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流行语的特征及英汉流行语相互借词现象探析
雷馨怡 郭社森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DOI:10.12238/er.v5i1.4475
[摘 要] 汉语与英语的不断交流使英汉流行语的形式不断丰富,出现了相互借词的现象。本文会试图从
流行语特征和英汉流行语言中相互借词的现象进行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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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onstantly enriches the form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buzzwords, and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loaning words appear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zzwords and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loan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buzz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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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流行语中的英文借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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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表示,1994年以来,汉语贡献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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