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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普希金语言词典》是俄罗斯作家词典的代表作，在俄罗斯词典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

文对该词典的编纂背景及其收词、微观结构设置等主要特点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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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家词典编纂是俄罗斯词典编纂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反映作家个人的
语言意识和语言世界图景，从而反映作家所处时代的语言特点，促进对民族共同语发展进程
的研究。这种词典类型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是围绕
着经典作家的名字开展的，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当之
无愧成为俄罗斯作家词典编纂史上首要人选之一。而《普希金语言词典》
（以下简称《普典》）
的出版则标志着作家词典学这一学科在俄罗斯词典学中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2 《普典》的编纂背景与历程
编纂普希金词典的想法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当时，俄国科学院院士、哈尔
科夫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列兹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可惜
没有成功。1898 年普希金诞辰 100 周年之际，编纂一部普希金语言词典的想法被著名的文
艺理论家乌鲁索夫（А.И. Урусов）公爵重新提起，他指出：“要研究普希金，研究他的心
理、他的气质、他天才的创造力，需要对他的语言、对作为他思想素材的词汇有透彻的了解。”
（转引自Шестакова 2011：71）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支持，人们认为，“对普希金作为一名
诗人所取得的成就的所有见解，或多或少都只是空中楼阁，仅凭直觉，毫无依据”（Венгеров
1914：XV）。1899 年，俄罗斯科学院拨专款对乌鲁索夫的提议给予支持，遗憾的是，该项
目在当年年底就搁浅了。20 世纪初，又先后出台了好几个与普希金词典编纂相关的规划，
如《普希金语言词典规划》（1905）、《普希金诗歌语言词典编纂草案》（1914）等，但都
没能成功实施。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由沃达尔斯基（В.А. Водарский）编写的《普希金散文
语言词典语料汇编》，在 1901—1905 年期间以片段的形式零散地发表在《哲学论丛》上，
然而也只是编写了很少的一部分，并没有全部完成。
在经历了若干次的计划、尝试、失败之后，普希金词典编纂的热度渐渐冷却，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快临近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的时候，才有了真正实质性的进展。193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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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由多位语言学家和普希金研究专家共同组成的编纂筹备小组会议上，讨论了词典编写
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式。会后不久，科学院院士维诺库尔（Г.О. Винокур）即带领自己的学
生开始着手前期的准备工作。编纂活动于 1938 年在维诺库尔主持下正式启动，卫国战争期
间被迫停滞，1945 年继续进行。1947 年，维诺库尔去世，编纂工作改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主持，他同时还担任了整部词典
的主编。为了使词典工作有序进行，有章可依，他首先制定了《普希金语言词典编纂草案》
（1949），将维诺库尔提出的编纂原则作为《草案》的序言，对词典的宗旨、内容、结构等
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与明确的规定。1956 年，词典第 1 卷问世，1961 年，最后一卷即第
4 卷出版。从 1938 年开始编纂算起，到最后 4 卷本《普典》全部出版问世，共历时 23 年。
若沿着时间的脉络回溯至最初的尝试，则已有近百年的时光。
3 《普典》的定位、收词与结构
严格以语言学为导向是《普典》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从词典的名称中就可以直观地反
映出来。维诺库尔指出：“我们的词典描写的对象……是普希金的语言，这里用的是‘语言’
这个概念的直义，即被普希金的作品证明的俄语语言事实……词典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研究俄
语及其历史。”（Винокур 1949：11）也就是说，这部词典的定位是作家历史—语言词典，
换言之，是一部普希金作品所折射出的时代的语言词典。维诺格拉多夫在《普典》第 1 卷的
《序言》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宗旨，指出该词典是研究俄国民族标准语及其历史、研究词汇
等重要语言结构成分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同时对理解现代俄语结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词典类型的角度来说，《普典》属于谢尔巴（Л.В. Щерба）分类模型中的查考型词典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收词的完整性，以俄罗斯科学院版《普希金全
集》（16 卷本，1937—1949）为依据，共收录了普希金作品及其书信中的 2 万 1 千多个单
词，每个词又包括其所有的词变形式及其使用的所有情况，共计 50 多万种用法。维诺库尔
尤其注重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及代词等词的收录，他认为对于研究普希金语言来说，这
些词的重要性绝不低于名词和动词，必须全部收录，且要考虑到它们的所有用法。然而《普
典》的完整性原则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词典未收录外来词（确切地说，是用外语拼写的
词），因为词典的收词对象限定为普希金作品中的俄语词；词典也未收录真实人物和作品主
人公的名字、地名等专有名词（如果这些词在普希金作品中具有普通名词的用法或转义用法
的话，则另当别论），但却收录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圣经中的专有名词，原因是这些词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修辞作用，因而需要对其作出解释，这些词在词典中的呈现形式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独列条，另一种是作为词条的组成部分，带有“用于名称”的标注。
作为一部以语言学为导向的词典，《普典》的目的在于提供普希金用语的各种语言学信
息，这一理念在词条结构设置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完整的词条结构包括如下要素：
1.条目词；2.使用频次；3.释义；4.当前义项使用频次；5.例证；6.出处列表。
条目词构成整个词典的宏观结构，按字母表顺序排列；条目词和义项使用频次指的是该
词或该义项（包括其所有词变形式）在《普希金全集》中出现的总次数，这对于从词频角度
研究普希金的用词特点、用词偏好以及普希金时代民族通用语的总体面貌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条目词的释义，按照维诺库尔的观点，应该称作“初级语义分析”，即对条目词的语义
不是进行详尽无遗的定义，而是在俄语语言系统框架之内进行大体上的描写，其目的不在于
解释词义，而在于将多义词的不同义项区分开来。因此，词典采用具体词条具体对待的方式，
选择对其来说最恰当的释义类型，比如必要情况下引入语法标注，划分词法类别；使用具有
相同意义特征的同族词来解释条目词；个别情况下还有用指出词的使用范围来代替释义的情
况等等。《普典》不是对所有条目词的词义都加以解释，这一点在单义词的处理上表现得最
为明显：只有当其在现代俄语中已不再使用或者其意义与现代俄语不同的时候，才会对其进
行释义，而如果该词在《普希金全集》中只有唯一的意义且为直义，又恰好与现代俄语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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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话，那么，就只是从作品中选择几个最典型的例子即可。例证是词典结构的重中之重，
用来说明条目词的意义和用法，每个条目词的每个义项都有选自《普希金全集》的引文作为
例证，每个例证之后都有一个由字母、罗马数字或/和阿拉伯数字等组合构成的代码，表明
该例证在《普希金全集》中的具体来源出处，这些规约性的字母、数字所代表的具体意思（作
品、体裁、年代、具体章节、诗篇、诗行）以附录的形式放置在词典第一卷正文之后，便于
读者对照查找。义项和例证的关系，按照维诺格拉多夫的观点，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基于
普希金作品中该词的所有使用情况，对词义进行义项划分和分类，而不是从现有的俄语详解
词典中把该词的所有义项全都罗列出来，再用普希金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两者具有本质上的
差别。当然，如果编者将普希金作品中所有使用该词的句子全都穷尽地放在词条里面，那么，
词典的篇幅将庞大得不可想象。那么如何解决穷尽地列出普希金使用该词的所有情况这一任
务呢？这便需要词条结构中的“出处列表”发挥其功能了。尽管词典中不可能收录所有普希
金的引文，但却可以通过代码表的形式列出条目词及其所有词变形式在《普希金全集》中出
现的具体位置。
除了语言词典这一定位，《普典》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展现普希金的个人风格，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普希金的艺术手法。这一功能是通过对具有修辞和表情—表现力色彩的词
添加专门标注的形式来实现的，比如<詈>、<谑>、<民诗>、<诗>、<教会—斯拉夫语>、<
双关>等等。但这一功能是次要的，且表现得并不充分，维诺格拉多夫也特别强调，《普典》
的首要任务是描写普希金的语言，其次才是展现普希金的个人风格，因而远没有涵盖普希金
在用词、熟语搭配及其比喻用法等方面的所有特点。
4 《普典》的意义与价值
《普典》是俄罗斯词典编纂史上第一部成功出版的作家词典，填补了这一词典类型的空
白。此前所有的同类词典规划和尝试或者无疾而终，或者中途夭折，即便有个别问世的成果，
也均为零散的片段。相较之下，《普典》编纂规划细致详尽，众多知名语言学家、普希金研
究专家参与编写，工作量巨大，最终成果质量高，内容全，对研究 19 世纪前 30 年俄语标准
语系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词典问世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被看作是研究普希
金文艺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和正确理解普希金作品的钥匙。当然，相伴而来的也有一些批评
和建议，比如有些评论者认为，词典对词汇释义的方法没有一以贯之；释义有的太简略，有
的又过于冗余；个别解释存在错误；拒收外来词；对专有名词的选择和描写限制过多等等。
其中有些意见至今仍不失现实性。针对这些意见和建议，1982 年出版的《普希金语言词典
补编》（主编仍为维诺格拉多夫）收录了《普典》未收的普希金诗歌作品中的词汇。2000
年，为纪念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增补了《补编》内容的《普典》（第二版）出版。
《普典》的编纂理念，从选词依据到词条模式的诸多细节，都经过全面细致的考虑，为
后来编写其他作家词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样本。比如，《舍甫琴科词典》（1964），也是
一部历史—语言词典，与《普典》的不同之处在于专有名词收词更全面，修辞标注更多。近
年来，以《普典》为参照还编纂了《克雷洛夫寓言故事语言词典》（2006）和《〈聪明误〉
喜剧寓言词典》（2007）。
最近几十年里，普希金工具书的编纂数量显著增多，展示出了十分广阔的前景，相继出
版了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词汇索引（2003），《普希金名言警句词典》（1999；
2005）、《普希金隐喻词典》（2009）、《普希金作品中的地名词典》（2004、2005）、《普
希金语言同义词词典》（2000）等等。在这些工具书中，《普典》始终占据最中心的地位，
至今仍是已出版的作家词典中最重要的一部。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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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语言词典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产生的一种词典类型，对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
词典编纂实践来说，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分支，但因其独特的功能迅速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俄罗斯词典编纂领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其编纂理念进行研究也是词典学理论研究的重
要内容，本文选择了《普希金语言词典》，介绍了其编纂理念，勾勒了作家词典的大致面貌，
以期使读者对作家语言词典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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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Pushkin’s Language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Russian author's
dictionar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exicograph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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