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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外来词在词汇学领域备受关注,商务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并且在跨
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时广泛应用。各国商务词汇在和我国的频繁交流中不断地丰富,同时也丰富着着商务
类汉语词汇。专家学者们对于外来词的研究从未止步,近百年来在该领域的贡献十分显著。很多专家学
者对于外来词的特点,来源以及对汉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还有一部分专家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编撰以及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成果颇丰。但是他们专门针对商务外来词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不同于以往专家学
者们研究的是,本文将主要从商务外来词出发,以知网中的相关文献为资料来源,尽可能多地搜集迄今为
止的商务外来词,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商务外来词的具体来源,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于商务外来
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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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oanword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lexicology. Business loanwords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and are widely used in cross-border trade. The business
vocabulary of various countries is constantly enriched in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nriches the business Chinese vocabul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never stopped their research on
loanwords, and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in the past century.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sources and influence of loanwords on Chinese, and some expert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dictionary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business loanwords. Therefo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this paper will mainly start from business loanwords, tak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collect as many business loanwords as possible, take th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sources of these business loanwords, which will help to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o business
loan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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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了商务类外来词的引进和

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

发展,并且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

上的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自人类社会出

综述,简要介绍国内外对外来词的研究,并且介绍了文献库和知

现以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词汇的输入与输出,任何国家的语

网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以及这些文献的贡献；第三章

言都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词汇,我国也是这样。

介绍了商务外来词的总体概况；第四章简要介绍商务类外来词
引进的不同来源和具体数据。

商业词汇其实并没有十分具体的界限,它的专业化程度与
化学,生物等科技领域相比较的话是比较低的,商贸人士在进行

1 绪论

商业活动时不仅会涉及到专门的商业词汇,同时也会大量运用

1.1背景

其他领域的词汇,这与他们所从事的具体行业是具有极大相关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
“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

性的。比如说两家从事生物制药的跨国公司进行商贸活动,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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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交易的药品可以列为商业词汇吗？显然是没有明确的划分

也囊括在了他们的研究里面。因此要对商务外来词进行浅析,

的,不过总体而言,商贸词汇大致上包含经济贸易等相关的词

首先就要了解‘外来词’。

汇。本文将简要介绍迄今来源于不同国家的商务外来词。

王德春先生曾说：“新词新义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产生

1.2研究目的

新词新义的方式也很多,有构词、借词、仿造词、旧词复活、作

二十一世纪以来,外来词日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专业

家新语、派生新义、词类转换、词缀新义、潜在词等等。”其中

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商业外来词作为比较具有专业性的词

“借词”就是指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词汇在长期的文化碰撞下进

汇,对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丰富着

入另一种文化并慢慢地融入该文化新的语言现象。
“借词”其实

各国的商业词汇。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外来词的研究从未止步,

就是指”外来词”。不同专家学者对于‘外来词’有着不同的定

对于外来词的历史沿革了解也十分透彻,但是对于商业类词汇

义和划分。美国语言学家Bloomfield认为”外来词“是“一个

的历史沿革鲜有文献记载,本文试图了解商务外来词的不同起

民族从一个民族借来的词汇”。就拿英语举例,英语中的词汇有

源,希望对商业外来词的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上万多都来自于其他国家,很多英语词汇源于法语,汉语等等。

1.3研究方法

俄国的辛页菲莫夫认为：
“在十九世纪研究的外来词可以被理解

1.3.1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

为”从一种语言借入到另一种语言的词和单独元素”。高名凯,

搜集并整理知网,万方中商务外来词的相关文献,对其中的

刘正埮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了一般的汉语外来词,

理论知识和词汇资源进行整合与分析。

包括一些普通词汇和一些涉及商务领域,科学技术等专有领

1.3.2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域的词汇,同时也考察了外来词的词源,对不同的外来词的具

要想对商务类汉语外来词有深刻的了解和掌握,最基础的

体来源进行了探讨和划分,比如说,“economy’是源于日本的

是要对外来词有一定的了解,对其定义和分类等有比较清晰的

词汇。这些研究对于后来的日益深刻的挖掘和研究都有具有

理解,同时还要运用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一定的分析,从而在数

极大意义。

3 商务外来词总体概况

据支撑下进行自己的论文。

2 文献综述

3.1数量探索

本文试着浅析进入中国的商务外来词的历史沿革,如果在

编于1984年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数据显示,商务类的汉

知网以‘商务外来词’为关键词得出的文献总数为173篇,其中

语外来词有将近56个。这些外来词分别为：

没有完全针对商务外来词的研究,汉语外来词的专门研究有将

“单利登记电话独占吨复制概算高利贷公债公营(国营)故

近30篇,对于汉语外来词历史沿革的介绍非常少,所搜文献大都

障关系广告国际国库国税回收机械集团集中计划技师记录交换

集中于汉语外来词的总体分析以及特点之类。若以“汉语外来

交际介入进度进展经费经验具体决算会计劳动者类型了解理事

词”为关键词,得出的文献有1268篇,其中将近一半文献对“音

年度评价权益入口入场券社交生产关系生产力实绩法人手工业

译词”,“字母词”等词汇特征进行研究。

输出输入统计证券政策清算重工业自由电子服务国际集团计划

对外来词的研究代表性的有：高名凯、刘正淡合著《现代

劳动明细账专卖储蓄贷方动产分配公债国库基准借方金额金融

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朱永锴,林伦伦的《二十年来现代汉

经经济学景气企业商业剩余价值实业所得税业务债权预算通胀

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1999),张荩文的《历时变化中

投机投资现金消费协定所有权信托信用债务证券指数质量仲裁

的现代汉语词汇共时研究——结合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分析不同

资本保险舶来品不动产财团财阀生产市场银行日程最惠国”。

时期现代汉语词汇特点》(2016),刘荣,潘贵生的《现代汉语词

这是1984年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数据,因为编写时间较

典》所收英源外来词使用状况考察(2019),张洁的《语言接触角

早,所以它的数据是很有局限性的,没有包含1984年以后引进来

度下的英源外来词的发展》；王雯的《改革开放以来日源外来词

的商务外来词。

研究》,刘正淡,史有为合编《汉语外来词词典》和史有为《异
文化的使者—外来词》等等。

高名凯先生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有外来词7802个,其中
英源外来词3407个,这些外来词涵盖涵盖机械制造,生物制药等

意大利专家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

诸多领域,其中经济贸易类有46个。其中收录的英源外来词比较

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具体介绍了十九世纪汉语中的外来词

少,分别为：
“华尔街(Wall street),按揭(Mortgage),首席执行

的发展和变化。史有为在《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中尽可

官(CEO),世界贸易组织(WTO),道琼斯指数(Dow Jones Indexes),

能详尽地罗列了一些不同来源的外来词。史有为还在《汉语外

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

来词》中对外来词的类型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从语义类型的角度
将外来词划分为“语词类”和“专名类”,我们可以了解到外来
词从不同的类型可划分为商贸类文化类、科学技术类等等。

3.2来源浅析
陈雪在“《当代汉语词典》——外来词收录研究”中对《现
代汉语词典》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外来词进行总结和分析,发现总

这些文献都是从“外来词”出发,虽说并没有专门从商务外

共有将近200多个来源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外来词,笔者通

来词的角度进行探讨,但商务外来词作为“外来词”的一部分,

过统计发现其中涉及到商务领域的相关词有将近24个左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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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D(广告),CBO(首席品牌官),COO(首席运营官),E-Bank(电

外源词的引入商务类外来词一直占据不小的比例,这说明

子银行),FI(金融机构) 等等,这些词汇大多数都来自于美国,

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这些外来词也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

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是日本。

统,推动了汉语的发展。

4 商务外来词引进来源

本文通过对外来词的内涵进行较为深刻的解读,介绍了迄

4.1日源商务外来词

今为止我国外来词的具体来源和数量,并通过总结和分析商务

史有为认为日源外来词分为“日语汉字词”和”回流汉字

类外来词的来源更加了解商务类外来词的引进趋势,分析其与

词”。
“日语汉字词”是指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词汇,这些日源外来

外来词的不同。

词对我国汉字的丰富和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回流汉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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