kanji, kaolin, ketchup, 
kowtow, cumquat, kung fu, lychee, moutai, mah-
jong, oolong, pinyin, qipao, sampan, shanghai〔2〕, 
shaolin, sifu, silk, taichi, tao, tea, tycoon, ty-
phoon, wok, wonton, wushu, wuxia, yamen, yen, 
yin yang ...

从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语法和词汇）来看，英语的语音不算复杂，

语法也相对简单，但英语的词汇堪称海量〔3〕。对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词汇量

丰富是英语的优点，因为可选的词很多，所以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可以更加精

细、灵活，适合各种各样的演讲和文体 ；但是对英语学习者而言，庞大的英语

词汇量是一座难以跨越的大山，所以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应该特别注意在这方

面多下些工夫。

5.4   现代英语的拼写和读音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关注英语的拼写和读音，中国123万英语教师〔4〕对这个话题

〔1〕  此处的汉语包括汉语中的各种方言（如客家话、粤语、闽南诸方言等）。由于这些汉语

词是经过不同的方言在不同的时期经过讲不同英语的人将这些词带入英语的，所以，讲

普通话的当代中国人不一定都能读懂这些借自汉语的英语单词。这些词基本上都是过

去三百七十多年间进入英语的（1637-2012），见《欧化东渐史》，张星烺，商务印书馆，

2000，第13页。

〔2〕   此处的 shanghai（上海，小写）是专有名词作普通动词用，意思是“绑架”、“诱骗”。英语

从汉语中借用的两个动词分别是 shanghai 和 kowtow（也作名词）。

〔3〕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测局”（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宣称，截至2009年

6月10日，英语词汇量已经超过100万。 
〔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0》，2011 年版。据截至 2010

年的统计，中国普通小学英语教师 333,144 人；普通初中英语教师 551,205 人；普通高中英

语教师 230,822 人；普通高校外语教师 125,597 人（其中英语教师约为 115,597 人）。这 123
万英语教师不包括幼教英语教师和中等职业教育中的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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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或许6.2亿〔1〕“80后”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与印欧语系其他主要语言相比较，

英语单词的拼写不规则、读音很混乱，很难在字母组合和读音方面找到规律。即使

找到了一些规律，但又会发现很多例外，所以，现代英语单词的拼写和读音一直是

英语学习者的一大难题。在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中，见到一个单词，就可以拼读出来，

但英语不是这样。学习者见到英语单词（或文章）往往会望而生畏、不敢读、怕读

错 ；读错了会被别人笑话，干脆就默读了。这是制约英语学习的一大障碍。在英语

单词的拼写和读音之间基本无章可循，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外来语的影响造成的。拼

写和读音不规则、不对应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

第一种情况 ：字母组合相同，但发音不同。例如 ：

（1） rough（粗糙的），dough（生面团），trough（低谷），through（穿过），

plough（犁具），enough（足够的），though（尽管），thorough（彻底的），cough（咳嗽），

bough（大树枝），tough（坚硬的），borough（区）等，其中的 -ough 有六种不同

的读法。

（2）steak（牛排），dead（死的），beat（击打），lead（领导），Sean（肖恩，人名），

great（伟大的），beast（野兽），breast（胸部），reap（收割），Yeats（叶芝，人名），

yeast（酵母），health（健康），heal（治疗），Heather（女子名；石楠花），breath（呼

吸），breach（违反），以及 pear（梨子）和 hear（听见）等。其中的 ea 至少有三种

不同的读法，它们分别是 [i:]，[e] 和 [ei]。读作双元音 [ei] 的有下列五个单词 ：great, 
steak, break 以及两个专有名词（姓氏），即 Reagan（美国总统里根）和 Yeats（爱尔

兰剧作家叶芝）。而用作男子名的 Sean 则是第四种读法，即读作 shon（在爱尔兰盖

尔语中，Sean 是 John 的变体，把 s 读作卷舌音替代 J 的音）。其他的读作 [e] 和 [i:]，
在这两个音之间基本无规律可循。

（3） chef（主厨），teacher（教师），chord（弦），machine（机器），mechanism（机

制），merchandise（商品），champagne（香槟），champion（冠军），chauffeur（专车司机），

bench（凳子），brochure（小册子），broach（胸针；凿子），chamois（鹿皮；小羚羊），

machismo（大男子气概），charlotte（水果奶油布丁），Chicago（芝加哥）等单词中

的 ch 有三种基本读法：源于古英语的词读 [tʃ]，如 ：chore（杂务）；源于拉丁语和

希腊语的词读 [k]，如：chord（弦）；源于法语的词读 [ʃ]，如：chef（厨师）。但是，

这其中又有一些例外，如尼斯湖 Loch Ness 中的 ch 读 [h] 的音。

第二种情况：字母组合不同，但发音相同。例如：

[æ] cat（猫），plait（辫子）

〔1〕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合计。1980 年以后出生 62,644 万人，这部分人常

被称为“8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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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et（宠物），threat（恐吓），said（说，过去式）

[i] sit（坐），system（系统），pretty（美丽），women（女人）

[u:] spoon（勺子），soup（汤），move（移动），fruit（水果），rule（统治）

[u]  wood（木头），put（放置），would（将、会），woman（女人）

[ə] better（更好的），visitor（访客），grammar（语法）

[ʌ] mum（妈妈），some（一些），country（国家、乡村），flood（洪水）

[ei] mate（伙伴），wait（等待），eight（八），great（伟大的）

[i:]    seem（看起来像），team（团队），convene（集会），sardine（沙丁鱼），

           protein（蛋白质），fiend（恶魔），people（人），he（他），key（钥匙），

           ski（滑雪），debris（残骸），quay（码头），lenient（仁慈的）

[ʃ] sh o p（商店）， su r e（确定），mous t ache（髭）， i s s u e（发行），

      machine（机器），action（行动），passion（激情），mansion（大厦），

      fashion（时尚），essential（本质的），facial（面部的），controversial（有

    争议的），vicious（邪恶的），pretentious（做作的），musician（音

    乐家），gentian（龙胆属植物），anxious （焦虑的）等。表示辅音 [ ʃ ]
    的字母至少有13种不同的组合。

字母组合不同但发音相同，英语单词中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例如 ：

（1）以 -ary，-ery 和 -ory 结尾的单词很多 〔1〕，虽然 -ary，-ery 和 -ory 的拼写形

式各不相同，但它们的读音却是统一的。详见以下例词。

  以 -ary 结尾的单词 ：

arbitrary complementary complimentary dietary

disciplinary elementary extraordinary hereditary   

honorary imaginary legendary  literary

mercenary military  momentary  monetary    

necessary   ordinary   parliamentary preliminary  

primary rotary   salutary secondary   

solitary stationary  temporary  tertiary

wary  weary      

〔1〕  在大多数情况下，以 -ary 结尾的单词是形容词，但也有例外，如 salary （薪酬）等；而以 -ery
和 -ory 结尾的单词基本上都是名词（感兴趣的话找一找例外的单词）。此外还有以 -ury 结

尾的单词，如：luxury，treasury，century，injury，jury，mercury，perjury 等。以 -ury 结尾的

单词都是名词，其中有些单词的读音与 -ery 和 -ory 相同，而有一些则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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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ry 结尾的单词 ：

archery artery artillery bakery
battery celery cemetery colliery
confectionery cookery   cutlery delivery
discovery distillery embroidery gallery 
greenery grocery   imagery machinery  
query recovery refinery robbery
scenery  sorcery  stationery surgery
tannery winery   

   以 -ory 结尾的单词 ：

accessory category conservatory crematory
directory laboratory lavatory memory
observatory territory

（2）以 -able 和 -ible 结尾的单词，如 believable 和 credible，虽然拼写形式有区别，

但是，它们的读音却是相同的。类似例子还有 ：

acceptable accountable agreeable available
avoidable capable comfortable  considerable
desirable fashionable accessible compatible
contemptible convertible edible eligible 
feasible  flexible  gullible  horrible

（3） 以 -an，-en，-in 和 -on 结 尾 的 单 词， 如 ：urban，hasten，cousin〔1〕 和

abandon〔2〕，虽然后两个字母拼写不同，但读音基本相同。类似的例子还有 ：

以 -an 结尾的单词 ：

artisan hooligan metropolitan organ
orphan pagan Satan pecan

〔1〕  以 -in 结尾的单词的读音比较复杂，有些 -in 的读音与 cousin 中的 -in 相同，而有些则不同。

以 -in 结 尾 的 单 词 还 有：basin，cabin，coffin，dolphin，javelin，insulin，muffin，napkin，

puffin，resin，robin，toxin，virgin。

〔2〕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 liaison，salon 和 saloon 就有不同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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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gan sultan tartan turban
veteran

以 -en 结尾的单词 ：

barren burden citizen delicatessen
dozen garden heaven happen
hyphen kitchen listen maiden
pollen siren sudden sullen
swollen token warden warren
woolen

以 -on 结尾的单词 ：

abandon apron arson bacon
baton beckon button cannon
canon canyon carbon carton
chiffon colon common crimson
cushion demon dragon echelon
falcon felon gallon horizon
gallon jargon lemon lesson
matron melon mutton nylon
octagon pentagon pardon person
patron prison reckon season
silicon summon tampon treason
unison wagon wanton weapon

（4）字母组合不同但发音相同的例子还有以 -ant 和 -ent 结尾的单词，以及

以 -ance 和 -ence 结尾的单词。例如 ：

以 -ant 和 -ent 结尾的单词：

abundant applicant assistant attendant
defiant dominant elegant ignorant
significant tolerant adolescent affluent
ambivalent benevolent competent confident
consistent decadent dependent different
diffident diligent disobedient l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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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igent obedient patient  resident
silent violent 

以 -ance 和 -ence 结尾的单词 ：

abundance acceptance appearance appliance
assistance assurance attendance balance
circumstance compliance defiance  distance
dominance elegance endurance enhance
finance grievance guidance hindrance
ignorance maintenance predominance romance
significance  stance substance surveillance
tolerance utterance adolescence affluence 
ambivalence benevolence competence coincidence
condolence confidence conference conscience
consequence consistence decadence dependence
diffidence diligence   essence jurisprudence
lenience negligence obedience patience
residence  silence violence

 （5）关于字母组合 ie 和 ei 发 [i:] 音的情况，大体可以这样解释 ：多数情况的拼

写是 ie（而不是 ei），比如 ：piece（块、张），relief（缓和），believe（相信），但是

当 ie 前面的那个字母是 c 的话，则将 ie 改为 ei，比如 ：receive（收到），deceit（欺

骗）， conceive（设想）等。在一般情况下，这条规则是成立的，但是，这条规则又

有很多例外。例外多了的话，规则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6）现代英语中的 -er，-or 和 -ar 的发音也相同。有人说，名词末尾的 -er 表示

“人”，例如 mother（母亲），father（父亲）和 worker（工人），并进一步解释说，-ar
结尾的名词都是贬义的，如 ：骗子（liar），盗窃犯（burglar），乞丐（beggar）等。

那么试问，scholar 呢？回答说 ：那是“臭老九”！一样的 vulgar（庸俗的）。再问 ：

bugger〔1〕，vicar（牧师）和 vinegar（醋）的拼写该怎么解释呢？解释不通！更不用说

〔1〕  日语中的骂人话“八嘎”源于英语粗俗词 bugger （混蛋）。也有人认为“八嘎”源于“指鹿为马”

中的“马鹿”。英语中最常用的一个音是中元音 [ə]，日本人吃生鱼片过多（当然还有其他原

因），所以发 [ə] 的音很困难。大多数日本人都可能将英语中的 farmer，worker，leader 说成是“发

马”、“窝卡”和“离达”。这样推断，英语中的骂人话从日本人嘴里出来就是“八嘎”。英语

中的 bugger 是中世纪时通过法语吸收的外来词，源于拉丁语的 bulgarus（与保加利亚人的名

称 Bulgarian 有关），当时天主教徒用这个词指信奉东正教（Orthodox Church）的教徒，意思是

“异教徒”（heretic）。18世纪，这个单词的词义演变成了泛指的坏蛋或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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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演员）和 center（篮球中锋）了！如果总结为“一般普通人”多用源于古英

语的 -er〔1〕，而“专业人士”或级别比较高的人多用源于拉丁文的 -or 或 -ar 的话，似

乎有一定的道理，容易被更多人接受。比如 ：worker，farmer，butcher，teacher 等，

以及 actor，solicitor，translator，ambassador，scholar，emperor，conqueror 等。再提供

一些例子供读者自己归纳总结其中或许存在的规律。〔2〕

  以 -er 结尾的名词 ：

barber barrister beginner bidder
boarder bricklayer broker builder
buyer caller caretaker bystander
carpenter cheerleader churchgoer cleaner
climber commander composer consumer
contender coroner consumer interpreter
waiter

  以 -or 结尾的名词 ：

actor  ancestor  author bachelor
benefactor censor    commentator competitor
conspirator creditor debtor decorator
demonstrator dictator director distributor
doctor donor editor governor
inventor operator orator sculptor
tailor

 
用以表示“人”的词尾还有 -ant，-eer，-ier，-ee，-ess 等，例如：

accountant applicant assistant  attendant
consultant contestant defendant descendant

〔1〕 但是以 -er 结尾的并不都是名词，有一些以 -er 结尾的单词只作动词，如：administer，
bolster，defer，deter，f lat ter， l inger， loi ter，murder，mutter，pester，register，
scatter，shatter，suffer，slaughter，twitter，utter 等；还有一些是既可以作名词，也可

以作动词，如：barter，batter，chatter，cluster，filter，glitter，master，offer，shelter，
stutter，titter 等。

〔2〕 可以从词源、词义、字母拼写、构词形式、是否合成词、源于何种语言等方面探讨。在英

语单词拼写中，出现例外是正常的。寻找规律的过程有助于扩大词汇量。　



218

英语
发展史 From English to Globlish

merchant immigrant inhabitant lieutenant
peasant  protestant servant  tenant
auctioneer engineer pioneer   volunteer
cashier courier premier soldier
actress mistress  princess witness
employee interviewee referee  trainee

第三种情况 ：单元音字母在开音节中的读音 ：

重读闭音节中的元音字母读短音，而开音节中的元音字母读长音（字母本身的

读音）。这是初学英语时老师教给我们的，后来我们也是这样教学生的。在入门阶段，

知道什么是开音节、什么是闭音节很关键 ；掌握元音字母 a，e，i，o，u 在开音节和

闭音节中的读法很有用，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闭音节单词 bag，net，fit，lot，run 以

及开音节单词 take，cede，bike，note，box，cute 等。如此推理，单词 budget 和 rocket
中的字母 u 和 o 读相应的短音，实际也是这样。类似的还有 batted，netted，fitted，
rotten，running，difficult，baggy，silly，mummy，funny，poppy，regretted 等。但是，这

条有用的规则又有许许多多的例外，如：palace（宫殿），memory（记忆），criminal（罪

犯），image（形象），dominant（主导的），model（模特），forest（森林），moral（道德的）

等〔1〕。在双音节单词和多音节单词的开音节中，并不是所有的元音字母都读相应的

短音（即使是在重读音节中）。例如 ：palace 和 patience 中的 pa 读法不同 ；motion
和 model 中的 mo 读法也不一样。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英语单词的读音和拼写是比较复

杂的，或者说，是比较混乱的。尽管现代人写作大多依赖电脑，但事情并不那么

简单。拼写影响着读音，没学过的单词就不能贸然读出来。读错了遭人耻笑，每

次都出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没面子！伤了自尊！所以就不开口，就默读。“哑巴

英语”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担心在英语朗读中遇到生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

大家都能认识到英语的这个特点和难点，认识到英语拼写和读音方面的特殊性，

那么学习者就会多一份勇气和信心，而旁听者也会多一分宽容和理解。在英语的

学习阶段，出现这方面的读音错误本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学习者在宽松的环境下

学习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要想克服英语单词拼写和读音方面的困难，首先就

要想办法进入一个开心学习、不怕说错的境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

〔1〕  元音字母在开音节中仍然读短音的情况很多，英语单词的拼写和读音实际很难。不过在初

学阶段，英语老师从简单发音规律开始讲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到中高级阶段，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英语中存在的例外实在是太多了。比如：please（请）和 pleasure（愉快），polite（礼貌）

和 police（警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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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者应该首先认清英语语言的特点和难点以及基本规律。这是前提，因为这

个问题是阻碍英语学习进步的第一个障碍。

5.5   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影响

现代英语词汇量的变化趋势是与日俱增 ；而英语日常表达方式呈现出的则是

日益简洁的趋势，同时，很多现代英语单词的拼写也显现出了简化趋势。随着现代

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说话的速度也相对有所提高，同时语言表达也比以往更为简

洁（尤其是口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语问候语是 How do you do，后来是 How are 
you，再后来是 Hello，现在是 Hi。或许过些年就只剩下辅音 [h] 了，也许再过五十

年，打招呼就不言语了，眨个左眼就行。依据传统语法，“两杯咖啡”是 two cups of 
coffee，但现在有人会说 two coffees（省略量词，不可数名词变复数）。“麦当劳”广

告口号 i’m lovin’ it（我就喜欢）也是一种简化（将英语特有的 -ing 读音简化为 -in）。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16世纪后，告别祝福语 God be with you（上帝与你同在）

逐渐简化成了 Goodbye（再见），再往后，又有了 bye-bye 或 bye 的说法。

英语的简化还体现在构词方面。第一种是单词的融合〔1〕，即由两个单词中的

部分音节合并而成的新单词。如 ：19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词 electrocute（对死刑

犯人执行电刑）是由 electricity（电，electro 是“电”的前缀词）和单词 execute
合并而成的。再比如19世纪六十年代的新词 breathalyzer 由名词 breath（呼吸）

加动词 analyze（分析）构成，意思是检查汽车驾驶员是否饮酒的“呼吸分析

器”（这个单词以 -er 结尾，但不表示“人”）。类似的例子还有 ：“直升机停机

坪 ” 由 helicopter 和 airport 合 并 为 heliport ；brunch（breakfast+lunch）；motel
（motor+hotel）；smog（smoke+fog）；camcorder（camera+recorder）；guesstimate 
（guess+estimate）等。这种简化融合的方法是用来创造新词的，当然，也可把它

看做是一种新词的构词法〔2〕。

第二种是单词的简约〔3〕，此处的简约是单词音节的简化，可能是单词前部音节

〔1〕   汉语中的融合词不同于英语中的复合词（compound word）。复合（compounding）是两个单

词的简单合并，如：policeman，dark-haired，bus conductor 等，但融合（fusing 或 blending，

也称为 fusion 或 amalgam）是两个词在合成时，都丢失部分音节，如：motor+hotel 变成

motel。 以融合方式和复合方式构成的单词都称为合成词。　

〔2〕 这种构词法其实并不新鲜，作家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爱丽丝梦游仙境》

的作者）就曾经创造过一个融合词 slithy   （由 slimy 和 lithe 合成）。

〔3〕“简约”在此处可以译为 clipping。Blending，fusing 和 clipping 都属于 shor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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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削减，也可能是后部的削减，也可能是前后都减。如 ：advertisement（广告）简

化为 ad ；chimpanzee（黑猩猩）简化为 chimp ；delicatessen（熟食或熟食店）简化

为 deli ；hippopotamus（河马）简化为 hippo ；laboratory 简化为 lab ；“钢琴”最初是

pianoforte，后简化为现在人们熟悉的 piano ；pornography（色情）变成了 porno，之

后又缩短为 porn ；“宿舍”则由 dormitory 简化成了 dorm。还有词组的缩减，如 ：

permanent wave（电烫发型）简化成了 perm ；zoological garden（动物园）简化变成

了 zoo。还有的简约是削减单词前面的部分音节，如 ：刚发明“传真”的时候，单

词是 facsimile，后简化成了 fax；telephone（电话）简化成了 phone；earthquake（地震）

简化成了 quake ；omnibus（公共汽车）简化成了 bus ；violoncello （大提琴）简化成

了 cello。还有的情况是单词的前部和后部音节都剪切，如 ：influenza（流感）简化

为 flu ；电冰箱最初是 refrigerator（含有四个不同的元音字母〔1〕），到后来简化成了

fridge。
单词的第三种简化是缩写字母的使用。在现代社会中，缩写字母的使用日趋广

泛。由于英文中的这种简化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所以几乎没什么人抵制或反对。此

处的缩写是指英语的 abbreviation，而 abbreviation 主要指若干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有

人称其为 initialism。其中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字母式（alphabetism），如 ：UN，

www，FBI，MFN 等。这种缩写形式（多数由辅音字母构成）可被看做是一个单词，

但是，这类单词不能拼读，只能按字母逐个读出来。第二种是单词式（acronym），

如 ：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首字母缩写，激光），APEC，

NATO，ASEAN 等。这一类的缩写可以按一个单词拼读（不是逐个读字母）。

快节奏生活不但对英语有影响，对汉语也有影响。总体趋势不但趋于简练，而

且为了简练还在汉语中使用很多英文缩略语。比如 ：CT，MSN，SIM，CEO，BBS，
ATM，GPS，DVD，GRE，VIP，CCTV 等等。这些外文字母（缩略语）的使用频率

很高，以至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更有人强烈建议央视去掉 CCTV 这个台标。中

国人为什么要在话语中使用英文缩略语的问题很复杂，原因多种多样，为了简明易

懂（节约时间、免得费口舌）恐怕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连“强烈建议央视屏

蔽掉 CCTV 这个台标”的那些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语言中使用 CCTV 这个

缩略语。

在英语单词日趋简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用符号代替字母的情况，简明语言

〔1〕 记英语单词的方法主要是记词中的元音字母，一般拼写错误都出现在元音字母上。另，越

是拼写复杂的单词越可能被简化。汉字的简化也是这样吧？不知道对简化汉字说“无心怎

有爱？不生如何产？”这种话的人此时有何感想（繁体字的“爱”是愛，繁体字的“产”

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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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包括在网络聊天室和手机短信语言中的符号和变形字母，如 ：d u wnt 2 go out 
2nite-Do you want to go out tonight? ；oic-Oh, I see ；mte-My thoughts exactly ；brb- I ll 
be right back ；c u 2morrow- See you tomorrow ；3x 4 ur elp-Thanks for your help ；gr8-
great ；̂ _^ ；:P ； :( ； :) ；@.@ ；T.T ；33等等。跟过去相比，现代人相互交流的手段和

环境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现代化通讯工具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方便 ；

另一方面，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现代人又不得不加快交流的节奏。英语发展到今天，

其简化（尤其是口语简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5.6   简明英语运动 

说到简明英语，人们或许会联想到复杂英语。复杂英语就是那种听不明白、看

不明白的英语或琢磨不透的英语。这种难懂的英语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用词不同；

第二是句子冗长。先来看近些年在英语中出现的关于 “解聘”（解雇）的三十多种说

法〔1〕。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dismiss，sack，fire 以外，有人还把“解聘”说成英文的

career change opportunity，chemistry change，coerced transition，decruitment，degrowing，
dehiring，deselection，destaffing，downsizing，executive culling，force reduction，
indefinite idling，involuntary separation，negotiated departure，outplacement，personal 
surplus reduction，redeployment，reducing headcount，redundancy elimination，release，
rightsizing，schedule adjustment，selective separation，skill-mix adjustment，transitioned，
vocational relocation，voluntary severance，voluntary termination，work force adjustment，
work force imbalance correction 等。除此之外，还有1977年美国五角大楼关于中子弹

（neutron bomb）实验的解释 ：an effective nuclear weapon that eliminates an enemy with 
a minimum degree of damage to friendly territory（Crystal，1995 ：176）；上世纪60年代

以来，美国媒体在很多场合把 bombing（轰炸）改口为 air support 等，在那时的核

试验（nuclear test）报道中，explosion（爆炸）是 energetic disassembly，引起的烈火

是 rapid oxidation ；1999年，美国之音（VOA）把轰炸前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说成

是 conducting air campaign〔2〕。再来看一个近年来商业运作中的例子：农民说的“没人

买”或“卖不出去”在城市文化人嘴里就成了“购买力下降”，故弄玄虚的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上还可能会这么说 ：We are experiencing a severe shortfall in product uptake 

〔1〕中文还有“炒鱿鱼”、“下岗”和“待岗”等更多的说法。　

〔2〕 对于上世纪末美国在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VOA 的报道一直使用 air strike（空中打击）这

个词。在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前几天，VOA 悄然将 air strike 改为 air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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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 due to a negative outlay scenario among our core consumer base...（其实就是农

民的那句大白话，产品“卖不出去”或“没人买”）；还有更咬文嚼字的，如老板

喝咖啡，跟女秘书确认要加两块糖，对她说 ：I shall therefore accept between one and 
three portions of sweet crystallinic substance in full and final settlement（其实就是“加两

块糖”的意思）。

就词汇的难易程度而言，一些英国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考德瑞于

1604年在 A Table Aphabeticall 的编写目的中曾提到 ：

A Table Alphabeticall, contayning and teaching the true writing, and vnderstanding of 

hard vsuall English wordes, borrowed from the Hebrew, Greeke, Laitne, or French, &c.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thereof by plaine English words, gathered for the benefit & help of Ladies, 
Gentlewomen, or any other vnskilfull persons, Whereby they may the more easily and better 
vnderstand many hard English words, which they shall heare or read in Scriptures, Sermons, or 
else where and also be made able to vse the same aptly themselues.

总体来说，在17-18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追求和崇尚的是一种华

丽的语言。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以及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这种局面稍有改观。

不少人在那时明确提出，语言是用来为人服务的，不是用来做装饰的。但是，总

体来说，那时的书面英语（诗歌除外）还是以拉丁辞藻（包括法语）为主。对于

那些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虽然他们具有读写的基本技能，但他们确实感到

了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差距。他们觉得语言方面的差距是拉丁辞藻造成的，因此有

人建议把复杂的拉丁辞藻改为简明易懂的古英语词汇，如把 obedience（顺从）改

为 hearsomeness，把 ancestors（祖先）改为 fore-elders，把 aviary（鸟舍）改为

birdstow，等等。这实际还是“外来词的争论”的延续。到了20世纪，问题依然存

在，但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有了区别。奥格登（Charles  K. Ogden）在上世纪二十

年代提出的 Basic English 概念（基础英语标准、基础英语词汇〔1〕）也与此话题有关，

但是，他并不像前人那样排斥拉丁词，他也不提倡使用古英语词。奥格登是从现实

出发，考虑更多的是英语的语法。他认为，是否使用拉丁词不应该成为选取常用词

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人们觉得语言难懂，那已经不再是拉丁词和古英语之间的

问题了 ；误导人、使人觉得难懂的问题不再是词源的问题，而是语言的表达和用法

的问题。即使在今天，这种变化还在悄然进行。我们一边说，日本人的英语不如中

国人的英语，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日本产品的英文说明总体来说要比中

国产品的英文说明做得好、做得细。十几年前的电梯入口的提示 In case of fire, do 

〔1〕“基础英语词汇”亦译“基本英语词汇”，指的是奥格登的 Basic English Word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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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use the lift〔1〕（如遇火警，请勿使用电梯）在很多情况下已变成了更加简单易懂的 If 
there is fire, please do not use the lift。

简化英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包括法律界、医学界以及药品生产

商）使用简明易懂的英语。很多人都对此运动感兴趣，并积极参与到了其中，因为

不少人都有过产生误解或被误导的经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英国、美国以及澳大

利亚都出现了“简明英语运动”（The Plain English Campaign）。这些主要英语国家提

倡使用简明英语（plain English）的压力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自官方。加定冠词的

“简明英语运动”呼吁英语在各方面的简化，例如 ：官方文件、法律文书、商业合

同、产品说明和标签以及药品说明等书面文字。有人认为，在英国，“简明英语运动”

起源于民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 ；英国民间有个组织，注册为“简明英语运动

组织”（Plain English Campaign）〔2〕。这个组织还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服务以确保书

面文字简明易懂。当然，也有人认为，英国的“简明英语运动”最初也是由官方发

起的，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8年。从时间上看，这种观点也是站得住

脚的。1948年，政府委任厄内斯特·高尔斯爵士（Sir Ernest Gowers，1880-1966）调

查政府工作人员使用英语的情况并提出改进方案。此人不辱使命，最终于1954年出

版了《简明英语词汇手册》（The Complete Plain Words）一书。这本书于1973年和

1986年两次修订再版，由此可见英国人对简明英语运动的重视程度。该书不但标明

了应该回避的术语和过时的词汇，而且还就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制定出了一套规

则。除此之外，该书还附有书信格式的规范模版以及词汇对照表。这本书对英语的

简化和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简明英语运动”是自上而下的，与英国的情况不同。1978年，美国总统

卡特签署第12044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要求政府部门的各种规定都要使用“简

明英语”。纽约州率先于1978年制订了简明语言法规，其他各州紧随其后。至今，大

多数州政府都有明确法规，对商业往来和保险单（insurance policy）中的语言文字有

十分明确的要求。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撤消了卡特签署的这个行政令，但这并不意

味着“简明英语运动”的终止。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于1983年开始

设立的“简明英语论坛”（Plain English Forum，简称 PEF）一直在倡导、推行简明英语

运动的开展。总体来说，目前英、美等国对“简明英语”的使用有了很强的意识。英

语的词汇量很大，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无限的空间。但是，在这种语言优势之下，也应

该看到随之出现的问题。有意无意使用的晦涩词语会误导很多无辜的人。为使信息传

〔1〕直上直下的电梯是 lift 或 elevator，而 escalator 是有坡度的滚梯。there is 或 there are 的表达比

短语 in case of 更加简洁明了。　

〔2〕这个组织简称 PEC，全称不加定冠词，成立于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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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更加准确，为使相互间的沟通更加顺畅，“简明英语运动”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

加大工作力度。

5.7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Sexism in English language）是20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话题。

虽然 sexism（性别歧视）不像 racism（种族歧视）那样受人关注，但是对语言敏感

的人来说，英语中的性别歧视不是一个小问题。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

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开始扮演许多更重要的角色。〔1〕过去的主席都是男的，所以，最

早的“主席”就是 chairman 一个词。但是有了女主席以后，就必须有 chairwoman。
把一个主席（女性）称为 chairman，很多人觉得不妥当、不贴切。此后又有了

spokeswoman（女发言人）等词的出现。从那时起，在语言方面体现男女平等成了一

种趋势。在变化过程中，英语名词和称呼有了扩展。“推销员”从 salesman 变成了

salesperson，“生意人”从 businessman 变成了 businessperson，“邮递员”从 postman
变成了 postal worker（或 letter carrier），“家庭妇女”从 house wife 变成了 homemaker

（家庭主妇，一家之主？），“手工制作”从 man-made 变成了 handmade，“气象预报员”

从 weatherman 变成了 weather forecaster，“消防员”从 fireman 变成了 firefighter……此

外，现在的“监工（工头）”supervisor 在很多场合已取代了 foreman，“警察”policeman
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为 police officer（不论职位高低，一律称警官），过去的“垃圾搬

运工”garbage men 已基本被 garbage collectors 所替代，过去的“空中小姐”stewardess
（air hostess）恐怕都要改成 flight attendant 了。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在使用英语的时

候该多加注意，这些细小的地方也能体现一个人的素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外国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人们对英语词汇变化所发表的评

论和见解：对男性的称呼常用 Mr，人们无法判断这个“先生”是否已婚，而对女性

的称呼却要有已婚和未婚的区别，如：Mrs 和 Miss。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一点不公平，

是一种歧视，所以英语中又有了模糊已婚或未婚的称呼 Ms。在 Ms 刚出现的时候，

还真有人对此不满，他们讥讽地说：在有些国家，人们相互称呼对方为 comrade（同

志，不显示性别），你觉得好就干脆移民去那个国家吧。还有人提议，“人类”一词

不可以是 man，而应该用 human，还有人说 human 里面也有 man，因此，“人类”应

该用 people，这些人还提议将 manufacture（手工制作）改为 produce。辩论中有过比

〔1〕 有人说妇女解放跟科技进步有关系，理由是：没有避孕工具和避孕药的发明，妇女受“多

子多孙”的拖累很难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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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极端的提议〔1〕，例如，有人建议将 history（历史）改为 herstory，理由是英文的“历

史”里面只含有男的 his 而没有女性成分；还有人质问，为什么男人 man 还要占据

女人 woman 的位置（后三个字母是男人的 man）？有人调侃说，人为女人所生，那

是正常的。调侃者又不忘加一句，美国英语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是 freshman，总不

能改为 freshperson 吧 ? 但极端女权主义者似乎很认真，这些人希望“妇女”一词用

woperson。这下惹烦了很多人，其中有人反问，下水道（井盖儿）的“入口”在英

语里是 manhole，肥料（动物粪便）是 manure，是不是要把 manhole 和 manure 都改

成 personhole 和 personure 啊？要不要再来个 womanure ？！现在看来，当年的争论如

今只是调侃的笑料。但回想当年的争论，还想顺便说一句：不少中国人认为澳大利

亚英语土，其实并不然。澳大利亚人的语言文化意识其实是很强的〔2〕。

除此以外，还有代词 he/his，she/her 等方面也需要注意。以下这一句被认为是含

有性别歧视的句子 ：Because a doctor does not receive a bedside manner at medical school, 
he should be especially sensitive to patients, when starting up his practice. 有人认为，医生里

面有男医生，也有女医生，不能无视女医生的存在。所以建议将句子里的 doctor 改
为复数，用复数的人称代词来避免由 he 和 his 引起的麻烦。因此，上一句应该改为：

Because doctors do not receive a bedside manner at medical school, they should be especially 
sensitive to patients, when starting up their practice. 可以避免性别歧视嫌疑的另一个办

法是在传统句子中加入女性的 she 或 her，如：A corporate lawyer has little time for his 
family. 这句话常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所以人们建议将其改为：A corporate lawyer 
has little time for his or her family. 这方面最常见的错误出现在写信的时候，很多人都

会习惯性地以 Dear Sir 或 Gentlemen 作为一封信的抬头（salutation）。当不知道收信人

性别的时候，最好把抬头写成 Dear Sir/Madame，以免引起“她”人的反感。

5.8   从格林定律到语料库语言学

本书提到的“现代英语”是指过去两百多年间的英语，即1801年至今的英语。

在这一时期，由惠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国军队击败了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军队（滑铁卢

〔1〕  80 年代澳大利亚的主流报纸《时代报》（The Age）有过这样的报道，现在已记不清报纸

的具体出版日期了。　

〔2〕 有不少学英语的人认为美音最好，澳洲英语最刺耳，这实际是一种偏见。就像一些没有去

过土耳其（Turkey）的人觉得那个国家很土一样，如果当时把 Turkey 翻译成了“特尔奇”

是不是就“独特、神奇”不土了呢？名称的读音和写法对人的概念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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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1815）；在“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中叶），英国作为胜利者不但占据了香

港岛，而且还获得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次布尔战争

中，英国人还是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英国是战胜国 ；第二

次世界大战（1939-1945），英国和美国还是战胜国。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大规模战争

中，英国和美国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前的。这是英语得以在全世界范

围内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英语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也是英语得以蓬勃

发展的主要因素。除了战争和海外掠夺以外，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科技发明。在全世界范围内，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要科技发明〔1〕基本上都出自

英国和美国。从青霉素〔2〕到抗生素，从电能到核能，从铁甲舰到潜水艇，从火车头

到火箭，从录音机到收音机，英语国家是过去两百多年科学技术发明的主要发源地。

继英语单词 inventor（发明家）在15世纪出现以后，单词 scientist（科学家）一词在

1833年之后被人们广泛使用，这说明在鸦片战争之前，“科学家”就已经是英语国

家公认的从事专门职业的专门人才了。

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语言和“世界超级大国”的语言，英语在过去两百多

年间的传播和发展一直在“与时俱进”。这期间，英国启动了“英语词典编纂计

划”（The Plan of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Dictionary），这一计划的标志性成果就是

1928年出版的10卷本《牛津英语大词典》。除了《牛津英语大词典》之外，还有许

多其他类型的英语语言辞书问世，其中包括《新英语词典》（A New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理查森，1836）、《英语俚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Slang, Cant，
and Vulgar Words，霍腾，1859）、《语音手册》（A Handbook on Phonetics，斯维特，

1877）以及《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琼斯，1909）等。

1870年，英国实行强制性的小学教育 ；1879年，英国成立英语拼写协会；1886年，

英法教师成立语音教师协会（国际语音协会前身）；1918年，英国法律规定学生在

14岁之前必须接受在校教育 ；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1936年，BBC 电

视台开播。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更多的英语畅销文学作品在这一时

期问世，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斯蒂

文森的《金银岛》、哈代的《远离尘嚣》、伍尔芙的《到灯塔去》；此外，还有美国

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1〕  19 世纪的主要发明包括：蒸汽机、扎棉机、铁路、内燃机、留声机、电话、电报、电灯泡、

打字机、缝纫机、摄影器材等。20 世纪的主要科技发明包括：雷达、汽车、飞机、电视、

电脑、复印机、互联网、手机等。　

〔2〕青霉素也称盘尼西林，发明人是弗莱明医生（Alexander Fleming）。在 1978 年出版的《影

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中，弗莱明列第 4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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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美国英语的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开始跟英国英语并驾齐驱。在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共同支撑着英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英语国家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说明，英语是随着经济强盛而成长起来的，是随

着不断涌现的科技发明而壮大起来的。英语的国际地位是随着英语国家教育水平的

普遍提高而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英语的发展演变跟英语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教育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历代语言学家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讲

述英语发展史，就要提到英语语言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们在规范英语语言和

弘扬英语文化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当然，在讲述“重要人物”之时，我们不能忽

视这样的事实：人民是英语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英语历史发展

的真正动力。离开了普通民众，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总体来

说，语言发展演变的原动力来自民间，演变是一种自发的，由下而上的变化。当然，

在某些特殊时期，也有自上而下发生变化的情况。为便于了解历史，本单元重点讲

述跟现代英语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的主要人物。现代英语作家和英语文学作品是大

多数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因此，本书不再赘述。本单元提到的主要人物包括格林

（Grimm）、弗尼沃尔（Furnivall）、阿福德（Alford）、福勒（Fowler）、琼斯（Jones）、
夸克（Quirk，亦译寇克）等。 

5.8.1 格林定律（Grimm’s Law）

格林定律中的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就是《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的作者格林〔1〕。在《格林童话》问世之后，格林于1822年完成了他的格

林定律。所谓的格林定律是指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与日耳曼诸语言（包括英语）

在辅音方面的对应关系及其规律。因为英语中的许多外来词借自古典语言，所以，

格林整理出来的这一套规律不但有助于理清英语跟古典语言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也有助于英语学习。格林定律见以下示意图 ：

〔1〕《格林童话》于 1812 出版，作者是德国的雅克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俩）。格林定

律中的格林是其中的哥哥。　

图 5-4 

格林定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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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示意图说明，在古典语言向现代语言的演变过程中，辅音有如下变化规律：

规律第一条 ：b → p → f → b 的顺时针依次变化。例词 ：

  labial（嘴唇的）→ lip（嘴唇），其中 b 代表的音变成了 p 的音 ；

  pedal（踏板）→ foot（脚），其中 p 代表的音变成了 f 的音 ； 
 fundament（基础）→ bottom（底子），其中 f 代表的音变成了 b 的音。

规律第二条 ：d → t → th → d 的顺时针依次变化。例词 ：

  duo（双）→ two（二），其中 d 代表的音变成了 t 的音 ；

  triple（三倍的）→ three（三），其中 t 代表的音变成了 th 代表的音 ；

  thyroid（甲状腺）→ door（门）其中 th 代表的音变成了 d 的音。

规律第三条 ：g → k → h → g 的顺时针依次变化。例词 ：

  genuflect（屈膝）→ knee〔1〕（膝盖），其中 g 代表的音变成了 k 的音 ；

  canine（犬的）→ hound（猎犬），其中 k 代表的音变成了 h 的音 ；

  hosteller（旅行者）→ guest（客人），其中 h 代表的音变成了 g 的音。

以上每一组的例词不但意义相近，而且在发音方面也有内在联系。理解这些规

律不但对认识语言之间的关系有帮助，而且对英语单词的记忆也有帮助。当然，格

林并不是利用辅音解释语言关系的第一人，他的定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早在1812
年，格林定律问世前10年，丹麦人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就对欧洲语

言之间的辅音对应关系做过研究。毫无疑问，他的研究对格林定律的形成是有帮助

的，只不过拉斯克的研究仅限于条顿语（Teutonic，即日耳曼语）跟希腊语的关系，

他本人在那个时代并不知道梵文的存在。在格林定律问世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丹

麦语言学家弗尔纳（Karl Verner，1846-1896）解释了格林定律中的若干例外。这些

例外的提出，使格林定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不可否认，格林定律归纳了英语和

古典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不但在语音方面梳理了印欧语言之间的发展脉络，

而且还进一步阐明了英语语音发展的来龙去脉。 

5.8.2 早期英语文本翻译协会（EETS）

早期英语文本翻译协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简称 EETS）的创始人是弗

尼沃尔（Frederick Furnivall，1825-1910）。由弗尼沃尔自发组织的这个协会成立于第

二次鸦片战争四年后（即1864年），这个协会的宗旨是翻译〔2〕、印刷出版早期英语手

抄本，同时，重新编辑出版主要的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文献的早期印刷本，最终目

〔1〕 例如：在古英语中，know，knock 中的字母“k”均发音。

〔2〕此处的“翻译”指的是将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文本翻译成现代英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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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是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和学者的研究，〔1〕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为了弘扬传统英

语语言文化。

例如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第146-150行的翻译 ：

原文：

ful clene
for wonder of his hwe men hade
set in his semblaunt sene
he ferde as freke were fade
and oueral enker grene

现代英文（EETS 翻译）：

Full clean.
Great wonder of the knight
Folk had in hall, I ween,〔2〕

Full fierce he was to sight,
And over all bright green. 

再举一个《贝奥武夫》序言片段的翻译 ：

古英语（原文是手抄本）：

Hwæt! We Gardena in geardagum, 
þeodcyninga, þrym gefrunon, 
hu ða æþelingas ellen fremedon. 

现代英文（EETS 翻译）：

LO, praise of the prowess of people,
kings of spear-armed Danes, in days long sped, 
we have heard, and what honor the Athelings won!

早期英语文本翻译协会在翻译、整理、出版早期英语文本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

工作，是这个协会最早将《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等手抄本作品翻译成现代英文并

印刷出版的。到目前为止，经 EETS 翻译、编辑、整理出版的早期英语文本已达344

〔1〕 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文献资料稀缺而且价格昂贵，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可望不可即。

〔2〕 古英语单词 ween 现已很少使用。短语 I ween 的意思大体相当于“我认为”或“我猜想”（I 
think 或 I sup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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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EETS 的工作和努力使很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早期英语作品。现在，EETS 的

翻译作品在互联网上也能找到〔1〕。

5.8.3 现代英语语音

关于英语的话题，人们在20世纪谈论最多的是英语的发音。跟发音有关的关键

词包括“标准英语”（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国王英语”（King’s English）〔2〕和

“女王英语”（Queen’s English）。此处的“国王英语”和“女王英语”分别指的是福

勒兄弟〔3〕（Henry and Francis Fowler）于1906年合作出版的 The King’s English 和阿福

德（Henry Alford，1810-1871）于1864年出版的 The Queen’s English（即 A Plea for the 
Queen’s English）。当君主是男性的时候，人们就谈“国王英语”；当君主是女性的时

候，那就是“女王英语”。最初“国王英语”和“女王英语”都是褒义词，指的是上

层社会的英语，是标准的英语。但上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开始讥讽、

嘲笑故意做作的腔调，把君主的语言（主要是口音）讥讽为“高深的 RP”（Advanced 
RP），人们开始在各种场合公开取笑这种口音，夸张地说“女王英语”中的 shouting
是 shiteing，family 是 fear-mealy，taxi 是 tex-yah 一 样 的 发 音 ；女 王 的 house 是 hice，
London tower（伦敦塔）是 London tar ；在皇家成员嘴里，refined 是 refained，really 是

rarely，milk 是 miuk，yes 是 yah，St. Paul’s 是 St. Pauw’s 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甚

至在当今），英国的“标准英语”一直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当时的很多人认为，口

音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论是以英语为母语

的人还是非英语国家的英语学习者，人们普遍把英语的发音看得很重。这种影响至今

仍在亚洲的很多地区存在。1876年，斯威特（Henry Sweet，1845-1912）出版了《英

语语音手册》（Handbook on Phonetics）；10年后，一些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教师在巴黎

成立了语音老师协会（国际语音协会的前身），同年6月（1886年），丹麦语言学家叶

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等加入该协会。如今国际语音协会的总部设在伦

敦，现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共800多人，其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占多数。1900

〔1〕网址 http://www.eets.org.uk。

〔2〕  “国王英语”一词在莎士比亚的《温莎堡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sor, I, 4 ；

1598）中曾出现过。　

〔3〕  福勒（H. W. Fowler，1858-1933）是一位英语教师，同时也是英语词典编纂家。他是20世

纪早期著名的英语用法评论家，他的英语语言著作《现代英语用法》（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的各种不同版本仍在不断修订，从问世开始一直流行到现在，至今在全

世界各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读者。时至今日，他编写的《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至今仍然有很大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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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无线电电波传送声音的技术得以完善。此后，这一项发明被广泛应用，有

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对英语（标准英语）的传播和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斯威特

之后，又有英国人琼斯（Daniel Jones，1881-1967）于1917出版了《英语发音词典》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琼斯是标准英语（RP）的奠基人，在琼斯的《英

语发音词典》基础之上，另一位语音学家威尔斯（J. C. Wells，1939-）于2000年出

版了 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在此基础上，供中国人使用的《朗文英语

发音词典》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现代人使用的英语词典，不论初级词典、中级词典还是高级词典，都会包含关

于音标的说明。在正规学校学英语首先要学英语语音 ；学语音，离不开音标。1886
年，世界第一个语音教师协会〔1〕在法国巴黎成立。两年之后的1888年，该协会会刊

《语音教师》（Le Maître Phonétique）刊登了最早的国际音标。经过多次修订，最终

在2005年确定了现在通行的国际音标修订方案。目前中国人使用的英语词典有两套

大体相同的音标，一套是 DJ 音标，另一套是 KK 音标〔2〕。DJ 音标（1909）是英国语

音学家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创制的，而 KK 音标（1944）的制定者是两位

美国语言学家凯尼恩（John Samuel Kenyon）和诺特（Thomas A. Knott）。DJ 音标标

注的是英国音，而 KK 音标标注的是美国音。DJ 音标包括20个元音符号和28个辅音

符号 ；而 KK 音标包括20个元音符号和24个辅音符号。琼斯的《英语发音词典》代

表了“标准英语”的公认发音。中国大陆英语教材通常使用 DJ 音标，但学生使用

的英语词典往往包含 KK 音标和 DJ 音标的对照表。或许有人会问，除了 DJ 音标

和 KK 音标以外，还有国际音标吗？答案是肯定的。国际音标出自法国人保罗·帕

西（Paul Passy，1859-1940）创立的国际语音学会。国际音标不但可以用来给英语

标音，还可以给其他语言标音。英语采用的是国际音标的一部分符号，即所谓的 DJ
音标，所以，DJ 音标也可被认为是“国际音标”，当然 KK 音标的绝大多数符号与“国

际音标”也是相符的。从上世纪初开始，英语国家对语音的重视在很多非英语国家

中引起过共鸣，随着人们对国际音标的了解和认可，RP 口音在很大范围内被效仿。

但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模仿美国口音。很多学

习英语的人至今仍在苦苦追求着理想的语音（纯正的口音），有初学者还在迷茫中

不停地追问 ：KK 音标和 DJ 音标哪个好？其实，自然的口音比刻意模仿的夸张口音

肯定要好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

〔1〕    语音教师协会（The Phonetic Teachers’ Association）于1897年更名为国际语音学会（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IPA），1970年之后，这个组织的期刊和官方语言由最初的法语改为英语。

〔2〕  KK 音标是 Kenyon 和 Knott 于1944年出版的《美式英语发音辞典》（A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所使用的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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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现代英语用法和语料库语言学

在《国王英语》的作者福勒之后，夸克（Randolph Quirk，1920-）是现代英语发

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由夸克主持的英语语言用法普查项目

（The Survey of English Usage）对英语的普及、规范和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夸克的《英

语语法大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是很多中国英语教师

的主要工具书之一。虽然这些英语工具书在中国的销量没有人做过统计，但销量毫无

疑问是很大的。英语语音、语法方面的书籍和英语词典层出不穷，使中国人应接不暇。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具书在中国的销售属于卖方市场，这是什么原因？通过对英

语发展史的回顾，那些致力于在海外弘扬汉语言文化的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The Survey of English Usage（英语用法简称 SEU）既是由夸克主持的项目名称，同

时也是这个组织的名称。SEU 成立于1959年，成员包括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其中有

克里斯特尔和利奇（Geoffrey Leech，1936-）两人。要展开英语用法普查，就要有语

言材料作为素材。英语用法普查的首要任务就是积累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汇集在

一起就形成了语料库（corpus）。〔1〕夸克团队收集的资料都是记录在纸上的，因为可供

分析语言材料的电脑功能在那时还没有开发出来。

划时代意义的语料库建设发生在美国，时间是1967年。这就是由科斯拉（Henry 
Kucera）和弗朗西斯（Nelson Francis）在布朗大学建立的布朗语料库。这个语料库被

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根据系统性原则采集样本的语料库（规模达100万词次）。在布朗

语料库（Brown Corpus）的基础上，科斯拉和弗朗西斯利用电脑完成了跟语言学、语

言教学、心理学、统计学和社会学有关的精细统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英国英语语料库和美国英语语料库的发展和竞争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竞争不但体现

在语料库的开发建设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词典的编纂方面。1969年，美国人出版了第

一本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1987年，英

国人也在语料库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2〕）。初期的研究者只用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等一般性分

析，发展到现在，人们不但对语料库做不同层次的标注（annotation），而且还将各种

标注进一步细化，分为词性赋码（tagging）、句法分析（parsing）和错误标注（error 
annotation）等等，以便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语料库的建立和研究是新生事物，这

个新生事物仍在发展变化中。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1〕 单词 corpus 在语言学中的本义是“资料”（复数为 corpora）。汉语的“语料库”译自

corpus 一词。　

〔2〕COBUILD 是首字母缩略语，意思是柯林斯 - 伯明翰大学国际语言数据库。它的全称是

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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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s）应该被看做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至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也有人

认为，所谓的“语料库语言学”其实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有人甚至说，人的直觉

（intuition）和经验也可替代语料库语言学。不论怎样评价，对语料库数据进行统计和

分析确实有利于深入研究真实语言，因为语料库语言学采集的是真实文本。从这个意

义上讲，实证性研究（empirical study）是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借助

电脑发展而来的语料库语言学省时、高效、精确，而且还有助于语言教学。有人对

中国大学生英语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个单词做过统计，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 ：

the, to, I, and, you, a, of, is, that, in, we, for, think, it, have, so, my, are, this, they。〔1〕将这些词与

英美演讲者使用的前20个高频词相比，研究者确认 ：中国大学生常用的 I 和 think，没

有出现在英美演讲者的前20个高频词中，而中国大学生惯用的 so，也没有出现在英美

演讲者的前20个高频词中。这样的发现可以帮助英语教师矫正中国学生的语言习惯。

语料库语言学除了可以在语言分析、语言教学、词典编撰等领域发挥作用以外，它还

能为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体学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数据。当然，我们不能

期望语料库语言学解决所有问题。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存在的问题，但语

料库本身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尽管如此，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语

言学家开始建设各种各样的语料库，并利用语料库开展相关的研究。语言的研究影响

语言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发展走向。语料库语言学的

出现是与电脑技术的升级换代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新的软件或应用程序的开发，在

短时间内完成复杂无序的概率统计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当今的语料库建设和研究离

不开电脑，如同1895年出现的无线电〔2〕一样，电脑技术也为英语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

或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事实证明，科技进步对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是有影响的。〔3〕

5.9   现代英语文学：主流和非主流的话题

在文学方面，现代英语的主要体裁是长篇小说。在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之

后，浪漫主义题材的诗歌曾经是18世纪英语文学的主要形式。后来，这种形式逐渐

〔1〕数据统计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红提供。

〔2〕无线电是由居住在英国的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1874-1937）发明的。由于马可尼的发

明最先在英国注册专利，并在伦敦成立第一家无线电报公司，所以马可尼获得了 1909 年诺

贝尔物理奖。美国最早的无线电广播始于 1920 年；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于 1922 年，马可尼

是其中的出资人之一。另，俄罗斯人认为，无线电是由波波夫发明的。

〔3〕 科技可以对语言变化产生影响，例如：由于电报中的每个字都很贵，所以发报人的文字就

不得不简练；电话刚发明的时候，话费很贵，所以说话的速度就不得不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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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长篇小说所替代，尤其是在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1837-1901年在位）时代，

长篇小说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其中以现实主义为主的长篇小说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从1817年简·奥斯汀去世到1928年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去世，

这期间的英语语言文字的标准已经确立，语法和拼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一，而

随着新发明和新观念的引入，英语词汇仍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作为娱乐大众或

批评社会丑陋现象的长篇小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英国文学的主角，这种局面一

直持续到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和勃朗宁〔1〕（Robert Browning，
1812-1889）以及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出现。

把英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来欣赏始于莎士比亚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小说的双重

作用在于教育普通民众和娱乐大众。小说研究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关注作家的社会作

用，尤其是女性作家。相对来说，英语中的文学语言贴近生活，这一点与很多其他

语言不相同。不论是后现代作家（1945年之后）还是女性作家，在进入20世纪以后，

文学语言更加接近生活语言。生活语言是文学作品与大众交流的媒介，而文学作品

中的新话语（主要包括新词语、新比喻、新的表达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语言的发

展和演变。16世纪以来，英语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作家一代胜过一代；莎士比亚之后，

英语语言有了长足的发展，词汇在不断增加，语法得到进一步规范，如今已取代拉

丁语和法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语言 ；而英语文学作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

成了英语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究竟是语

言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还是文学的发展丰富了语言 ? 在语言和文学作品之间，

哪一个才是原动力，二者关系究竟怎样 ? 恐怕一时很难讲清楚。

当今的中国大学生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并不陌生。其中的大多数人对现代英

语文学作品更加熟悉，超过了对法语文学和俄语文学的熟悉程度。〔2〕本书所谈的现

代英语文学主要包括奥斯汀〔3〕之后的作家和作品。

奥斯汀之后的部分美国作家和作品（按作家出生年代排序）：

● 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 Stowe，1811-1896）：《汤姆叔叔的小木屋》（Uncle Tom’s 
Cabin）

●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白鲸记》（Moby Dick）

〔1〕 在互联网上能找到勃朗宁在世时的一段录音。这应该是人类能听到的已去世的人的最早录

音（录音机刚好在勃朗宁去世之前发明）。

〔2〕     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阅读书目包括现代英语作家狄更斯和海明威的作品（此外，指定的初中

生必读作品还有《哈姆雷特》、《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教育部推荐的中外30
部文学作品中，有7部是奥斯汀以来的英美两国的现代英语作品。

〔3〕 奥斯汀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爱玛》、《劝导》等名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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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克· 吐 温（Mark Twain，1835-1910）：《 哈 克 贝 利· 费 恩 历 险 记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  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人》（The American）、《戴茜·米勒》

（Daisy Miller）、《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

●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大街》（Main Street）、《巴比特》

（Babbitt）
● 托马斯·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荒原》（The Waste Land）、《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大地》（The 

Good Earth）

● 威 廉· 福 克 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喧 哗 与 骚 动 》（The Sound and the 
Fury）、《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永 别 了， 武 器 》（A Farewell to Arms）、《 老 人 与 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 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1904-1991）：《庄园》（The Manor）、《卢布林的魔术师》（The 
Magician of Lublin）

●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受害者》（The Victim）、《且惜今朝》（Seize the 
Day）

●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秀拉》（Sula）、《宠儿》（Beloved）

奥斯汀之后的部分英国作家和作品（按作者出生年代排序）：

●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露丝》（Ruth）、《北方与南方》

（North and South）

● 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名利场》（Vanity Fair）
● 查 尔 斯· 狄 更 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雾 都 孤 儿 》（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wist）、《 大 卫· 科 波 菲 尔 》（David Copperfield）、《 远 大 前 程 》（Great 
Expectations）

●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巴塞特郡纪事》（The 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

● 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简·爱》（Jane Eyre）

●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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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多佛海滩》（Dover Beach）

● 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白衣

女人》（The Woman in White）

●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 德 伯 家 的 苔 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卡 斯 特 桥 市 长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 乔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 赫伯特·威尔斯（Herbert Wells，1866-1946）：《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有产者》（The Man of Property）

●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语国家史略》（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 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M. Foster，1879-1970）：《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
●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蝇王》（Lord of the Flies）
●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1926-2005）：《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以上英美两国作家的列表并不包括诗人和剧作家（定居英国的美国人艾略特除

外），所以还很不完整、很不全面。列举这些作家或作品，旨在说明当今中国的大

学生（尤其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对这些英美作家和作品是比较熟悉的。这些

作品在中国流行很广，但并不是现代英语文学作品的全部。现代英美文学作品只是

现代英语文学作品的一部分。人们往往把英美文学与英语文学混为一谈，对广大学

生来说这是一个误区。当然，这个误区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对于中国热衷于英美

文学的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只读《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和《查特莱

夫人的情人》等英语名著，而忽略《平凡的世界》、《狼图腾》和《白鹿原》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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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名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在上文列出的现代英语阶段的英美作家名单中，没有出现乔治·奥威尔〔1〕

（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名字，这是一个缺憾。乔治·奥威尔和英国前首相

兼作家丘吉尔是同时代人。奥威尔是小说家，但他的阅历和想象力同样丰富。他

不但给后世留下了《1984》和《动物庄园》，他还通过《1984》给人们留下了 Big 
Brother（大哥、老大）、iron curtain（铁幕）、newspeak〔2〕（新闻语）、doublethink〔3〕（双

重思维模式或双重心态）等沿用至今的词汇。

奥威尔对英语的演变也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对英语演变的见解和批评与

后来的“简明英语运动”（Plain English Movement）有紧密的关系。他在1946年出

版的《政治与英语语言》〔4〕一书中批评当时的书面英语是丑陋而不正确的（ugly and 
inaccurate）语言，同时，他还批评了当时的国际以及英国国内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prose）〔5〕。一个国家用杀伤力巨大的炸弹去轰炸另一个国家，所把持的媒体却把这种

狂轰滥炸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air support），这就是一种典

型的“政治话语”。奥威尔痛恨这种表达方式，他认为清晰语言最大的敌人就是不

诚实。他曾说，这种欲盖弥彰的“政治话语”就像是墨斗鱼（乌贼）在遇到强敌时

喷射出的排泄物（like a cuttlefish spurting out ink），把清澈透明的海水搅得一团漆黑。

5.9.1 关于傅满洲与“黄祸论”

这些年，大多数人接触的是经过筛选（或推荐或指定）的所谓的英美文学主

流作品，谨慎而保守的说法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欣赏”或“研究”。在某种程度

上，一些中国学者忽略了“非主流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应该

注意的现象。在这方面，英国作家罗默〔6〕（Sax Rohmer，1883-1959）的作品就是

一个例子。对许多20世纪的西方人来说，罗默作品的知名度大于奥斯汀作品的知

〔1〕 乔治·奥威尔是笔名，Eric Arthur Blair 是他的真实姓名。他在《1984》中创造了新词

doublethink 和 newspeak，在此基础上又有了 doublespeak 这个词。 
〔2〕   newspeak 是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杜撰的一个新词，也有人译作“新话语”或“新语言”

或“新闻语”，是 new + speak 或 news + speak 的组合。

〔3〕  根据奥威尔的描述，《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对 doublethink 含义的解释是：同时接受两种

相互矛盾的观点的心态，或以同时持有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信念进行思考问题的模式。

〔4〕《政治与英语语言》的英文名称为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5〕奥威尔在抨击“政治话语”时曾说，“政治话语”的目的是“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6〕 罗默（亦译洛莫尔或儒默）的真名是 Arthur Henry Ward。18 岁时，罗默把 Sarsfield 的姓氏

并入自己的名字中，变成了 Arthur Henry Sarsfield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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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在很多西方人脑

海中的形象就是通过罗默的作品形成的。在他的作品中，反面人物是个中国人，

名叫 Dr Fu Manchu（汉语为“傅满洲医生”，也有人译为“傅满洲博士”，其实

书中没有博士学位这一说）。从1913年罗默的第一部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谜》的

出版发行至今，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傅满洲”的形象在西方几乎妇孺皆知，

成了“东方的邪恶天才罪犯”的同义词。从1913年到1959年，罗默一共写过以

傅满洲为主要反面人物的《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归来》、《傅满洲的手》、

《傅满洲的面具》、《傅满洲的踪迹》、《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暴怒》   等
十三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傅满洲

博士”是“黄祸”（Yellow Peril 或 Yellow Terror）的形象代表。〔1〕在《狡诈的傅

满洲博士》一书中，罗默是这样描述的 ：傅满洲“瘦高个儿，身高一米八（李鸿

章的身材）， 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他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

撒旦的面孔，秃脑袋，细长眼睛里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

并且能将阴谋诡计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所能调动的一切

资源，同时又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傅满洲博士”，一个体现

在小说人物身上的“黄祸”形象〔2〕。那些年，“黄祸论”在西方大行其道，推波助

澜者中不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外孙）

在执政期间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威廉二世的表妹夫）

曾沆瀣一气，就所谓的“黄祸”问题紧密联系、推波助澜（此二人均通英文，分

别是德国和俄国的末代皇帝）。《黄祸图》（德文 ：Die Gelbe Gefahr，英文 ：The 
Yellow Peril）是根据威廉二世的创意，由德国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所作的一

幅画，1895年完成。威廉二世曾为此画题词 ：“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

信仰和家园！”之后，威廉二世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尼古拉二世。在这幅画正中，

天使米迦勒（Michael）手持宝剑，召唤欧洲各国，警告即将来临的威胁 ；左上

方背景是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 ；右后方描绘的是一个像“佛”一样的人物，乘

坐火龙冲着欧洲大地席卷而来，以此象征所谓的野蛮黄种异教徒对欧洲的入侵。

《黄祸图》曾被制作成张贴画，在欧洲广泛流传。威廉二世的目的显然是希望欧

洲列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黄祸”。《黄祸图》在欧美国家几乎家喻户晓，使

白种人对“黄祸”的恐惧几乎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与此同时，猖獗的“黄

祸论”此起彼伏，甚嚣尘上。

〔1〕罗默很擅长在名字方面做文章，他将 Sarsfield 加在自己名字之中就是例证。

〔2〕参见《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译者序：第 vi 页。原著

Anxious Nation，作者 David Walker,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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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阴险狡猾的傅满洲      图 5-6 《黄祸图》

 
      
  

  
 
 
 

在“黄祸论”的影响下，美国在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

法律。直到1967年，“人权至上”的美国才最终宣布这种法律违反宪法。而澳大利

亚于1901年出台的《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以及1905年的《移

民限制补充法》一直延续到1973年才寿终正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主

要国家及其殖民地都有类似的“限制移民法案”，这些法案均与“黄祸论”紧密相连。

那时出国的华工大受排挤，备受侮辱。西方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华工愿意接受比欧洲

工人更低的劳动报酬的憎恨，还有对中国男性移民会与白种妇女结婚而繁衍后代的

恐惧。

这些憎恨和恐惧甚至还成了当时很多欧美小说、戏剧、诗歌的主题。英国作家

希尔（M. P. Shiel）于1898年出版了短篇系列故事《黄色危险》（Yellow Danger），再

版时，书名改为《黄祸》（Yellow Peril）。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称为“美国无产阶

级文学之父”的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虽有《马丁·伊登》、《野

性的呼唤》、《海狼》、《白牙》等名著留于后世，但他也为赚钱营利写过名为“黄祸” 
的文章，出版过污蔑中国人的小说《空前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空

前的入侵》于1904年出版，虚构了一个将在七十年后（1974年）发生的，中国企图

侵占全世界而最终被彻底消灭的骇人听闻的荒诞故事。在美国，宗教卫士卢珀特（G. 
G. Rupert）于1911年出版的《黄祸 ：即东方与西方的对峙》也是一部“黄祸”题材

的作品，其危害程度更大于《空前的入侵》。被卷入到对“中国佬”（Chinaman）非

议之中的还包括受中国人爱戴的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1835-1910）。应该说，

那时的“黄祸”题材小说、诗歌、报刊文章、漫画以及小说连载市场巨大，以营利

为目的而创作的此类作品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不但英国、美国有，德国、瑞典也有，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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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世后得到“国葬”待遇的澳大利亚19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亨

利·劳森 （Henry Lawson，1867-1922）也未能摆脱“黄祸论”阴霾的浸染。这位最

能代表“澳大利亚的真正声音”的“人民诗人”给后世留下了名为《为笑而作》（To 
Be Amused，1906）的诗歌，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他对中国移民的愤懑情绪和

他对澳大利亚的“爱国主义”情怀。亨利·劳森以这样的诗句结束那令人哭笑不得

的《为笑而作》：“为使这方土地干净纯洁，为使这个国家力量强大，请把世界上的

白人全都召唤来！”语言对精神的作用具有持久性，这种至今阴魂未散的可笑“召

唤”确实令人深思。20世纪中期的畅销小说《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

1948年完成的作品。该书出版于1949年，问世不久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作品中

首次出现的许多词汇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然，他在别的作品中提到的“黄种

人”（Yellow Men）和“蒙古人种的脸”（Mongolian faces）确实令人无法释然。在“二

战”结束之后，“黄祸”的声音居然还在这位作家的脑海中回响，此情此景，令人

不安。总而言之，用艺术手法捏造的“黄祸”形象代表人物非傅满洲博士莫属。

罗默小说问世不久，代表“黄祸”形象的虚构的“傅满洲博士”即被移植到电影、

广播、报纸以及漫画等各种媒介中。罗默的小说曾被翻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自

1929年起，好莱坞一共拍摄了十四部关于傅满洲的电影，使得“傅满洲”的传播面

更加广泛。最后一部《傅满洲的奸计》（The Fiendish Plot of Dr Fu Manchu）于1980
年问世。该片曾激起美国华人社团的强烈抗议。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

注这方面的研究〔1〕。虽然“黄祸”和“傅满洲博士”并非存在于西方主流文化之中，

但时至今日，某些拾人牙慧者还是乐于把中国人跟那些陈词滥调扯在一起。在2003
年的美国 NBA 篮球赛事的报道中，奥尼尔曾被冠以“傅”的称呼，而姚明则被称

为“残忍的”“蒙古人”（黄种人 ；对另一些球迷来说，他就是一个 Yellow Terror）；

上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媒体指责墨尔本市政府斥巨资建成的现代雕塑（弯曲金

属板块拼接而成的黄颜色抽象雕塑），媒体在报道中给该雕塑取绰号为“黄祸”，因

而受到了民众的批评。英国 BBC 出品的情景戏剧《傻瓜和马》的第二部第5集虽然

没有污蔑片中的中国餐馆主人的意思，但片名还是用了“黄祸”一词。所以，当我

们在“欣赏”主流英美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对另一些“非主流”英美文学

〔1〕   研究者包括李贵苍教授，他的《揭露“傅满洲”医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对罗默笔

下的邪恶中国人的代表“傅满洲医生”曾作了详尽的剖析。值得推荐的还有田俊武教授（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博文：“表现他者 —— 作为西方‘黄祸论’化身的傅满洲博士”（2008年6月7
日）。读者也可浏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术文摘内容：“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20世纪初

西方的“黄祸”恐慌（http://www.cass.net.cn）或参阅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北京出

版社）及其论文“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

学网或四川大学哲学系中国儒学网 http://www.confu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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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研究”。

5.9.2 现代英语文学作品的多元性

现代英语文学作品是多元化的。其中有出自英国和美国的作品，有现代英语作

品，也有后现代作品，有出自黑人和白人的作品，有出自女性作家的作品，当然也

有出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作家的作品。我们对“英语文学”的研究不能只

停留在原地不动。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列一个作家和作品的单子，看看我们对这些

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多少了解。

克里斯蒂娜·斯泰德（Christina Stead，1902-1983）

《爱孩子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

《七个可怜的悉尼人》（Seven Poor Men of Sydney）

《孤独的爱》（For Love Alone）

《赫伯特小姐》（Miss Herbert）
《小旅馆》（The Little Hotel）
《萨尔斯堡故事集》（The Salzburg Tales）

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1925-2004）

《养猴子的女孩》（Girl With a Monkey）

《穿着讲究的探险家》（The Well Dressed Explorer (MFA〔1〕)）
《迟钝的本地人》（The Slow Natives (MFA)）
《侍从》（The Acolyte (MFA)）

《干燥的土地》（Drylands (MFA)）

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1934- ）

《幻想人生》/《一种想象的生活》（An Imaginary Life）

《回忆巴比伦》（Remembering Babylon）

《约翰诺》（Johnno）

《飞去吧，彼得》（Fly Away Peter）
《未曾讲述的故事》（Untold Tales）
《赎金》（Ransom）

《马洛夫故事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1〕 MFA 是 Miles Franklin Award 的缩写。中文译文：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PMLA 是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 的缩写。中文译文：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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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 (MFA)）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 ）

《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

《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

《来自森林的流言》（Gossip from the Forest）
《同盟者》（Confederates）
《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 (MFA)）
《三呼圣灵》/《三呼拉斯特勒》（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MFA)）
《寡妇和她的英雄》（The Widow and Her Hero (PMLA)）

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 ）

《至乐》（Bliss (MFA)）
《魔术师》/《说谎者》/《骗子》/《恶棍》（Illywhacker）
《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

《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我的虚假人生》/《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My Life as a Fake）

《史密斯生活轶事》（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

《偷盗 ：爱情故事》（Theft: A Love Story）

《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 (MFA)）

蒂姆·温顿（Tim Winton，1960-）

《骑者》（The Riders）
《暗寒冬夜》（In the Winter Dark）

《呼吸》（Breath (MFA)）
《浅滩》（Shallows (MFA)）
《烟云缭绕的街道》（Cloudstreet (MFA)）
《土乐》（Dirt Music (MFA)）

以上是六位著名澳大利亚作家及其作品简介。谈到澳大利亚作家和作品，研究

澳大利亚文学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似乎都知道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除了

这位作家以外，中国人可能还听说过《荆棘鸟》〔2〕这部小说，或许也有人读过。大

〔1〕  帕特里克·怀特曾获 1972 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包括 The Tree of Men（《树人》或译

《人之树》），Voss（《沃斯》）等。

〔2〕   长篇小说 The Thorn Birds（《荆棘鸟》，1977）的作者是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

1937-），她近年的作品包括 The Touch（《接触》，2003）和 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玛丽·本内特小姐的独立》，2008）。



	 	 第五章			 			现代英语（公元1801至今）

243

多数学生可能看过第66届（1994）奥斯卡最佳影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但不一定知道电影改编自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科内雅雷（Thomas	Keneally,	

1935-	 ）的小说《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在中国，大多数文学爱好者对

澳大利亚文学还是比较陌生的。

事实上，除了帕特里克·怀特和小说《荆棘鸟》之外，澳大利亚还有许多优秀

作家和作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作家走向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澳大

利亚作品为各国读者所熟知，其中不乏受英语国家读者追捧的作家和作品。相比之

下，中国人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认识和了解则显得模糊而且浅薄。

澳大利亚文学始于白人定居澳洲的1788年，澳大利亚文学不仅是大洋洲文学的

主体，而且也是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大学任教的美国人会向学生推荐

澳大利亚电影《来自雪河的人》（帕特森同名作品改编），英国出版商也会向公众推

介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如同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澳大利亚文学既有高度，也有广

度。澳大利亚是体育强国，不但参与人数众多而且还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多次领先英

国。〔1〕然而，我们对此却了解甚少。现实就是这样，不了解的不一定就不存在，不

看好的也不一定真的不好，不受重视的也不一定就不值得重视。

英语文学是多元化的文学，英语文学既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当然

也包括威尔士文学、爱尔兰文学和苏格兰文学。英语文学作家中既有白人作家，也

有黑人作家和其他肤色的作家 ；既有来自印度、南非、新西兰以及爱尔兰等国的英

语作家，也有来自俄罗斯、以色列、圣卢西亚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英语作家。

在英语文学中，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是主体，但忽略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之外的英

语文学却是目光短浅的，同时也是不理智的。

总体来看，中国的英语文学欣赏和研究存在以点概面的现象，其中，对英国文

学和美国文学的欣赏和研究也存在视部分为整体的现象。大多数英美文学爱好者关

注的还是四百年前或半个世纪前的英语作品（如莎士比亚作品和海明威作品），大

多数学生的目光还只停留在《鲁滨孙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和《王子与贫儿》的

年代。〔2〕阅读和钻研经典作品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必需的。但是，在阅读和钻研经

典作品的基础上，还应该关注英语国家同龄人阅读的其他文学作品。当代英语国家

在校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学生接触到的英语文学作品有较大差异。忽略英语

〔1〕  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 ：澳大利亚排第10（领先英国）；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澳大利亚

排第7（领先英国）；第27届悉尼奥运会 ：澳大利亚排第4（领先英国）；第28届雅典奥运会 ：

澳大利亚排第4（领先英国）；第29届北京奥运会 ：澳大利亚排第6（英国第4）；第30届伦敦

奥运会 ：澳大利亚排第10（英国第3，但英国运动员人数比中国还多）。

〔2〕 这三部作品分别问世于 1719 年、1813 年、18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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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同龄人阅读的文学作品不但会使文化交流出现障碍，而且也会使我们对当代英

语社会的了解出现偏差。

5.9.3  关于语言、文学和文化

中国学生的“语文”课不仅是语言文字课，同时也是语言文学课和语言文化课。

语文课的设置不仅表明了语言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标志着语言和文学在文化

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是进行思维的程序软件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显示系统 ；语言是人类储存知识的

载体……语言和文学密不可分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 ；文

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再现 ；语言制约文学的发展 ；语言决定文学的特色 ；优秀的文

学作品是语言发展的坚实基础。

汉语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形式美〔1〕对汉语语言格式有很大影响，源于典故和古文

词句的汉语成语对汉语词汇的拓展也有很大影响。在近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对“白

话文”的传播和普及也起过重要作用。讲英语发展史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学的话题。

正如本书5.9（第234页）所言，生活语言是文学作品与大众交流的媒介，而文学作

品中的新话语反过来又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读者或许会问，在英语语言的发

展过程中，英国文学扮演过什么角色？是英语语言的发展促进了英国文学的繁荣，

还是英国文学的繁荣带动了英语语言的发展 ? 
乔叟是活跃在14世纪末英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除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之

外，他还有很多作品留于后世。在乔叟所处的年代，拉丁语和法语是占据英国上层

社会的主要语言。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问世之前，英语只是受人鄙视的下层社会

口头语。乔叟作品的语言是中东部英语方言。乔叟作品的问世和流行不但使中东部

方言在众多英语方言中脱颖而出，而且也使英语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根据

英国语言学家 Vivian James Cook（1940-）的统计，有2,004个英语单词在1374至1400
年间问世的乔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通过乔叟作品而流传至今的单词包括：absent, 
accident, add, agree, bagpipe, border, box, cinnamon, desk, digestion, dishonest, examination, 
finally, flute, funeral, galaxy, horizon, infect, ingot, latitude, miscarry, nod, obscure, observe, 
outrageous, perpendicular, Persian, princess, resolve, rumour, scissors, session, snort, 
superstitious, theatre, trench, universe, utility, vacation, Valentine, veal, village, vulgar, wallet, 
and wildness. 

14世纪之后，以伦敦、牛津和剑桥三角地区为中心的中东部文学得到了英国社

〔1〕见王力 1962 年论文《略论语言形式美》：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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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广泛关注。该地区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是中东部英语方言最终成为标准英语的

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文学影响语言发展进程和方向的重要例证。通过文学作品，

不但新词（包括拼写和发音）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引发更多新词的出现，而且固有词

汇的特殊使用也会使语言的文学神韵和词汇的细微新义得到确认和巩固。乔叟在作

品中勇于使用新词的做法得到了后人的继承，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例如 ：斯宾

塞的 blatant，弥尔顿的 pandemonium，狄更斯的 flummox，萧伯纳的 superman，以及

奥威尔的 doublethink 和 newspeak。
当然，在英国的众多作家中，首屈一指的还是莎士比亚。他是通过文学作品影响

英语发展的最主要作家。有了莎士比亚，英语才有了更高的威望（详见本书4.4“莎

士比亚英语”，第139页）。依据斯佩瓦克〔1〕的统计，莎士比亚作品共有884,647个单词，

不同的单词共有29,066个。多数人以此为依据计算莎士比亚的词汇量。但巴特勒〔2〕的统

计有所不同，他计算的词汇量结果是：莎士比亚24,000词，弥尔顿17,377词，但丁5,860
词，荷马9,000词。无论怎么看，莎士比亚确实是欧洲有史以来词汇量最大的作家。

所有研究英语发展史的学者都认为，在英国文艺复兴晚期，对英语影响最大

的非莎士比亚作品和《钦定版圣经》莫属。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这些作品含有

优美的语言，同时也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引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而且引用率高于其他

作品。就莎士比亚而言，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主要在词汇方面。莎士比亚率先在其

作品中使用的单词包括（与本书第141至143页所列的“莎士比亚词汇”不重复）：

academe, accused, advertising, arouse, backing, bandit, beached, bedazzled, bedroom, belongings, 
besmirch, bet, birthplace, blanket, bloodstained, blushing, bump, buzzer, caked, cater, champion, 
circumstantial, compromise, critic, dauntless, dawn, deafening, dishearten, drugged, elbow, 
equivocal, excitement, eyeball, flawed, gloomy, gnarled, gossip, grovel, gust, hint, hobnob, hurried, 
impartial, inaudible, invulnerable, jaded, label, lackluster, ladybird, lonely, lower, lustrous, madcap, 
marketable, metamorphize, moonbeam, mountaineer, noiseless, obsequiously, ode, olympian, 
outbreak, pageantry, panders, puking, radiance, rant, remorseless, scuffle, secure, summit, swagger, 
uncomfortable, undress, varied, vaulting, worthless, zany.

在莎士比亚率先使用的词汇中，有一些英语单词或许已在口语中存在（如

puppi-dogges，小狗，也指自负傲慢的年轻人），而另有一些英语单词则是莎士比亚

的独创。尽管如此，所有研究英语发展史的学者依然承认这些词汇首次在莎士比亚

作品中出现的重要意义。正是通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些词汇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

〔1〕请参见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Concordance to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Volumes 1-9, Malvin 
Spevack, Hildesheim and New York, 1968-80。

〔2〕 见 The Once Used Words in Shakespeare, James Davie Butler, Nabu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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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正是通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些词汇才得到认可并得以流传至今。莎士比亚作

品既丰富了英语的词汇，也提高了英语的地位。 
在英语中，coinage〔1〕有“新词”的含义。新词又可分为 nonce word 和 neologism

两个种类，前者指的是为特殊场合或特殊需要临时造的词 , 而后者多指某个 nonce 
word 得到多次书面形式的引用并最终出现在词典里的新词。尽管英语词汇异常丰富，

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总觉得不够。英国文化就是这样，如果表达某个概念的单词不

存在的话，总会有人即刻站出来发明一个能填补空白的词。1990年，英国广播公司

第4套节目曾在听众中征集新词。在10分钟的节目播出之后，电台很快就收到了听众

建议的1,000多个新词，其中包括 bagonize〔2〕一词。这个动词是由 baggage（行李包）

和 agonize（对某事物极度忧虑或担心）融合而成的。意指某人过安检时，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在传送带旁边等待行李包顺利通过。从目前情况来看，bagonize 还只是

一个 nonce word，或许将来会被词典收录，进而变成一个公认的新词（neologism）。 
社会的变化会引发新词的出现。观察语言中的词汇变化有助于了解文化变迁的

历程。从古英语饮食词汇〔3〕中的 cucumber，mussel，butter，fish，bread，water，
wine，beer，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当时英国人的饮食状况和生活习惯。1066 年诺曼征

服之后，英语中的饮食词汇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venison，pheasant，crisp，cream，

bacon，biscuit，oyster，toast，pastry，jelly，ham，veal，mustard，beef，mutton，
brawn，sauce，potage，broth，herring，meat，cheese，muscatel，claret 等；1500 年之

后出现的饮食新词包括：marzipan，whiting，offal，melon，pineapple，mushroom，

salmon，partridge；1600 年之后增加的饮食新词包括：omelette，litchi，tomato，
curry，chocolate，banana，macaroni，caviar，pilav，anchovy，maize，potato，
turkey，artichoke，scone，tea，coffee，sherry，sillabub；1700 年之后的饮食词汇有：

avocado，paté，muffin，vanilla，mincemeat，pasta，salmagundi，yoghurt，kedgeree，
gin，port，champagne，brandy，sherbet；1800 年 之 后 的 饮 食 词 汇 有：spaghetti，
soufflé，bechamel，ice cream，kipper，chowder，sandwich，jam，meringue，hors d’oeuvre，
welsh rabbit，tequila，seltzer，whisky；1900 年之后：tacos，quiche，schwarma，pizza，
osso，bucco，paella，tuna，goulash，hamburger，mousse，borscht，grapefruit，éclair，

〔1〕 名词 coin 的意思是硬币；coin 也可用作动词，意思是“造币”或“造词”。Coinage 指“造

硬币”或“所造的硬币”，引申为“造出的新词”。在英语中，为什么“造币”和“造词”

用同一个单词？

〔2〕 见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avid Crystal, CUP, 1995, p. 133。

〔3〕 各时代的饮食词汇由休斯（G. Hughes）整理。转引自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avid Crystal, CUP, 1995,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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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s，bouillabaisse，mayonnaise，ravioli，crêpes，consommé，riesling，soda water，Coca 
Cola 等。1066 年之后，出现在英语中的饮食名称基本都是外来词。来自印度的咖喱

和阿拉伯的咖啡，来自中国的荔枝和茶以及来自美洲的西红柿、土豆和玉米都是

1600 年之后出现在英国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英国在那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和人口增

长情况。总之，通过词汇研究了解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有意义的。〔1〕

新词的出现能说明社会的变迁，词义的变化也可以表明文化的演进。仔细考

察英语中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词汇变化，便可以大体了解英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以下

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英语词汇〔2〕，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单词出现的年代 ：fee
（赏金，900），buy（买，900），yield（出产，950），guild（行会，1000），tally（记

账、核实数量，1200），tithe（什一税，给神职人员或者教会缴纳的农产品，

1200），pay（报酬，1250），wealth（财富，1250），account（账簿，1300），usury
（高利贷，1300），debt（债务，1300），exchequer（税务法庭，1300），price（价格，

1300），sell〔3〕（卖，1300），rent（租金，1300），money（钱，1350），bargain（讨价还价，

1350），salary（薪金，1350），tax（税，1350），exchange（交换，1350），wage（计

件酬劳，1350），customs〔4〕（关税，1350）。通过对这些经济词汇的观察，我们大体

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英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制度。

14世纪之后，英国的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为英语添加了更多

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词汇 ：broker（经纪人，1400），bill（账单，1400），company
（公司，1400），magnate（富豪，1400），mercenary（被雇佣的，1400），levy（征

收、征用，1400），save（存钱，1400），commodity（商品，1450），revenue（税收，

1450），expense（开支，1450），loan（借贷，1450），charge（课税，1450），farm（农庄，

1500），excise（货物税，1500），duty（税，1500），bribe（贿赂，1500），market（市

场，1500），cheap（便宜，1500）。
在1550年至1850年的三百年间，与经济相关的英语词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1550年之后出现的单词包括 monopoly（垄断），trade mark（商标），bank（银行），

〔1〕 比如蒙古人的炒米、酸奶、风干肉，这些都可算是“成吉思汗的军粮”。炒米是一种可长

时间储存的主食，常见的是烘干的糜米。炒米比方便面还方便（无需水煮），从袋子里抓

一把出来就可以吃。这种食品便于骑兵远距离奔袭。

〔2〕 由休斯（G. Hughes，1988）整理。转引自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avid Crystal, CUP, 1995, p. 137。

〔3〕 在英语中，“卖”（sell）的出现比“买”（buy）晚很多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

的经济状况。

〔4〕 单词 custom 最初用单数，意思是依照惯例向某个统治者缴纳的费用，后指货物进入市场前

缴纳的费用。现在，复数的 customs 多指征收关税的机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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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tel（动产），interest（高利贷利息），trade（贸易），traffic（交易），credit（赊销，

信贷），finance（资金），goodwill（商业信誉），dues（会费）。在1600-1749之间出现

的单词包括 capitalist（资本家），cash（现金），tariff（税率表），commerce（商业），

pre-emption（优先购买权），embezzle（侵吞、挪用），fortune（财富），profit（利润），

dividend（红利），share（股份、股票），income（收入），invest（投资），corporation（公

司），industry（工业），jobber（股票经纪人），concession（减价），workhouse（作坊），

factory（工厂），cheque（支票），consumption（消费），demand（需求），economy（经济），

fund（资金），note（纸币），stock（股票），bull（牛市），bear（熊市），luxury（豪华），

security（证券），concern（商行、公司）。1750年至1849年出现的词汇包括 capitalism
（资本主义），budget（预算），business（商业、商店），currency（货币），draft（汇票），

scab（不加入工会的人、工贼），stock exchange（股票交易所），exploitation（剥削），

trade union（工会），speculate（投机），strike（罢工），crash（破产、崩溃）。1850年
至1950年的词汇包括 entrepreneur（企业家），inflation（通货膨胀），blackleg（别人

罢工时上班的人），limited liability（有限责任），nationalization（国有化），boom（繁

荣），devaluation（贬值），cartel（卡特尔、同业联盟），dole（失业救济金），welfare（福

利），slump（商业不景气），recession（经济衰退），depression（经济萧条）。总体来看，

在1500年之前，英语中与经济相关的单词数量并不多。在1550年之后新增的词汇中，

大多数是词义的细化，而并不是说这些单词在之前不曾存在，这一点与饮食词汇的

增加不尽相同。饮食词汇是伴随着产品同时出现的，而经济词汇的出现往往是滞后

的。经济词汇基本上都是对前期现象的总结或定义，如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货物交

换”（barter）以及斯密（1723-1790）提出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马克思

（1818-1883）提出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17世纪出现的“禁运”（embago）
和18世纪晚期出现的经济“制裁”（sanction）也都是同一种情况。近50年来又有更

多与经济相关的新词出现，如 ：stagflation，e-commerce，superanuation，globlization，
等等。纵观英语中经济词汇的演变，我们可以大体看出英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词汇的演变是语言演变的主要方面，因为语音和语法的演变滞后于词汇的演

变。词汇的演变不但体现在口头语言中，也体现在书面语言中，而文学语言则是书

面语言的重要成分。文学语言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语言发达与否的可靠试

金石。文学作品的产生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语言资源，而语言资源的

丰富和拓展又与文学传统中的引语和典故息息相关。为解释词义，约翰逊在《英语

词典》中加入了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和斯威夫特等人的114,000条引语。约翰

逊的杰作之所以被认为是英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主要原因在于《英语词典》被

后来作家视为寻求适当词语的重要工具书和资源库（见本书第200页，图5-2）。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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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演变不但与文学语言中的词汇变化有关，也与古英语诗歌中的头韵和隐喻有

关。英国文艺复兴以来，大量与科学、技术、教育、哲学等有关的不同题材和体裁

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语域不同的作品含有经过提炼和浓缩的语言精华。对英语发

展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三部经典，它们是1611年问世的《钦定版圣经》、1662年确定

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和1861年问世的《古今赞美诗》（Hymns 
Ancient and Modern〔1〕）。这三部经典作品的问世不但给英语语言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同时也为英语质朴、清晰的风格树立了楷模。如果没有这三部宗教作品的存在，英

语的表达方式和词汇资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2〕

〔1〕 1906 年，《古今赞美诗》被改编为《英语赞美诗集》（The English Hymnal）。见 The English 
Language, Burchfie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2。　

〔2〕 佛经的翻译也对汉语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图 5-7  《公祷书》早期版本目录（1549 年）

THE CONtentes of this Booke.

i. A Preface. ii. A Table and Kalendar for 
Psalmes and Lessons, with necessary rules 
perteinyng to the same. iii. The Ordre for 
Matins and Evensong, throughout the yeare. 
iv. The Introites, Collectes, Epistles and 
Gospelles, to be used at the celebracion of the 
lordes Supper and holy Communion through 
the yere, with proper Psalmes and Lessons, 
for diverse feastes and dayes. v. The Supper of 
the Lorde and holy Communion, commonly 
called the Masse. vi. Of Baptisme, bothe 
publique and private. vii. Of Confirmacion, 
where also is a Catechisme for children. viii. 
Of Matrimony. ix. Of visitacion of the sicke, 
and Communion of the same. x. Of Buriall. xi. 
The purificacion of women. xii. A declaracion 
of scripture, with certein prayers to bee use 
the firste daye of Lent, commonlye called 
Ashwednesdaie. xiii. Of Ceremonies omitted 
or reteyned. xiiii. Certein notes for the more 
plain explicacion, and decent ministracion of 
thinges conteined in this b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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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版圣经》、《公祷书》和《古今赞美诗》这三部宗教作品是英语得以发展

和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钦定版圣经》的评论请参见本书第154页的内容。《公

祷书》的文学价值和重要性显然低于《钦定版圣经》，但是《公祷书》的使用频率

却不亚于《钦定版圣经》。按英国虔诚教徒的行为准则，饭前要祈祷；结婚要祈祷；

生下孩子要祈祷 ；逝者下葬要祈祷 ；庆祝丰收要祈祷 ；遇到灾难也要祈祷 ；在一年

四季中，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公祷书》中的祷告词。《公祷书》与英国宗教改革

（English Reformation）领袖克兰麦（1489-1556）有紧密联系。克兰麦是亨利八世执

政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人现在使用的《公祷书》的最初版本即是由克兰麦

编写的，当然这是亨利八世去世之后的事情。在克兰麦之后，英国才有了属于自己

的《公祷书》。也就是说，在克兰麦之后，英国教会才有了自己正式的公祷文。除

了宗教仪式方面的作用之外，《公祷书》与《钦定版圣经》和《古今赞美诗》都有

一定的文学价值。这三部经久不衰的宗教教义既是英语传播的工具，同时也是英国

文学的组成部分。

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丰富了语言资源，而语言资源的丰富储备又为文学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语言和文学始终处于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交替上升的文化

进程之中。英国历代文学杰作是英语语言艺术精品，而保留在艺术精品之中的语言

精华则是英国文化的珍贵遗产。显然，没有英国文学的繁荣，英语语言中的精华就

不会如此丰富 ；如果英语语言中缺少精华，英国文学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彩夺目。

语言和文学同属于文化的范畴，语言和文学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一个民

族的语言和文学有助于了解该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以及思维特点

等文化特征。〔1〕在20世纪下半叶跨文化交际学〔2〕的学科地位确立之后，国外许多学

校又开始把语言、文学和文化置于同一课程进行跨学科教育，这种做法显示的是学

科从分化到整合互补的发展趋势。〔3〕

〔1〕 详见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 1 版）和 L. R. Palmer
的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Macmillan，1936）。

〔2〕 “跨文化交际”译自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许多场合，跨文化交际也称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细究起来，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有人认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

研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如何进行交际的学科，此处的交际主要指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

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侧重研究的是在同一社会组织内，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民族

身份以及教育背景不同的人之间的交际。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人都将社会学中的这两

个英文术语等同看待。人们普遍认为，奠定跨文化交际学基础的开山之作是霍尔（E．T．

Hall）于 1959 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3〕 参见牛津课程教材 English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ob Allison and Brian Chanen. OUP, 2012。



	 	 第五章			 			现代英语（公元1801至今）

251

现代英语大事记

1805：特拉法加海战；哈兹里特《论人的行为准则》出版。

1813：《傲慢与偏见》出版；次年《曼斯菲尔德庄园》问世。

1815：“滑铁卢战役”惠灵顿公爵击败拿破仑。

1817：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

1822：“格林定律”面世。

1825：世界第一列客运列车开始在英国运行。

1836：理查森的《新英语词典》问世。

1837：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狄更斯撰写《雾都孤儿》。

1840：英国发行第一枚邮票。

1847：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问世。

1851：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行。

1858：“英语词典编纂计划”（《牛津词典》）开始执行。

1859：《物种起源》出版；霍腾《英语俚语词典》问世。

1864：“早期英语文本协会”成立；阿福德出版《女王英语》。

1865：卡罗尔出版《爱丽丝梦游仙境》。

1870：英国实行强制小学教育。

1874：哈代出版《远离尘嚣》。

1877：斯威特《语音手册》问世。

1879：伦敦成立第一家电话局；英国拼写改革协会成立。

1883：斯蒂文森《金银岛》出版。

1884：《按照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的雏形出现。

1886：英法教师在巴黎成立语音老师协会（国际语音协会的前身）。

1887：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立世界语（Esperanto，旧译万国新语、爱斯不难读）。

1889：英国教育法规定英语为所有小学的必修课。

1892：英国驻华外交官翟理斯出版《华英字典》。

1898：奥斯卡·王尔德出版《不可儿戏》。

1899：伦敦高中毕业考试加试英语语言；康拉德《黑暗的心》问世。

1906：福勒兄弟出版《国王英语》。

1909：琼斯的《英语发音词典》问世。

1918：英国规定学生在 14 岁之前必须接受在校教育。

1920：维尔德出版《现代英语口语历史》。

1922：英国广播公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