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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鸡肋”由事物名词经过功能扩展和语义演变,变化为性状形容词,其功能扩展主

要体现为谓语分布陈述化、程度限定性状化。语义经历了由原始的实状描摹,到隐喻转述、缀

化转类,最后发展为陈述性状。隐喻和类推泛化,句法和词法互动是演变的机制和动因。演变

的效果为形象化和简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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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对于名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研究主要有

邹韶 华 (1990)[1]、谭 景 春 (1998)[2]、刘 春 丽

(2014)[3]等。张谊生(2015)从具体名词“热血”
“冷血”与“狗血”“鸡血”为研究对象,讨论当代汉

语名词的词义转换与功能扩展问题。[4]

本文研究的“鸡肋”一词由来已久,本来是一

般事物名词,作为一个旧词新用的网络词语,其语

义和用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由量的积累演

变为质的变化。“鸡肋”的名词用法、描摹用法在

当代大量出现并成为惯常用法。本文拟对“鸡肋”
一词进行分析,讨论其语义演变、功能扩展、变化

的机制和动因,以及演变的效果。
本文语料来源于人民网、百度、BCC和 CCL

语料库,为行文简洁,文中例句均不再注明出处。

　　一、“鸡肋”的语义演变

“鸡肋”的语义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古至今,它的语义逐渐挣脱了原始语义的范畴,
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流行用语。

我们将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探索“鸡肋”
的语义演变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旧词在网络环

境下是怎样翻出新意的。
(一)“鸡肋”的原始语义———实状描摹

“鸡肋”本身的意义是指鸡的肋骨,也就是鸡

排的意思,只是没有羊排、牛排上的肉多而已。因

此,在食物选材中常常被人们所忽略。“鸡肋”在
语法上属于偏正短语,在 BCC语料库检索到“鸡
肋”的954条语料中,表示偏正短语的“鸡肋”共有

10条,占总数的1.05%。例如:

1.植富狠狠地踹了下植贵,植贵差点给咽在

口中的鸡肋噎着。

2.都是鸡肋———一个是白水煮的鸡肋,一个

是加了点儿调料红烧的鸡肋。
“鸡肋”最早在史书中的记载,是在晋代陈寿

撰《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九州

春秋》:“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
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
‘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
王欲还也。’”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诸
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中,还将其铺叙

得有声有色。这个就是关于鸡肋的典故。
在这个故事中,“鸡肋”解释为,它是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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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吃着没有味道,不吃丢弃了又觉得可惜。以这

个意义为依据,后来“鸡肋”又产生了大量的隐喻。
(二)“鸡肋”的常用语义———隐喻转述

“鸡肋”一词的语义原本很平常,自从“鸡肋”
的典故被人们广泛流传之后,它就引起了大众的

注意,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频率,也随之提高。
许多诗人将“鸡肋”一词引入自己的诗中,增

加古诗的意蕴。这时,“鸡肋”由短语逐渐演化为

一个结构凝固的词。例如: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七

十七:“广曰:……善抚百姓,以待救兵。虽失析阳,
如弃鸡肋。”后来,“鸡肋”又隐喻士人的瘦弱身体,
并进而扩大到隐喻诗人自身。刘克庄《贺新郎·三

和》:“薄命书生鸡肋尔。”还有许多诗人将“鸡肋”
隐喻为功名和仕宦,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愈来愈多,
一直到民国,我们仍能看到将功名仕宦视为鸡肋

的用例:宋代苏轼《次韵王滁州见寄》“笑捐浮利一

鸡肋,多取清名几熊掌”;陆游《幽居》“骨相异虎

头,祠禄真鸡肋”;宋代诗人杨万里在《晓过皂口

岭》诗中曰:“半世功名一鸡肋,生平道路九羊肠。”
所用的语义也是由原始语义演化而来的,这里比喻

成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又不舍得放弃的东西或

事物。
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有许多隐喻用法,隐喻用

法所占比例为57.02%,例如:

3.大多开发商认为,社区网络除在物业管理

上有 些 理 论 上 的 意 义 外,简 直 就 是 一 个 “鸡

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4.一直以来,无论是参赛队还是观众,都对足

协杯的积极性不高,足协杯因此被视为“鸡肋”。

5.很多人骂过的鸡肋———娇兰粉球,是我大

爱,我用就超级好,显皮肤细嫩,拍照光泽效果无

敌,还不显毛孔!
(三)“鸡肋”的网络流行语义———缀化转类

“鸡肋”一词的用法属于旧词新用现象,在不

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它的语义有所改变。在网络

技术发达的今天,“鸡肋”的语义适应了社会的发

展,在网络上,“鸡肋”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惯用的流

行语,它的网络流行语义的变化,是我们正在亲身

经历的,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语义

可以进行全面直观的记录和分析。
在网络游戏里,“鸡肋”一词的语义延续了它

的常用语义,也是指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没什么

可用的技能。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

穷。在网络流行语当中,“鸡肋”的语义变得更加

宽泛,指称的概念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量的

“鸡肋X”。例如:鸡肋男、鸡肋婚姻、鸡肋产品、鸡
肋功能、鸡肋专业、鸡肋业务、鸡肋作品、鸡肋机

会、鸡肋比赛、鸡肋活动、鸡肋状态、鸡肋球员、鸡
肋男友、鸡肋世纪、鸡肋生意、鸡肋假(期)、鸡肋白

领、鸡肋福利、鸡肋食品、鸡肋房、鸡肋栏目、鸡肋

户型、鸡肋空间、鸡肋行情、鸡肋档期、鸡肋市场、
鸡肋课外班、鸡肋楼市、鸡肋行情、鸡肋地位、鸡肋

的发明、一条鸡肋路、鸡肋的资产、鸡肋魔咒、鸡肋

服务、鸡肋的产品、鸡肋月饼、鸡肋价、鸡肋理财、
鸡肋性质、鸡肋品种。也可以带上标记语“的”
“之”。例如:鸡肋的局部装修、鸡肋的感觉、鸡肋

的职业、鸡肋的人、鸡肋的世纪、鸡肋的位置、鸡肋

的产物、鸡肋的功能、鸡肋的孩子、鸡肋之物、鸡肋

之苦、鸡肋之战等。例如:

6.人如果是电脑,有人会是文件夹,被放得很

里面,但不会忘记;有些会是程序,常用程序,鸡肋

程序,流氓程序;安全卫士很少却重要,查杀病毒

保护电脑;记不得的都在回收站里。

7.我可从来认为,这视如鸡肋的工作是可有

可无,而且,绝对不会在我身上找出“孩子生病仍

然坚持上班”之类的闪光点。

8.再尽情狂欢一次。虽然世界杯的三、四名

决赛向来被认为是鸡肋之战,但韩国球迷依然把

此战当决赛看。
甚至还出现了“鸡肋”与词缀“式”“化”“型”等

的组合形式。例如:

9.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鸡肋式的爱情越来

越频繁地游走于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里。

10.不容置疑,在当今本已显得纷纭复杂的信

息化环境里,难以计数的鸡肋化乃至垃圾化信息

不断被充斥进来,加剧了人们阅读的茫然,也使得

阅读与出版愈加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关系,被打印

上“浅薄”的烙印。
在定语位置上的“鸡肋”,从语义上看,虽然还

可以表示事物,但是,同时伴随着表示事物的性

质,语义上与性质形容词相似,有些原词与性质形

容词替换后,语义基本相同。
例如:鸡肋婚姻≈平淡的婚姻 　　　　　

鸡肋假(期)≈尴尬的、名存实亡的假(期)
定语位置上的“鸡肋”不再是普通的名词,不

可以受到数量短语的修饰和限定。比如,不能说

“一根鸡肋婚姻、一根鸡肋假期”。但是,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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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X”作为一个整体被其他名量词修饰。例

如,一份鸡肋婚姻。在人民网检索,“鸡肋婚姻”有

11条,而“一根鸡肋婚姻”则为0条。
我们认为,作定语修饰其他名词的“鸡肋”已

经转变成了区别词。从句法功能看,名词作定语

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形容词作定语也很常见,区别

词的语法功能是作定语。
从语义来看,名词本身具有性质义,但是,概

念义的伴随状态,并不能独立体现;非谓形容词可

以独立体现性质义;形容词则凸显性质义,三者处

于“性状义”连续的三个阶段,从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定语位置上的名词、形容词和区别词都很自

然。当形式上(处于定语位置)和意义(“性状义”
的呈现)结合时,名词———区别词———形容词就有

了词类转变的机会。因此,区别词是实现名词转

变为形容词的关键要素,当区别词经常受到副词

的修饰并在谓语位置上固定时,区别词也就会转

变为形容词。所以,区别词是连接名词和形容词

的纽带,是名词转变为形容词的过渡阶段。
(四)“鸡肋”的拓展转类语义———性状自述

当“鸡肋”处于谓语位置,并且受到副词修饰

的时候,其概念意义,也就是“鸡的肋骨”的意义就

隐退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鸡的肋骨”的浮现

义———无价值、无意义。整个词语就从概念义转变

为性状义,即完成了从名词到形容词的转变。例如:

11.看到自己种的这些就很高兴。这个有点

鸡肋,还是直接上牛和马属于儿时的记忆,虽已改

变,但是,韵味依旧。

12.新浪微博在线聊天非常非常的鸡肋!!

13.这都是让基础单品变个性的小心机,只

不过今年流行的叠穿更张扬大胆,如果你衣柜的

基础单品,穿上很鸡肋的话,可以试试叠穿。
从一个作为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鸡的肋

骨”到隐喻为“无价值、无意义的事物”再到描述一

种“无价值、无意义”的状态,“鸡肋”的概念义逐渐

隐退,“性状义”逐渐凸显,从名词逐渐演变出形容

词用法,在当代大量使用。

　　二、“鸡肋”的功能扩展

语义变化往往伴随着功能转化[5],“鸡肋”由
事物概念到与事物相关的性状描写,逐渐由典型

名词用法扩展为兼有形容词功能,主要体现在:谓
语分布陈述化、程度限定性状化。

(一)谓语分布陈述化

表示陈述,“鸡肋”可以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

受副词修饰做谓语。

14.预感后面就是男主的后宫攻略过程,新

OPED都不怎样,鸡肋了。

15.《第五人格》比幸运儿还鸡肋? 新角色"调

香师"风评褒贬不一。

16.噗…晚饭过后去了江边散了个步,一到夜

晚整个就鸡肋了。

17.我用啥都鸡肋。

18.经营部分较简单,但是不鸡肋,对我这种

初心者刚刚好。

19.公寓作为投资好,自住就鸡肋了吗?
例(14)为“鸡肋”单独充当谓语,例(15)-

(19)“鸡肋”受到副词修饰,可以修饰谓语“鸡肋”
的副词有:重复副词(还)、范围副词(整个、都)否
定副词(不)、时间副词(就)等。

作为谓语的“鸡肋”后面还可以带补语。

20.突然电量鸡肋一下,偶尔一两天就能用特

别长,偶尔就不行,索尼电池用 WiFi最长一次用

过14小时待机1天3小时。

21.这份工作再鸡肋一点,也还养活你这么多

年,你瞧这公寓,自成一阁,多么舒服。
(二)程度限定性状化

据我们对BCC检索的144条“鸡肋”做谓语

的语料中,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有86条,占到了总

数的60%。

22.看过《金陵十三钗》:个人感觉前半段比后

半段好看,约翰和玉墨的感情有点鸡肋。

23.手势软件很鸡肋,白色圆点很碍地方,还
是乖乖用home键;听说字库强大,但连最常用的

“嘅”都无!

24.兰芝睡眠面膜,补水效果一般。一直对棒

子的护肤品没好感,相对于一些补水圣品,只能说

比较鸡肋吧。反正不会再买了。
“程度副词+鸡肋”既可以表示相对程度,

也可以表示绝对程度。例如:

25.很多东西拿回家放着,你会觉得很鸡肋,
扔了又觉得有点浪费,留着你又觉得这个东西不

高级,不好用,甚至还会担心它的安全问题,或者

是质量问题。

26.五菱硬是把最鸡肋的6万元以内这一细

分车市做成了美味的“骨肉相连”。
既可以表示高量级程度,也可以表示低量级

程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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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先生在定做鞋柜时,就特意让厂家把进

深改为25厘米,让玄关显得宽敞些。不过,这样

一来,男鞋只能横放,一双鞋便占据一层。鞋柜变

得非常鸡肋。

28.但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或者单位缴纳公

积金额度较低的市民来说,公积金就显得有点鸡

肋了。
既可以强调主观性程度,也可以表达客观性

程度。例如:

29.除了咨询公司,剧中还有个固定场所日料

店,但有观众认为,陈道明的戏份太鸡肋,与主线

剧情并无关系。

30.移动硬件的低性能,以及有限的游戏资

源,其掌机造型也让这款游戏手机显得十分鸡肋。
同时,“鸡肋”程度化之后还可以带上定语标

记词“的”充当定语,例如:

31.一直觉得联防是个很鸡肋的组织,无非是

给公检法内部人员一些不着调的亲友提供职位,

只能巡逻站岗放哨狐假虎威,这对夫妇应该是开

罪了某位谁遭此横祸,谁都不认识的小老百姓很

多时候只能吃闷亏!

32.同样认为是最鸡肋的tweak,这是我最垃

圾的插件之一,从没有沾过这东西。
“鸡肋”还可以在受到程度副词修饰的情况

下,直接充当心理动词、粘宾动词的宾语。例如:

33.湾湾的这款美白冻膜,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觉得很鸡肋,原理是竹炭深层吸附毛

孔里的堵塞油脂,给毛孔做彻底清洁。

34.《黑夜传说4》终于在北美登场了,凯特·
贝金塞尔回归之作,跟潮打上3D 标签却显得非

常鸡肋,即使首周冠军,但影片的好评率却是前十

里最差的。
总之,发展到这一步,当代汉语的一部分“鸡

肋”已经是比较典型的性质形容词了。表明语义

的发展、演变、转换的后果就是功能的扩展,从语

用固化为语法。
表1　“程度副词+鸡肋”用例对比数据表

很鸡肋 有些鸡肋 有点儿鸡肋 比较鸡肋 挺鸡肋 太鸡肋 最鸡肋 十分鸡肋

CCL 0 0 0 0 0 0 0 0

BCC 26 7 24 2 1 12 6 0

人民网 131 139 57 102 16 19 18 19

百度网 2,670,000 308,000 597,000 4,300,000 118,000 2,000,000 2,590,000 210,000

　　从表1可以看出,“鸡肋”作谓语,受到程度副

词的修饰,在CCL语料库这种传统的语言表达中

不存在,BCC语料库和人民网中开始出现这种语

言现象,在百度网中大量出现,说明这是一种新兴

的网络语言现象,目前还没有完全转变为语法现

象,而是处于语法化的早期发展阶段———语用化。

　　三、“鸡肋”性状化的机制与动因

(一)隐喻与类推泛化

前文已经讨论,“鸡肋”语义及句法经历了四

个阶段的演变。其中,“隐喻转述”和“缀化转类”
两个阶段最为重要,也是导致“鸡肋”形状化的直

接机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鸡肋”本指“鸡的肋骨”,此类物

品常常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们经历的事情

也常常使人陷入两难境地,通过隐喻途径,可以使

特定的物(鸡肋)与具体的两难境地之事 X之间通

过这种语义上的关联建立起一种句法上的联系。

图1

随着“鸡肋”隐喻用法的大量使用,它与两难

境地之事X高频共现,二者在语言使用中的心理

可及度越来越高,“鸡肋”逐渐以概念义表达为

主、性状义表达伴随,而转变为性状义凸显,所以,
“鸡肋”可以限定众多名词,其区别词用法逐渐形

成,并为形容词用法提供句法条件。[6]定语位置与

性状语义互动,导致状态凸显义的“鸡肋”产生,同
样在谓语位置上与之互动形成形容词“鸡肋”。

35.有时候,婚姻对于我来说,如同鸡肋。食

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和丈夫结婚18年,并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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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姻缘那样,爱情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为牢固

的亲情。

36.婚姻就是个鸡肋。与其这样慢慢地窒息

而死,不如推倒重来。与其行尸走肉一般混日子,
不如轰轰烈烈地活出精彩。

37.有人劝女嘉宾,这样的婚姻,不如不要,舍
弃鸡肋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38.看不到前途的婚姻,只能说太鸡肋。

39.春阳居士,让你的婚姻不再鸡肋。
(二)句法与词法互动

无论在“鸡肋”出现的早期还是井喷式发展的

当代,“鸡肋”大量地出现在明喻句和双引号介引

的强调句中。这说明,“鸡肋”的隐喻意义从来没

有与两难境地之事X之间形成一种心理联系,概

念域1鸡肋和概念域2“X”还是两个彼此有一定

相似度的两个域。所以,还需要通过外在的句法

显性标志将二者联系起来。例如:

40.如今,职场中和邵先生一样视工作如鸡肋

的人不在少数,其表现是:感觉工作毫无趣味可

言,而且在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感到紧张、
厌倦又无可奈何,精神处于灰色和被动的状态,缺
乏主动,停滞不前。

当“鸡肋”的状态义被凸显时,可以摆脱外在

的句法标志的控制,二者的概念距离越来越近,两
个概念域彼此融合,在类化“鸡肋X”中,鸡肋和 X
是用两个概念域表达一个概念,而到了“很鸡肋”
中,鸡肋的概念域已经与前面的主语 X之间整合

为一个。

图2

　　41.对于鸡肋般的工作,也可以按这个思路处

理;如果家庭条件允许,或者你找到一份比这份更

喜欢的工作,虽然暂时钱不多,那有什么关系。

42.我想提醒正在遭遇鸡肋型工作的朋友:若
能突破鸡肋的困扰,很可能发掘出潜在的潜能和

机会呢!

43.中孚在政府机关做事,都会在职权移交前

后被嘲笑为朝秦暮楚,毫无贞节,可是经济一不

妥,他这份同辈眼中的鸡肋工作忽然千人羡慕。

44.这份工作再鸡肋一点,也还养活你这么多

年,你瞧这公寓,自成一阁,多么舒服。
例(41)“鸡肋”与描摹对象“工作”内在没有必

然联系,完全通过描摹助词“般”将二者临时联系

在一起,同时使用定语标记“的”组成定中短语,以
“鸡肋”的外形状态来模拟“工作”的现实状态。例

(42)中“鸡肋”和描摹对象“工作”的整合度更高,
不需要定语标记“的”而形成动中短语。随着本体

和喻体之间描摹用法越来越多,二者的心理可及

度越来越高,本体和喻体这两个概念域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近,甚至不需要描摹助词二者之间的关

系也可以体现,这就为发展为状态形容词奠定了

基础。通过比喻使词义发生了变化,比喻是词义

变化的桥梁,比喻为两个概念域整合为一个提供

了理论可能,而语义则是概念整合的现实基础。
例(43)中,描摹助词在隐而不现的情况下,喻体这

一概念域可以脱离本体独立存在,具有一种状态

的描述的功能。

　　四、转化的作用

(一)效果的形象化

指物名词是名词中的一大类。物体在人类日

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在不断地使用物体进行劳作的过程中,人们

已经非常熟悉它的功能和性状,甚至对于物体的

了解程度超过了人类自身。所以,从语言知识的

角度讲,很多事物人们不仅熟知它的概念义,还了

解它的性状义。例如:火的性状是温度高,花的性

状是颜色艳丽多彩。例如:

45.a这个人很火。

b大家对于这个人的熟知度很高。

46.a她穿的衣服很花。

b她穿的衣服颜色鲜艳多彩。

b句比较抽象,远远没有a句那样形象和生

动,同时从心理反应的时间来看,a句理解更加

直接。
“鸡肋”也是如此。作为名词短语,其自身除

了概念义“鸡的肋骨”外,也附带“没有多大价值,
没有多大意义”的状态义。但是,这种状态义是隐

性的,需要使用双方的语言背景去激活,而且,其
状态义也不够清晰。[7]

(二)形式的简约化

另一方面,语言中也不乏已经存在表达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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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47.房屋寸土寸金的时代,极尽挖掘每一平米

的利用价值,是小户型家庭家居搭配的重中之重。
正常功能区间如何再榨出1平米? 鸡肋(想用却

用不起来)空间如何盘活再利用? 畸零空间怎么

利用起来?

48.尽管随后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

公关人士千方百计地帮助媒体将这番表态解读成

并不是“统一真的要退出方便面市场”,但足见方便

面在企业内部的鸡肋(退出与不退出的两可)地位。

49.它的减肥效果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营养专

家确定的是,这可能又是一个鸡肋(没有意义和价

值)的发明,为了“无麸”剔除了谷蛋白和小麦成

分,取而代之,却添加了大量人工添加剂和糖分,
营养大幅降低的同时,让你觉得好像肚子还是空

空的需要补给。
同时,这些表达都是通过短语来体现意义,也

不如“鸡肋”这个词语简洁、明了。

　　五、结语

“鸡肋”是当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

网络新词,其用法已经突破名词的功能,开始向性

状形容词扩展。在BCC语料库中,我们共检索到

含有“鸡肋”的用例954例,具体使用情况见表2。
表2　“鸡肋”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

　 典故及诗歌 名词用法 比拟用法 隐喻用法
定语用法

有标记词“的” 无标记词“的”

谓语用法

程度副词修饰 其他用法

用例 49 10 77 467 91 118 86 56

比例 5.14% 1.05% 8.07% 48.95% 9.53% 12.37% 9.01% 5.88%

　　以上“鸡肋”用法实际上是历时发展的共时表

现。“鸡肋”由一个具体事物名词而产生典故用

法,典故的简明、深刻寓意使“鸡肋”不断被用于比

拟句中描摹抽象事物,随着本体和喻体的使用频

率增加,二者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空间越来越短,
所以,出现省略比拟助词的用法,于是出现了“鸡
肋”做定语的功能,在谓语分布陈述化、程度限定

性状化的功能扩展中,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形象

化和简洁化,“鸡肋”产生了状态形容词的用法,并
在当代网络中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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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ontheCharacteristicofExpansion“jilei”

WANGMi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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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thefunctionalexpansionandsemanticevolution,theword“jilei”hasevolved
fromanountoaadjective.Itsfunctionexpansionismainlymanifestedinthestatementontheposition
ofpredicateanddegreeofcharacteristic.Thesemanticexperiencehasbeentracedfromtheoriginalre-
alstate,tothemetaphoricalpresentationandthechangeofwordclass,eventuallyevolvedtostate
traits.Themechanismsandmotivationsofevolutionaremetaphorandanalogygeneralization,syntac-
ticandlexicalinteractions.Andtheeffectsofevolutionarevisualizationandsimplification.

Keywords:jilei;characteristic;function;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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