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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词典编纂出版的现状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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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媒体是词典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目前对数字化词典的讨论普遍聚焦于多媒体词典或多模

态词典，模糊了媒体融合背景下词典编纂出版的多媒体与多模态的功能差异，使得数字化词典停留在一个较

低发展阶段。文章在对数字化词典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发现在词典编纂方面主要存在混淆多媒体和多模态的

概念内涵、缺乏媒体融合的多模态词典文本、词典文本的组织单位和形态不一致以及缺乏对用户群体的精准

服务等问题，而在词典出版方面主要存在编纂出版平台不统一、词典用户个性化知识需求尚待满足、词典文本

的新媒介尚待挖掘和盈利新模式尚待开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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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Digital
Dictionaries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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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provide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dictionaries.  Current  studies  on digital

dictionaries mainly focus on multimedia or multimodal ones, frequently accompanied by obscuring the functions between multimedia

and multimodalities for lexicographical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which makes digital dictionary

stay at a lower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dictionari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ic-

tionary compilation, such as confusing the concepts of multimedia and multimodal, lacking multimodal dictionary texts with media fu-

sion, inconsistent organizational units and forms of dictionary texts, and lacking precise services to user groups.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shing digital dictionari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exist: the disunity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platform, the need for personal-

ized knowledge of dictionary users to be met, the new media of dictionary text to be tapped, and the new profit model to b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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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译自英语“media convergence”（媒体融合），该理念自 1983年提出以来，已有 38年历史①。融

媒体的核心要义为“融”（convergence），是在各种传播媒体之间实现“融通”，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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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使文本信息能够跨越媒体边界进行传播。它通过多种媒体（全息媒体）和多种模态（全效媒体）将信

息送达任何使用互联网终端的人进行阅读、使用和交换（全员媒体），是一种全程媒体，也被称为全媒体[1][2]。

“中共中央政治局 1月 25日上午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②中国辞

书学会迅速反应，于 3月召开了“融媒体与辞书”专题研讨会，4月召开了“融媒体词典学”研讨会，并在上

海、广州等地召开的全国性词典学研讨会上，都将融媒体词典作为第一议题。可以看出，融媒体对词典

数字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数字化词典的编纂和出版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揭示

传统词典转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融媒体词典的创新和发展奠定基础。 

一、数字化词典编纂的现状及其问题 

(一)数字化词典编纂的现状

数字化词典的类型主要包括手持式电子词典、光盘词典、在线词典、exe安装程序和词典 APP等。

20世纪 90年代，权威的主流词典首触互联网，如《牛津英语大词典》（OED）和《美国百科全书》分别于

1992年和 1995年出版了 CD-ROM版词典，牛津、朗文系列先后推出了光盘和网络词典，我国也推出了《汉

语大词典》光盘版和洪恩在线等，开启了纸质词典电子化的历程。2012年，有着 244年历史的《不列颠百

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全面转向数字出版。同年，麦克米伦首次宣布以后只发布在线版本的词典。

纵观国外牛津、朗文、柯林斯等主流词典，虽然国际辞书界尚未提出“融媒体词典”的概念，但他们以光

盘和网络等媒介开发了光盘版、在线版、手机版和桌面版等，数字化词典已经成为国际各大辞书出版社

的重要出版形式，词典文本已经融入了图片、音频、视频和人机互动等多媒体和多模态元素 [2][3]。我国

“十二五”出版规划 2011年度重大辞书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修订在立项时即计划推出网

络版，权威的学习型词典如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查考型词典如《辞海》和《汉语大词典》

等于 2019年开始都相继推出 APP版和电子版，很快以其实用性、便捷性和创新性广受欢迎，但它们在词

典文本与“多媒体”“多模态”等数字元素的应用方面还稍显稚嫩。

因此，本文拟选取最新出版的国外主流的双解学习型词典在国内用户群体中使用较多的数字网络版

和 APP版作为调研对象，调查它们在编纂原则、体例、词典文本、多模态交互等方面的界面设置和处理

情况。它们是五大学习型词典（Big Five），即《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版）APP版（商务印书馆，

2019）、《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 5版）ISO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剑

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4版）手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柯林斯 COBUILD高阶英汉双

解学习词典》（第 8版）APP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和《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2版）

在线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其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Big Five数字化词典编纂的界面设置情况

模块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9版）APP版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

典（英英·英汉双解）》

（第5版）ISO版

《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4版）手机版

《柯林斯COBUILD高阶
英汉双解学习词典》

（第8版）APP版

《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

词典》（第2版）在线版

文本

定义式释义和对释式释

义；英汉对照例证；主题

搭配专栏；用法说明和词

义辨析

短语释义；双语例证；词

源；词频；词义辨析

“一个词条，一个核心意

义”原则；词频；习语索

引；学习者常见错误和用

法说明专栏；词义辨析

整句释义；双语例证；词

频；词语链；用法说明和

词义辨析

四大首创式专栏：词语搭

配、词汇拓展、论文写作

和隐喻；词频；义项菜单；

用法说明和语言提示

图形 图解词汇
护眼色彩搭配的自然典

型颜色；图释单词和词组
插图 全彩；差别化图解释义

红色基础词汇；红色星号

标示词频高低；插图和图

表；图释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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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化词典编纂的问题

通过对 Big Five的考察，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1. 混淆多媒体与多模态的概念内涵

从上表可看出，不论是 APP版、ISO版、手机版还是在线版，它们的纸质文本在数字界面的立体结

构、多模态功能和智能化技术等方面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以图形、图像、发音、录音、发音对比、

人机对话、虚拟现实等模块功能为主。但我们可以看到，音频、视频等只是词典文本传播的媒体或媒介，

其下包含了多种模态。如音频包含了仿真模态和声音模态，视频包含了动态图像、结构图形、动态语音

和文本等模态 [4][5]。但遗憾的是，Big Five还是存在模糊和混淆“多媒体”和“多模态”的现象，把有图片和

发音功能的看作是多模态。如《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4版）手机版是单机网络词典，它通过联网下

载或导入词典数据包进行离线使用，只提供了插图，视频下的模态是缺失的；而《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

词典》（第 2版）在线版没有人机交互和人人对话的多模态交互。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都未将媒体中的

模态进行融合，也未将模态与文字一样用来表征词条的意义。把媒体与模态的概念内涵混淆，那么词典

的数字化便只是纸质版的电子化。

2. 缺乏媒体融合的多模态词典文本

Big Five在界面的结构呈现上基本一致，都是将纸质内容移植到网络或电子设备上后，运用图片和发音

来优化查询和显示内容，并增加与内容匹配的视频、动画等新形式。如《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4版）

丰富的资讯收藏功能提供了配套的知识服务；除《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2版）在线版外，其余

四部词典都有人机交互的功能，《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 5版）ISO版还增加了人

人互动模块，为编者和用户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但它们都未体现媒体融合的多模态文本特征，文字仍然

是正式词典文本最主要的释义模态。虽然 Big Five已将图形和声音模态参与其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

典（英英·英汉双解）》（第 5版）ISO版和《柯林斯 COBUILD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第 8版）APP版甚至

提供了虚拟现实和手指触发的功能，加入了触觉模态，但其他模态都不直接参与词条的释义和注释，只是充

当附加信息和装饰内容的角色。总之，这些单个模态并未融合在一起来正式构建被释义词的多模态文本。

3. 词典文本的组织单位和形态不一致

Big Five基本上是以词典为单位而不是以词条或词条元数据为单位来编写的，所以词条的释义和注

释并不全面，表现为被释义词的各种语言属性、语域属性、专业属性及其程度大部分未进行明显的标注

和分级，尤其涉及形象化表征语义时提供的图像、音频和视频资源或资料更是如此。仅《柯林斯 COBUILD

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第 8版）APP版采用了差别化图解释义，《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续表 1

模块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9版）APP版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

典（英英·英汉双解）》

（第5版）ISO版

《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4版）手机版

《柯林斯COBUILD高阶
英汉双解学习词典》

（第8版）APP版

《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

词典》（第2版）在线版

音频
牛津原音发音库；真人发

音词典会话

无角度式角色音；英式和

美式发音，录音例句

英式和美式真人发音；选

词发音
英式和美式真人发音

英式和美式真人发音；选

词发音

视频 云服务 超链接 无 分屏视图 动作插画

人机交互

个性化查检和学习功能

（如iwriter写作用词建议
功能）

实时递进检索、模糊搜

索、活用词库功能（如同

义词比较和活用）和虚拟

现实功能（如手动触发、

虚拟空间）

离线查询、单词本功能和

资讯收藏功能；支持3D
Touch手势

强大的搜索功能（如跳跃

查词功能和划词翻译功

能）；支持3D Touch和
Peek手势；可使用
iCloud同步书签

无

人人互动 无
电子邮件往来（用户—用

户；编者—用户）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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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在线版采用红色星号标示词频高低。由于它们未按规范统一的数字编码格式进行编写，也未在数

据库中按立体的组织形式赋予特定标签、存放在特定的地方，因此用户就不能在界面自行设定查询项

目、知识分布和词典文本的呈现结构，包括各类模态信息。

4. 缺乏对用户群体的精准服务

除《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版）APP版和《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2版）在线版外，其

余三部词典都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和虚拟现实；而在用户讨论和互动功能方面却只有《朗文当代高级英语

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 5版）ISO版采用 e-mail的方式让编者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进行了对

话。然而，融媒体传播形态的极度细分和碎片化要求以词条或词条元数据为单位，以便为各层次用户提

供或系统或碎片化的精准服务。Big Five 不能通过编者与用户、用户与用户的直接互动来应对用户查阅

习惯的改变和适应用户新的查阅需求。如不能及时有效地制作和传递自己对词典使用的动态感想或对

词典编写提出意见与建议，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查阅偏好设置精准的查阅范围和方式甚至定制适合自己的

个人词典。 

二、数字化词典出版的现状及其问题

我国数字化词典量的增长很可观，据周致欣和白丽敬 [6]的统计，2012年数字版词典的数量首次超过

纸质版。艾瑞“2012年在线词典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网络查词、翻译服务渗透率已达

73.7%，在线翻译网站、在线词典、下载版词典软件等市场渗透率都在 50%以上，移动端的手机词典

APP总下载量超过 10亿次。自 2013年以来，传统辞书出版量持续下降，据《2019年中国图书出版市场分

析报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传统辞书出版物在 2019年较 2018年总出版印刷数下降 3.1%，与此同时，

数字词典出版增速远高于出版业规模整体增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今至少有 300种网络词典或词典

APP，涉及单语词典、双语词典、综合词典、专科词典、同义词词典等，与传统词典的类型大致相同。通

过对它们出版现状的调研，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一)编纂出版平台的不统一

中国辞书学会 2001年便成立了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着力推进传统辞书向融媒辞书方

向发展，辞书出版社和研究中心也做出大量探索。商务印书馆研发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使词典

从编纂到出版存储再到网络在线发布的全过程都形成了自动化流程 [7]；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牵头研发的

“双语词典编纂系统”是一个一体化数字平台，可以让词典编纂完全做到无纸化，真正实现数字化[8]；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开发的“词典生成系统”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词典的自动生成 [9]。但目

前这些已建立的词典电子数据分散各地，且目的单一，编纂的标准和格式不一致，难以在统一平台中形成

合力，建立起从编纂程序、文本结构到传输方式的多模态词典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尤其是信息文本

的标注和信息文本之间的关联不够规范和深入，使得词典文本得不到深加工。词典文本和多模态的结构

化、碎片化和关联化不充分，导致后期的语义细粒度匹配不够，也就不能创建较强通用性和扩展性的词

典结构化数据加工规则及验证标准。现商务印书馆基于 HTML数据和 XML结构化数据加工提出 BS类

word文件规范和 DTD，但融媒体背景下结构化数据进出对多模态词典元数据的开发利用是比词条更小

的单位，标引加工难度更大，是当下最难以突破的关口。我们至今没有专用的多模态词典数据库，也就不

能以此拓宽词条信息的呈现渠道和方式。

此外，还有从各种媒体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中提取的辞书资源以及中小型出

版机构的小型语料，它们在文本格式和编码方法上更加混乱，为制成适应通用媒体编辑和出版的多模态

词典元数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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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典用户个性化知识需求尚待满足

我们早已熟知，词典用户在词典的整个编纂出版过程中早已不再扮演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而是处于

中心位置。融媒体背景下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环境复杂，持续学习成为自我提升的必需品。词典对我们

而言不仅仅是查检学习的工具，也是信息内容和知识服务。这直接导致词典用户的知识需求更具体化，

在短时间内获得高质量、个性化知识服务的需求增强 [10]。相应地，词典的知识服务需要用新兴信息技术

和知识经济向目标用户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服务，以进一步满足他们的需求，引导他们购买

和查阅。各辞书出版社大展拳脚，打造多个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等来解决当前用户需求是目前较为普

遍的方式。如《辞海》（第 7版）网络版的四大系统（数字资源管理系统、辞书核心网络编纂系统、多元发

布系统和在线知识服务系统）和八大数据库（第 7版《辞海》数据库、历版《辞海 》数据库、《大辞海》数据

库、标准数据库、图片数据库、语文词典数据库、百科辞典数据库和多媒体资源数据库），建立全产业链

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最终成为权威的汉语基础知识服务引擎，以适应用户获取、查阅和应用信息的全

场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3版网络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和专题知识数

据库较之第二版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更好地适应了互联网时代读者阅读使用新需求。

首批条目已于 2021年 7月 24日发布，并且将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条目内容、优化网站功能体验③。

根据用户需求封装辞书数据库以此提供顶层产品库，在界面设计和呈现上简化了用户获取、使用知

识的流程。各移动客户端以及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优化了知识获取的体验感，帮助词典用户

对查阅内容的深入理解。为适应互联网、移动应用的普及，知识资源呈现出多模态、多类型等特点。单

语词典的语义化趋势逐渐显现，如基于知识对象关联、可视化释义等。这些都为词典释义内容的呈现在

便捷性、个性化方面进行了大幅创新，提高了知识服务的层次与质量，增强了用户的产品粘性。

尽管如此，针对具体用户需求的精准服务方面各大辞书数据库都未提出切实的规划，如何契合用户

碎片化的动态需求提供即时的服务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融媒体时代，各大辞书数据库需充分运

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更完善精准的知识服务系统，嵌入用户查阅检索、获取和利用信息反

馈的全过程链，根据每一环节的用户行为来发掘潜在的词典文本需求，进而创新服务模式。 

(三)词典文本的新媒介尚待挖掘

词典用户使用需求标签化、信息查阅碎片化、查阅路径网络化，这些使用习惯的新变化让在线查阅

和移动终端使用成为全民词典用户的常态 [11]。纸质版词典相继推出网络版、在线版等，融合多媒体资

源，覆盖各类终端，满足用户随时随地查询的需求。特别是大型辞书出版趋于数字化和新媒体，其数字词

典应用的传播媒介引领行业出版的方向，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具体的传播媒介见表 2。

表 2    词典文本与传播媒介的融合情况

传播媒介 《辞海》（第7版）网络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3版）网络版
《汉语大词典》（第2版）网络版

《辞源》（第3版）
网络版和U盘版

出版媒介

网络传播

微信

社交网络

网络传播

社交网络

网络传播

社交网络

网络传播

社交网络

简易信息聚合

逻辑媒介

图片

音频

视频

动画

3D动态模型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

纸网互动（二维码链接）

图片

音频

视频

动画

动漫

三维模型

纸网互动（二维码链接）

图片

音频

视频

图片

音频

视频

纸网互动（二维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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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融媒体应用到词典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弄清楚词典文本可涉及的传播媒介。融媒体的出版媒介是

发布信息内容的不同方法，通常以互联网为基础。可以看到，这些词典的网络版都离不开网络传播和社

交网络的渠道，《辞海》（第 7版）网络版还可以通过其微信公众号进行使用，是应对用户查阅习惯改变的

积极动作。但这些词典在电邮、短信、微博、广播等其他出版媒介方面尚未涉及。而出版媒介传送的逻

辑媒介形式多样，除音频、视频、动画、立体模型等基本媒体外，还有 VR和 AR的视触觉模态的传播处

理。值得一提的是，与国外词典逻辑媒介不同的是，除《汉语大词典》（第 2版）网络版外，其他词典都运

用了我国用户使用较多的二维码链接实现纸媒与网媒的互动，有效兼容了纸质版与数字版的出版与使

用。这些媒体适用的终端设备主要有电脑端（包括个人电脑、平板电脑等）、手机客户端、电子阅读器、

媒体播放器等，《辞源》（第 3版）U盘版还可以由 U盘接受和播放。但电子记事本、电子穿戴用品等其他

移动阅读终端尚待进一步的挖掘和融合。 

(四)盈利新模式尚待开创

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词典的编纂出版需要长时间且大量的成本投入和资金支持，虽然国家和教育层面

的项目支持可帮助投资建设，但是后期的运营维护、迭代更新都需要辞书出版社保持以一定的销售或盈

利收入持续地投入，以此来实现融媒体词典的规模增长。我们以国内最新出版的影响力较大的语文词典

数字版为例，抽样调查它们盈利模式的现状。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这四部词典其实代表着 3种盈利模式：半免费、半收费；前期免费、后期收费和完全收费。半免费和

半收费是指基础功能免费对外开放，高端功能如全面、丰富和动态的信息查阅等要求收费。如《现代汉

语词典》（第 7版）APP版就有不少使用限制，收费版的功能会更加齐全。而前期免费、后期收费是指给

用户 1到 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内免费，超过期限便收费。如《辞海》（第 7版）网络版是汉语的查考型

语文词典，在购买纸质版后会赠送 5年的数字版使用权，使用期后交费才能使用。而完全收费是指用户

只有交钱才能下载或使用[12]。如《汉语大词典》电子版是按年收费，不能一次性买断。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这些权威词典的纸质版早已占据了国内市场的绝对份额，垄断性强，几乎不可

替代。词典本身的销售就是辞书出版商的收益。所以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它们的数字版都采用收费或

续表 2

传播媒介 《辞海》（第7版）网络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3版）网络版
《汉语大词典》（第2版）网络版

《辞源》（第3版）
网络版和U盘版

物理媒介

电脑端

手机端

电子阅读器

电脑端

手机端

电脑端

手机端

电脑端

U盘
媒体播放器

表 3    语文数字化词典盈利模式抽样调查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版 《新华字典》（第12版）APP版 《辞海》（第7版）网络版 《汉语大词典》电子版

宣传亮点
智能词典助手；提供快捷查询

和学习功能

二维码扫码看书写笔画、听

读音

知识导图；较多的3D动态模型；
可在电脑网页、手机应用和微

信公众号中使用

可完全离线使用；拍照扫描查

词；释义网络查询；生词同步学

习、收藏和复习

盈利模式

半免费，半收费（每日限查2个
词；0.1元预购，指定期限内以
40元购得可享受全功能使用，
期限后售价为98元）

半免费，半收费（每日限查2个
字；注册并下载扩展包后可取

消限制，注册需交费40元）

前期免费，后期收费（每日限查

6次；购买纸质版赠送5年网络
版使用权，购买需98元/年）

完全收费（按年收费）

用户评价

“支持知识付费”；“价格可以

更亲民些”；“APP应是购买纸
质词典的附带服务”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

“价格接近一斤猪肉的价格”
“价格过高”

“每个词能链接到原书的扫描

页面就完美了”；“不要收年费，

一次性买断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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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收费的盈利模式，且价格普遍偏高。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APP版售价高达 98元，与纸质版并

无差别；就算是《新华字典》（第 12版）APP版只收费 40元，也被用户调侃为“价格接近一斤猪肉”。而

《辞海》（第 7版）网络版和《汉语大词典》电子版都是按年收费，前者每年的售价也高达 98元，虽然它每

年都会有内容的更新，但从用户的评价可以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认为价格过高，按年收费还不如一

次性买断。而且这些词典依靠出售登录账号或屏蔽词典功能来盈利，在一定时期内难免会被那些质量不

高且长期免费的词典挤压，削弱词典编纂的资金来源。

数字词典多半采用免费或半免费的盈利模式，大多数用户也倾向于使用免费词典，这与纸质词典的

盈利模式完全相悖，是辞书出版机构面临的时代难题 [13][14] [12]。其实我国台湾的一些词典，还有国外的优

秀词典在出印刷版的同时也出网络版，大部分免费，只有少数收费。国外权威的辞书出版社让免费词典

靠对纸质版的宣传、点击量或广告盈利，收费词典的效益便因此大幅增长，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牛津英语

大词典》（OED），其网络版收费和盈利都很成功。我国辞书学会的李宇明会长在 2019年的新时期辞书学

与辞书发展研讨会上建议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优势，国家层面出面购买这些优秀词典，放到网

上供大家免费使用。

事实上，融媒体背景下辞书出版社依靠与技术供应商（网络、语言技术、电子通信技术等）的通力合

作 [15]，形成它们共同的技术基础 [16]，可为数字化词典尤其是中小型数字化词典的盈利引进新的渠道。这

些技术供应商包括信息技术公司、云平台、搜索公司和数字化词典的终端厂商或运营商，他们在产业市

场的颇多收益开拓了广阔的多元化经营模式，给辞书出版社的收益分配带来了新的机遇。专业辞书人才

编纂优势和技术平台传播优势的强强联合，可开创数字版和纸质版齐头并进的出版模式，数字版丰富全

面，纸质版权威规范。 

结语

融媒体是词典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与此同时，数字化词典的编纂出版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融

媒体与词典在编纂出版方面的融合是全方位的，是从资源、文本、模态、媒体到用户的融合，甚至还包括

传统词典与融媒体词典的兼容与共存，实现词典资源和信息的呈现由静态到动态的有效整合。具体说

来，词典资源涉及人才、语言和数据，其中：人才是后两者发展的先决条件；词典文本涉及词典信息表征

的多模态化、词典文本的组织数据化和词典类型的全功能，是融媒体词典创新的实质内容；数字媒体涉

及词典文本传输的全媒体化、词典查询智能化和人机交流互动化，是融媒体词典创新的技术保证。而用

户涉及最终的数字词典体验，对他们而言，词典不是咨询过程的终点，而是通过词典检索可以获得各类词

典的外部信息。词典数字化转型所涉环节之多、领域之广、程度之深是传统词典编纂出版未曾面对的，

这需要我们做好当前数字化编纂出版趋势的现状和实践特征的调查来发现现存的主要问题，从而对症下

药、攻坚克难。其中，数字化和互联网通信技术、媒体融合技术和语言技术是保障，多模态词典文本和词

条元数据是关键，用户智能查阅需求和习惯是落脚点。另外，数字媒体使用的词典文本知识产权在网络

空间中的安全问题也是制约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词典发展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提出融媒体词典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取代纸质词典，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数字词典在当今融

媒体背景下更细致的研究和更长远的发展，甚至为探索纸质词典与融媒词典的有机融合提供新的视角和

参考。从“平面词典”到“融媒词典”的理念过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改进数据分发和信息检索结构，最终

都以设计和用户界面呈现出来的效果为检验标准。现阶段很多汉语的单语学习词典或对外汉语词典等

正基于“两微一端”词典信息传播和知识服务现状的调查分析挖掘和突破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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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Ithiel de Sola Pool于 1983年在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中提出“the convergence of modes“，初步形成“媒体融合”的理念。
② 参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相关报道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5/c64094-30590946.html。
③ 参看新华网的相关报道《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首批条目发布（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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