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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借鉴现代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和功能句法学方法，对现代汉语语法中

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功能分析。本书涉及的研究方面有：

１．主位结构研究。从宏观上观察口语句子可以看出，不管是对话还是

独白，汉语都有一些明显的强化主要信息、弱化次要信息的手段，这种着眼于

信息传递策略的结构分析就是主位结构的研究。本书详细研究了主位结构

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价值，重点分析了汉语口语里主位结构的两种典型的表现

形式。

２．焦点结构研究。本书首先从系统的角度区分出了汉语里的两种不同

性质的焦点：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指出，对比焦点得以突出，有赖于调动特

有的形式标记手段；常规焦点得以突出，则导致了一些语序的变化。书中着

重分析了动词宾语和动量成分、趋向成分的语序问题，从中可以看到语序变

化中的焦点表现。通过焦点结构的分析，使过去研究中的一些孤立的句法一

语义规律获得统一的解释。

３．语法化研究。功能视点把语言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着眼于语

法规律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有利于了解其功能实质。每个语法范畴背后都有

一部功能调整的历史。本书着重分析了指代范畴、尝试范畴等的语法化历

程，得出了范畴虚化的若干规律，从系统内功能分配和方言对比中探求形式

演变和兴替的动因。

４．词类功能与句法功能的研究。本书专门对汉语主要词类的认知基础

进行了探讨，从名词的空间性和动词的时间性出发，解释了词类活用现象和

领属结构的语义构成，并以性质形容词的界定问题为例，说明词类与句法成

分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一篇译文也是这个问题中一项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论

文，作为附录收在书后。

本书的用例大多取自北京口语。材料来源既有书面材料，也有录音材

料，都是典型地反映北京口语特点的例子，这种取材方式不仅提高了语料的

纯度，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序

张伯江和方梅同志多年来从事汉语语法研究，我对他们的研

究比较熟悉，我自己近些年的研究跟他们的研究范围和路数也比

较接近。因此作为“ 知情人”和“ 同道人”借此机会对他们工作的出

发点或追求的目标作一点介绍。

如今有个时髦提法叫做“ 跟国际接轨”，好像没有遭到多大的

非议，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跟国际接

接轨，一定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甚至反对。即使不说“ 我们汉语

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也会强调汉语有汉语自己的特点，应当

创立我们自己的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遵循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只

会使我们的研究误入歧途。应该承认，不顾汉语的实际，盲目地搬

用国外的东西，这样的“ 接轨”必然是要翻车的。但是如果我们能

够紧密结合汉语的实际，又能适当借鉴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改变

一下我们原来走惯了的老路子，这样的“ 接轨”就不仅是可取的而

且是必要的。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很有点这种接轨的味道。书

“名 功能语法”就译自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内容上的“ 主位”和“ 述

位“”，焦点结构“”，语法化“”，语法等级“”，典型理论”等等，几乎都

是当今国外语言学常用的术语和理论。然而这些术语和理论在本

书中又是跟汉语的实际相结合的，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在努力实现

这种结合。

对待国外语言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跟我们怎样看待一

种语言的特点或个性和语言的普遍现象或共性有关系。本书的作

者和我都认为，研究汉语只有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



来考察，才能对汉语有更深刻的了解。世界上的语言千变万化，但

是“ 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语言的变异是有一定范围、受一定

限制的。某些看上去是汉语特点的东西其实是语言共性在汉语里

的具体反映。我曾举过一个例子，这里不嫌重复再来说一下。“ 张

三跟王五一起把礼物送给李四”这句话里“，张三”是主语“，礼物”

是直接宾语“，李四”是间接宾语“，王五”是旁语。可以分别提取这

些名词作为一个名词短语的中心语，从而变换成：（ ａ）跟王五一起

把礼物送给李四的那个人（ 提取主语）。（ ｂ）张三跟王五一起送给

李四的那件礼（物 提取直接宾语（），ｃ）张三跟王五一起把礼物送给

他的那个（人 提取间接宾语（），ｄ）张三跟他一起把礼物送给李四的

那个人（ 提取旁语）。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取间接宾语和旁语时前

头必须要有一个代词“ 他”来复指提取的名词，缺了“ 他”就不合语

法，这就是说提取间接宾语和旁语要受一定的语法限制。汉语语

法中的这一现象早就有人注意到，如果只限于考察汉语，或只是将

汉语跟一种外语（ 如英语）作一比较，人们很可能认为这是汉语语

法的一个个性。那么在其他语言里情形如何呢？英语跟汉语不一

样，类（似 ｃ）（和 ｄ）的变换不受限（制 不加复指的代词），泰米尔语只

有类（似 ａ）的变换不受限制，波斯语的情形跟汉语一样（，ｃ）（和 ｄ）

的变换受限制ＴｏｂａＢａｔａｋ语则只（有 ａ）的变换不受限制。世界上

的语言都不外乎这四种类型，由此可以归纳出一条普遍规律或共

性，即上述变换遵循一个语法等级，就是“ 主语＞直接宾语＞间接

宾语＞旁语”，意思是说，对所有语言而言，如果提取等级上的某一

项不受限制，那么提取该项左边的各项也不受限制。比如说，如果

发现一种语言提取间接宾语不受限制，那么提取直接宾语和主语

也不会受限制。不可能有一种语言，提取间接宾语不受限制，提取

直接宾语或主语反而受限制。可见各种语言都遵循上面的语法等

级，差异只是在那个等级上的截止点不同而已。通过普遍的语言

调查发现这样的语言共性正是当今国外功能主义语法和语言类型



学取得的重要成果。无庸讳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落后

了。除了国力的原因，我们对世界上其他的语言不像人家那么关

心。我们不要老是从汉语出发来看别的语言，也应从世界语言来

反观汉语，这样做不是要忽视汉语的特点，恰恰相反是为了对汉语

的特点有更深刻的了解。老老实实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

及其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就会有更大的收获，不然的话，

“ 要创立我们自己的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恐怕只是一句空话。

在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时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吕叔湘

先生把这种倾向归纳为“ 空谈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

些中国实例，也不怎么恰当”。本书的作者不想沾染这样的毛病，

他们通过调查北京话口语收集了丰富而生动的实例，书中引用的

只是一部分而已。

语法研究的目标可以是描写语法现象，也可以是解释语法现

象。吕叔湘先生在给《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的题词中说“：指明事

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

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对语法现象作出解释应该也是语

法研究的“ 最终目的”。本书的作者不满足于仅仅描写语法现象，

而是想把描写跟解释结合起来。

解释语言现象是当今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共同追求

的目标。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内部去寻找解

释，后者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外部去寻找解释。所谓从语言结构内

部去寻找解释，其实就是认为语言的普遍现象是天赋的，是人类天

，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假设生的语言能力。从功能主义的立场看 ，因

为它无法用独立的证据来验证。功能主义从语言结构的外部寻找

解释，这个“ 外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功能。世界语

言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语言的

结构就是为信息交流的具体需要而不断自我调适的结果。本书用

“ 主位结构”“和 焦点结构”来解释一些语法现象就是出于这样一种



考虑。二是从认知上来解释。功能主义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也属于

人的一般认知能力，各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异同实际上是各民族在

认知方式上的异同的反映。譬如上面说明的那个主语、宾语、旁语

的语法等级反映了不同的语法成分在认知心理的“ 显著度”（ 引起

注意的程度，大脑储存和处理的难易程度）不同。本书对词类和句

法功能的研究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三是从语言的历时演变来

解释语言的共时结构。语言演变是无休止的，语言的共时结构只

不过是历时演变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语言结构演变的原因有

的是为了适应新 交流的需要，有的是人在认知上不断环境中信息

通过联想、类推等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本书专有一部分是关

于“ 语法化”的研究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总之，本书在描写和

解释的结合上作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深入，应

该说是一个进步。

我国对国外各种功能主义学派的介绍已经不少，但是我们更

需要的是结合汉语的实际研究，本书正好适应这种需要。作者在

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没有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采众长，凡是对

汉语语法适用的就不妨拿来用上，这样做可以避免汉语事实受某

一理论体系的束缚，可也一定 了本书撰写的系统性。程度上减弱

既博采众长，又系统性强，这当然最好，但在两者还不可兼得的时

候，要是我也是宁要前者而暂时放弃后者的。

沈家煊

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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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材料与方法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

第一章　　汉语句法的功能透视

十五年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集中在

句法结构的形式分析上面。自８０年代后期起，汉语语法研究开始

引入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功能主义的语法分析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对汉语语法结

构的决定作用研究，篇章中的回指现象及省略现象的追踪研究，与

预设有关的句法语义现象研究等。这些研究显示了如下特点：１

突破了形式研究中只以内省的句式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更多地注

意了各种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对话语组织的影响；２．突破了形

式研究中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型的异同的做法，而较多地注意实

例的多寡所反映出的倾向性的规律；３．突破了形式研究中把对象

看成一个静态的成品的做法，而较多地当做一个动态过程看待，研

究听说双方的语言认知策略；４．突破了形式语法孤立的看待句子

（ 甚至只是一个结构）的做法，而十分重视联系语境进行分析。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还只是初步的，因此其主旨和操作方法上

与传统的结构形式分析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国

外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即极端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句法结构的

自主性、独立性和极端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语言结构对功能因素

的绝对依赖性）之间的争论迟早会在汉语语法学者中间展开。因

为一方面，汉语语法研究中较重视结构形式的一些学者已经发现

功能因素对他们的一些干扰，而纯用形式描写已开始捉襟见肘；另

一方面，注重功能的学者基本是在传统形式语法的框架基础上进

行功能分析的，往往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形式分析的若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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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进一步研究。这两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语法研究还不很成

熟，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 应看到他们的研究之间的互补

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地说，面对一个或一组语言现象，

可否考虑先分析出哪些是功能因素，再确认哪些是句法结构形式

自主的事实，以免只从一端分析难以贯彻到底？遗憾的是，过去

的语法研究中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辨析，造成了某些混乱局面。这

里以一些近年来语法分析中的热点问题为例，说明区分功能因素

和句法因素将对我们认清语法事实有所帮助。

１．１语体制约和语义制约

不同语体的语料混合在一起没有同质性，因此也得不出可靠

的语法规律，这一点朱德熙先生和胡明扬先生都有过很好的论述。

他们一再强调了书面语和口语语体区分的重要性，其实，从更严格

的视点来看，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仅是最基本的一种，语言成品常

常是不同语体不同程度地糅合的结果，语言研究者的任务首先是

辨析清楚各种语体，然后分别研究其中的规律。例如首先可以分

出独白语体和对话语体，独白里又可分为叙述体、论证体、说明体、

劝告体等，对话里还有日常对话和特殊对话的区别。廖秋忠《 篇章

中的论证结构》（《 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是论证文体的

研究；徐赳赳《 叙述文“中 他’”的话语分析（》《 中国语文》１９９０年第５

期）是叙述文体的研究；沈家煊《 不加说明的话题（》《 中国语文》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是对话语体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沈文还着眼

于对话语体和独白语体的联系，特意进行了对比研究，显示出区分

不同语体进行研究的深刻解释力。

然而，在以往的语法研究中，语法事实所受到的语体制约常常

被当做语义制约来看待。例如有些著作研究受事主语句时，注意

到了被字句和非被字句的区别是叙述句和说明句的区别，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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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被字句有时不能变换为被字句的原因时，却往往归因于是否需

要突出被动关系以及是否表示愉快的事情。其实，以“ 信写好了

→＊信被写好了”而言，在某些方言口语里后一句未必不能说，即

便是北京话里也有相应的“ 信给写好了”的说法。箭头前后两句的

区别仅仅是语体表达功能的差异，而不是语义制约的结果。这一

个小小实例的分析足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将启发我们

对汉语基本句式的描写研究进行反思：我们此前对于汉语里主动

句与被动句、施事主语句与非施事主语句“、把”字“句 被”字句与一

般叙述句之间的对比分析，有哪一项研究是在严格进行了语体分

析的前提下进行的？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语体分别是这些句式功能

语义差异的全部原因，但是，对语体制约没有清醒的认识，是否已

经在我们的研究中造成了某些混乱呢？

国外学者对语体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比我们高，他们的做法

有十分严格的标准和可操作性。我国过去在作文教学和修辞研究

中对语体有过许多探讨，但语法学兴起以后却没有充分重视语体

对语法的影响，我们应该学习国外学者的科学态度和系统思想，从

汉语实际出发，对汉语语体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写出一些针对不同

语体的语法研究报告来。

１．２篇章单位与句法单位

应该承认，篇章结构和句法结构分属不同的系统，篇章单位与

句法单位虽然时有对应（ 如句法上的主语有时就是篇章里的话题，

句法上的宾语有时就是篇章里的焦点等），但它们在各自系统中的

功能不同，也就不能等量齐观。过去的语法研究中，常有简单地把

篇章单位的某种功能赋予句法单位的倾向，也造成了一些系统上

的混乱。

比如我们发现．领属结构作主语的句子和所谓主谓谓语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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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句之间有着惊人的功能联系，而这几种句式在过去的句法分析

中常常被看作是渺不相涉的。有一部译制片《 情人》中有一句台

词，同时出现的配音和字幕小有差异：

ａ．中国人的婚姻皆由父母作（主 字幕）

ｂ．中国人哪，婚姻都是由父母作主（的配音）

两句话作句法分析，结构不一样，第一层次的主语分别是“ 中

国人的婚姻（”ａ）与“ 中国人（”ｂ），然而从篇章角度看，二者的话题

成分都是“ 中国人”，因为其后续句仍是就“ 中国人”展开评论的。

以前人们讨论话题成分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从句法

上可以切分出来的成分上，如主语、状语或全句修饰语等，却往往

不能承认这种定语成分作为话题对全句的支配作用。从篇章功能

来分析，下面四句几乎是等价的：

ａ．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ｂ．我的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ｃ．我跳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ｄ．我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Ｓ

／

１Ｔ１ Ｃ

／

２ ２Ｔ Ｃ

Ｔ１＝我 ２，Ｔ＝舞／这舞／跳舞

这个现象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篇章单位与句法单位的不一

致性，二是篇章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不一致性。

面对一个或一组句子，看来首先应该进行功能分析，划清篇章

层次，再看哪些是可以进行句法分析的， 了父哪些不必。“ 王冕死

亲”在语法论著里成了经典例句，可要是把这六个字说给一个没学

过一点儿语法的人听，人家会问“：死了父亲怎么啦？”可见，这六个

字是否成句大可怀疑。我们不妨找来其原始出处略作分析：

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此人姓王，名冕、在诸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

县乡村 住七岁上死了父亲里 ，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去读

（书。《 儒林外史》）

从篇章角度分析，一段话总是先交代出参照点，这种参照点可以是

时间／空间的，也可以是人物／事物的，下面的话总是在其制约下展

开评述的“。元朝末年”是第一个参照成分，交代了时间“；此人”作

为一个角 表明六句段所说的色参照成分，支配着下面六个句段，

都是与这个人物有关的事情；“ 七岁上”作为又一个时间参照成分，

支配着下面三个句段，表明三句段说的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事。

主观地把一个较大的参照成分安到某个句段的句首是很危险

的，比如最后一个句段，说“成 母亲供给他到村学堂去读书”似乎也

成话，但联系上文一看则发现语义不仅如此，因为“ 做些针指”与

“ 供给”间的语义关系被割掉了。把“ 王冕”安“到 死了父亲”前边也

存在同样的逻辑错误。做句法分析可以研“究 死”“跟 父亲”间的结

构关系，却不必关心“ 王冕”与“ 死“”、死了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

其间原本不存在句法关系。

１．３篇章功能与句法功能

过去人们注意到了句法结构跟某些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因素的

联系，如停顿、轻重音、句中语气词的运用等，用以判断某种句法性

质。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是主谓结构之间常常可以加上句中

语气“词 啊、吧、呀、呢”等把主语和谓语隔开，即便是看到了这种特

征与主谓结构的分布并不完全对应的学者，也还认为它是主谓结

构的典型特征，而把二者的不相重合之处解释为范畴的模糊性。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句中语气词所隔开成分的复杂程度是超出我

们想象的，如：

人ａ． 家呀，说咱们这招牌跌份！

人家说呀咱们这招牌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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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咱们这招牌呀，跌份！

ｂ．我吧，从小就羡慕一种职业⋯⋯

我从小吧，就羡慕一种职业⋯⋯

从小吧，我就羡慕一种职业⋯⋯

从小我吧，就羡慕一种职业⋯⋯

我从小就啊，羡慕一种职业⋯⋯

我们赞成在认知语言范畴中引入原型范畴理论，但诚如其主张者

所指出的，如果某一范畴体现出的多种功能之间存在不平等性，我

们可以取其优势分布作为基本确认框架。但据我们考察，首先，语

气词出现在主语成分之后的并不占绝对优势；其次，出现在语气词

之前的不仅有名词性成分，还有副词、连词、动词等，因此也不足以

据此把主谓结构与其他结构区分开。但语气词在句中的分布并不

是随意的，它永远不会在焦点信息所在的最小结构里。我们的认

识是，句中语气词实际上是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结构心理切分的手

段，并不与句法成分相干，它们只体现篇章功能，而不体现句法功

能。

句法分析的结果有时不能反映篇章功能，比如指示词“ 这／那”

直接加在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前边，句法上只断言它们是同位结构，

就不再管其他了。但我们注意到在以下三种说法里：

ａ．这老王，嘴简直跟城门似的。

ｂ．这人哪，就是不能太善

ｃ．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读为ｚｈèｉ，重读；ｂ句‘“ 这”读ａ句“ 这 为ｚｈｅ，轻读；ｃ句“ 这”读为

ｚｈｅｉ．轻读。三句里“ 这”的指别作用都已很弱，它们共同的性质是

作为话题标志，读音的不同反映的是话题成分指称性质的不同：ａ

句是定指成分的标志，ｂ句是通指成分的标志，ｃ句是无指成分的

标志。

当功能原则跟句法原则相冲突时，一般也应尽量从功能角度

解释才能维护句法规则的一致性。我们来看一个较为特殊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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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副词“ 分别”前后出现数目相同的主体和客体的时候，有一条

强制性的要求，即：一个对应一个，多项主体和多项客体的次序必

须相同。如“ 老周和老陈分别当了主任和副主任”，只能理解为“ 老

周是主任，老陈是副主任”而不能相反。 而我们却看到下面这个

例子：

我和德熙兄是１９５２年分别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到北大中文

系工作时才认识的，那时他正忙于准备去保加利亚讲学，虽然住得很

近，但来往不多（。林焘《 哭德熙兄》）

熟悉情况的读者都知道，林先生来自燕京大学，朱先生来自清华大

学，事实与“ 分别”的表述正相反。这时副词“ 分别”后的客体表述

顺序并没有遵从前面“ 我和德熙兄”的排列，而是遵从大主题先行

的原则了，看下文“ 那时他正忙于⋯⋯”“ 他”所指为朱而不是林也

证明了这一点。

再如传统句法研究者十分重视的“ 把”字句，近年来越来越受

到功能派学者的重视。有人认为“ 把”字式的运用受到对比意味的

制约，也有人认为“ 把”字的作用是为了表示动词前宾语的有定性。

不管这些结论是否全面，但至少表明“ 把”字式运用中篇章因素的

作用不亚于句法制约。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 把”字式常规下不作为始发

句出现，往往是出现在后续小句里，试比较：

ａ．一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我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走。
？ｂ有一天我把这只足球踢出去，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忙． 跑起来追

球。

当然问题的全部并不这么简单，“ 把”字能不能作真正的始发

句还“和 把”字宾语的指称性质及动词的时态特征等因素有关。但

据我们观察，“ 把”字式出现在始发句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这个

事实反映出‘把”字式强烈的承前性和极弱的启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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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功能分类和语义分类

汉语语法学者现在越来越愿意以计算机适用不适用来证明自

己语法体系的合理性。形式分析的成果远不够用，就赋予了更多

的语义解释，这的确是计算机理解和生成汉语的基本需求。这里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功能分析的某些结果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是计算机合理地生成汉因为这 语的必要因素。

拿动宾组合的分类来说，现在一般是以宾语和动词之间的语

义关系为纲来分类的。如把宾语的语义成分分成施事、受事、与

事、工具、原因、结果、处所、时间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着眼于

名词性宾语自身的功能属性，则可以得到不同指称性质的若干类

别：

ａ．无定宾语：开了一个饭馆找个替身　　想起来一个人　　打两场球

ｂ．有定宾语：找着她了　　逛颐和园　　来这儿　　碰见刚才说话那人

ｃ．无指宾语：说话　　办事儿　　睡行军床　　教数学当司仪

这只是举几种典型类别，并非穷举。仅以此三种而论，它们在篇章

中的表现就有所不同。

ａ类无定成分作宾语的句子，有很强的启后性，很少有承前

性，一般来讲这样的句子后面总是随有后续小句的，不大可能光

秃秃的作结。例如：

（ １）潘佑军的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

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 ２）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床，摞着儿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

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ｂ类有定成分作宾语的句子有较强的承前性，例如：

（ ３）我看到卫宁穿着 门内出来．急忙叫住他。拖鞋从家

（ ４）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朋友们毫不怀疑我是用通常的方式控制住

这“个 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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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有定宾语句也有一定的启后性，例如：

（ ５）杜梅不答应，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

这是因为宾语位置的信息度往往较高。信息度最低的事物一般总

是放在主语或“ 把”字后面，这一例的“ 她”既有承（前 回指“ 杜梅”）

性质，又有启后（ 对比“ 潘佑军的老婆”）性质。这是有定宾语句的

一种常见功能。

ｃ类则与前二者不同，无指成分由于不指称话语中任何实体，

所以所在句子的情状意义十分模糊。典型的无指宾语句往往只是

一种说明，而不是叙事，例如：

（ ６）我是售票员。

（ ７）她唱女中音。

（ ８）马走日字，象走田字。

这几种句式的实际表现还有一些复杂情况，这里不能细说。

但总的来说的确存在这么一种倾向性的规律，这无疑对计算机理

解和生成汉语篇章组织方式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承认语言是人类交际工具的话，就得承认交际的需要对

语言结构的决定性是第一位的。对语言系统可以进行纯形式的结

构分析，也可以进行系统的语义研究，但对形成这种形式／语义表

现背后的功能因素却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本章不是系统地讨论

语言功能对句法结构的作用，而仅仅是想通过分析一些实例，说明

一些句法现象背后的功能制约，其中有些问题在海外学者的研究

中早已不是新鲜课题。汉语语法学者也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独

到研究成果，目前更需要的是加强理论意识，把传统汉语研究中好

的传统和海外学者优于我们的一些新的视角结合起来，推进汉语

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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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关于句段的概念，请参看范继（淹 １９８５）中的介绍。

②见袁毓（林 １９９５）。

③这个规律在廖秋（忠 １９９２）中被 “ 对应的原则”。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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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北京口语的研究价值

２．１北京口语和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在朱德熙先生看来，“ 是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口语研究的基础”。朱先生十分强调研究 语法，他谈过三个方

面的原因：一，北京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方言；二，北京话是几

百万人口里说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语言，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均匀

的；三，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我们去发现现代汉语里最根本

的语法事实，例如基本句 确认，最重要的语法成分的功能，语型的

音节律跟语法的关系等等。朱先生强调北京口语的稳定性和均匀

性，这是极有见地的。纵观我国语法学史上几部有影响的语法专

著，如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

熙《 语法讲义》等，无一不是以描写北京口语为基础的，赵元任先生

成书于本世纪中叶的《 北京口语语法》和《 中国话的文法》两部著

作，更明 出了把北京方言的语法当做汉语口语语法的主张，这确提

两部书在语料的可信程度和分析的细密公允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我国四十年来的语法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前辈学者在

审慎对待语料方面的良好传统，但同时，也有一些混乱现象出现，

朱德熙先生（ １９８７）一文即是就此而发的议论。令人遗憾的是，朱

先生的提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还时可看见一些讨论语

法问题的文章由于臻别语料方面功夫不够，直接影响了结论的可

　靠程度。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是：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

　ｘａｍｐｅｙｏｕ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ｙ　ｗｉｔｈｆ ｌｅｓ＇．作为语法ｏｒ　 研究的晚辈，谨记前辈的

忠告， 有可能避免因语料欠妥而结论荒谬，从而在加深对语言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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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认识方面得到些益处。

不仅如此，朱先生提出的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发现现代

汉语里最根本的语法事实这一看法，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从世

界语言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看，形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

存在，而以口头的活的语言为研究重点的功能主义方法越来越受

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７０年代以来，不管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功能

主义者，都开始有意识地摒弃脱离语境以内省式的孤句为唯一分

析材料的语言研究方法，转而研究自然素材中的实际用语，以发现

那些在以往的形式研究中被剪裁掉的、可能反映了语言使用的重

要决定因素的现象，进而概括出实质性的语言事实。北京口语语

法研究近十几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学者们的评述中，还只是

被看作一个语法研究中比较活跃的分支，其重要意义尚未完全揭

示。近年来国外功能学派的一些 已学者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时，

开始有意识地重点分析北京口语，发现了很多重要事实，得出了对

汉语语法全新的认识。从这点看来，朱先生的提法可以说是一种

远见卓识。而目前国内对北京口语语法研究重视不够和国外对北

京口语现象准确性的把握先天不足这两方面的事实，使得着手进

行全面系统的北京口语研究更具有迫切性。我们说，关于超乎口

语的普通话规范语法的说明要靠从其基础方言——北京口语的研

究中去概括；方言语法的研究要靠和北京口语语法（ 而不是普通

话）现象相参照；汉外对比要靠北京口语的系统描写去检验普遍语

言理论的适用性；历时的语言研究要靠当代北京口语材料去和古

代口语材料相比较。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北京口语的语法研究

作为一项有本体意义的基础性研究，改变其薄弱的现状，还需做出

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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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北京口语的层次

朱先生提出的课题有许多方面是需要我们作深入细致的进一

步探究的。朱先生在强调北京口语的可靠性时，只是笼而统之地

说它是相对稳定和均匀的，而当我们全面系统进行北京口语研究

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北京口语内部的历时变

异和共时差异问题。笔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曾先后随林焘先

生进行过几期北京话的语音、词汇社会调查，从林先生已发表的若

干研究成果来看，北京话语音、词汇上的内部差异是有清晰的倾向

性规律的。但考察语法事实的差异却不像语音、．词汇那样容易确

定相关参数，或许语法本身在变化上就不像语音和词汇那么清晰

有迹可循。凭我们作为活材料（ ｉｎｆｏｒｍｅｎｔ）身分的体察，感到北京

口语在语法上，共时的社会差（异 如文化程度、身分地位、性别等方

面的不同）虽然有，但不明显，较为显著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

时变异。老舍的小说，侯宝林的相声，代表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时

期里北京话的风貌，现在的北京 口一词地说“ 那是老人听来，会众

北京味儿了”。当代北京口语形成之初（ ８０年代中期）曾被讥为油

滑和故作调侃，而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冯

小刚的影视剧本所代表的北京口语，不仅流传在社会各阶层人士

的口中，且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首都各大报纸的版面，并逐步渗入其

他方言，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后的北京话在很多方面已不同于老舍

时代了。

老作家林斤澜发表在《 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 北京语言不共

同》的文章里些道“：老舍写北京，王朔也写北京。老舍写北京市井

市民，王朔也写北京市井市民。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出色的北

京语言。老舍把北京语言写到家了，王朔的北京语言也独创一格。

两人的锤字炼句，又仿佛南辕北辙。其实都是‘北京人、北京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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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话’，偏偏二位没有‘共同语言’。”王朔本人在自述里也说“：老北

京的方言我并不太懂。”“ 我作品中的语言主要从口语中借鉴。写

小说要说人话，好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些，看看成书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代表

当时北京口语的《 儿女英雄传》，就会发现，那不仅距今天的北京话

差距甚远，且和半个世纪前老舍时代的北京口语也有不同，把“ 文

——老舍——康 王朔”当作北京口语百年来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

表，考察现代北京话的阶段性发展，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太田辰

夫先生认为现代北京话形成于１８世纪末，他提出七项主要特点作

为标准：１）第一人称代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 咱们“”我们”区别，

不用“ 俺“”咱”等；２）有介词“ 给”；３）用助词“ 来着”；４）不用助词

“ 哩”而用“ 呢”；５）有禁止副词“ 别”；６）程度副“词 很”用于状语；７）

“ ～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 ⋯⋯得多 ⋯⋯得远”的意思。“”

（ 见太田辰夫１９８８）清末的北京口语发展到老舍时代有了一定变

化是大家公认的，但迄今我们未见有谁像太田先生这样提出若干

标准来说明那半个世纪的发展情况。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当代

回溯，先总结出当代北京口语若干有特色的语法现象，再拿着跟老

舍作品进行比较，寻求出一些能作为标志的东西，那将是十分理想

的事。如果再从老舍作品继续做回溯工作，就可以对北京口语一

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

百年间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社会变迁是促使口语变化的

主要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给不同时期的北京口语

留下 鲜明印记，这种影响表现在词汇和修辞上是显而易见的了 ，而

语法的细微变化却不易察觉。老舍和王朔文学取向和社会评价各

不相同，但表现口语语法形式的时代性却同样真实。尤其是王朔，

他的作品毁誉不一，语言成就却为世所公认，他作品里对当代北京

口语各种现象自然不加剪裁地客观反映，为我们的功能分析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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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关于本书的用例

本书例句大多取自北京口语。材料来源有两种：一是书面材

料，主要是北京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录音材料，其中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电视剧录音，一类是自然口语录音。书面材料较多的使用

的是老舍和王朔的作品，我们侧重考察作品中对话的部分，避开叙

述描写性语句，以期降低书面语体的影响。电视剧录音选取的是

同期录音的电视剧，这类材料比较贴近自然口语，而录音语料与原

剧本的对比更有利于我们对口语特征的认识。自然口语录音，材

料大部分来自北京大学林焘先生指导下的三期（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北京

话系统调查。这次具有社会方言学意义的调查对北京城区和郊区

的２５个点的４４９人，分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等，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作为当年的参加者，我们从实际调查中对北

京话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的体察，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语料的

分析甄别对研究工作的深刻影响。而这份从多角度反映北京口语

面貌的材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更是帮助匪浅。

本书的引例，凡论及一般语法现象的，均不注明出处；而那些

对所论语法规律有证明性作用的例子，则——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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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位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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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京口语的主位结构

３．１ 主位结构概说

３．１．１语序和信息结构

对汉语的基本语序，过去人们曾作过种种形式描写，如ＳＶＯ，

ＳＯＶ，ＯＳＶ，ＳＳＶ等。虽然都能概括大部分事实，但解释力略嫌欠

缺。因为我们无从了解决定汉语语序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们认

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成系统的句法结构规则，这是决定语序规律

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使

用语言时出于交际的需要，又必须从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去安排

语序，这一点在各种语言间是共同的。本章着重研究汉语口语的

信息结构，以探讨制约汉语语序的功能因素。

长期以来，汉语语法学者习惯于用“ 主语一谓语”的框架说明

汉语的信息结构，如吕叔（湘 １９４６）说“：由‘熟’而及‘生’是我们说

话的一般的趋势。⋯⋯已知的先浮现，新知的跟着来。”并认为据

此来分析主语和谓语“ 不能说是纯粹机械主义，实在也同时遵从某

一种语言心理的指示。”７０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已知信

息和新知信息的分别赋予“ 话题一说明”（ 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这一

如 ＆　　概念 Ｔ， Ｌ ｈｉ 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１）指出“：话题总是表示听者已知的事

物，话题为说明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这种说法可以说

是比较符合汉语事实的。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汉语句子的信息

结构就会发现，有许多情况是“ 主语一谓语”或“ 话题一说明”所

不能涵盖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事实是，无论“ 主语”还是“ 话题”，

它们都是表示句首实（体 ｅｎｔｉｙ）信息的成分，而位于它们前后的一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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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实体性成分，如情态成分、篇章连接成分等，同样在信息结构

中扮演了各不相同的角色，却往往不能得到说明。因此我们考虑

或许可以用“ 主位一述位（”ｔｈｅｍｅ－ｒｈｅｍｅ）这组概念来描写汉语口

语的信息结构。

３．１．２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

把句子分成主位和述位的方法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Ｍａｔｈｅｓｉｕｓ

提出，他指出，这种切分不同于从语法要素角度研究句子成分的形

式切分，而是为了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语境发生联系，他

同时认为句子正是在这种具体语境的基础上形成的。主位和述位

的基本涵义是表述出发点（ 即在该语境中已知的或至少容易得知

的东西，说话者由此出发）和表述核心（ 即说话者关于表述出发点

所述说的内容）。一望而知，这种分析法是从信息传递功能着眼

的。虽然后来的语言学家们对主位、述位的界定各不相同，但总是

本着反映信息结构这一基本精神的。

他们的某些见解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８５）在分析英语句子时指出，主位部分可以包含三个方

面的成分，即：意（念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成分、人（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成分和篇章

（ ｔｅｘｔｕａｌ）成分。意念成分是那些在句子的及物性结构中担任角色

的成分，人际成分包括表示语气、态度的成分和呼语性成分，篇

章成分包括各种连接成分和关系成分。在英语里，主位成分和述

位成分可以根据语调形式判断，例如对一个英语句子可以作如下

分析：
（ １）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ｍａｙ　ｂ　ｅ　ｏｎ　ａ　ｗｅｅｋｄａｙ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ｅｓｓ　ｃｒｏｗｄｅｄ．

篇章成分　　　　人际成分　　意念成分　　　　　　　　　　　　述位

这种分析使句子里的次要信息在主位部分里各得其所，焦点信息

在述位部分里得以突出。三种主位成分的分别和靠句重音辨识焦

点信息的方法在汉语信息结构的分析中都是可资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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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里固然存在一些用以突出焦点信息的句法手段（ 参看第

六、七、八章），但超越句法格式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以下几个

例子的语音节律和轻重音模式都不能在传统的句法切分中得到反

映：

（ ２）说实话我们厂的产品，我第一个不买。

（ ３）我代表我们全厂三十多职工和四十多位退休老工人，给您道谢了。

（ ４）你们俩在里边，是不是都晕菜了？

（ ５）我就纳闷这王家，有爹有妈姑姑舅舅一大堆，一个孩子非让个外人

领走。

这几个句子中的逗号都真实地反映了说话人最明显的语音停

顿，然而却都不是句法分析第一个切分点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

逗号前面的整部分里虽然可以分析出不同的句法成分，但说话人

总是一气呵成说出来的，且整部分里没有全句重音，全句重音往往

是落在每句的最后一个整部分里，如（例 ２）的“ 我第一个不买”，例

（ ３）的“ 给您道谢了”，（例 ４）的“ 都晕菜了”，（例 ５）的“ 非让个外人领

走”。语音形式反映了各句里的“ 主位一述位”结构。

由于说话人在说话现场是根据表达需要来决定表达形式的，

所以，同样内容的句子往往可以有不同的“ 主位一述位”切分。我

们简单分析一个例子，只对句子第一层主位和述位用斜线分开，而

不作下位分析。例如：

（ ６）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总爱在（ ７）这伙人没事 胡同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８）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９）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主位一述位”分析法的长处在细致地分析出了句子的信息结

构，用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话说，它反映了句子的元功能（ ｍｅｔ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但

其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拿来任何一个句子仅是凭

着对它的轻重音和韵律模式的感觉来分析的话，就显得随意性太

大，主位、述位就成了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陈平（ １９８７ｃ）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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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功能语法时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

确定信息结构的客观判断标准。在汉语里，虽然可以像处理（ ６）－

（ ９）句那样对句子主位结构作出分析，但我们认为，一种概念和一

种分析手段的确立，必须有充分的形式依据，本章将介绍汉语口语

里两种典型的主位结构表现方式。

３．１．３信息单位和句法单位

前面提到，信息切分与句法切分有时并不一致，这说明信息单

位与句法单位不一定对应。在英语里，一个主位结构以一个含有

调重音的调群为界限；在汉语里，则以主位标志和其后的焦点信息

为界限。因为口语句子的线性铺排首先反映的是说话人对句子信

息结构的分析，而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句法一语义结构，所以汉语的

主位结构可以大至所谓的复句，也可以在所谓的分句或短语内部，

这一点我们在下文的实例分析之后将进一步讨论。

３．２ 叙述语体里的主位结构

３．２．１主位成分和主位标志

口语里，主位成分常常是有形式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句中语

气词，包括“ 啊，吧，哪”等。这些语气词过去曾被看作主语的标志

或话题的标志，但事实上，语气词所标示的成分就其性质来讲远远

不止是主语成分和话题成分。我们看下面这段话：

（ １０）她不想拆散老师的家庭，而且不想让她爱的人哪陷入苦恼，所以她

一直啊没有把这一片痴情啊告诉老师，但又无法从心灵深处呢抹

掉这个人。

可以清楚的看出语气词前的成分既不是主语也不全是话题。语气

词后的“ 陷入苦恼“”告诉老师“”抹掉这个人”分别是三个信息结构

息所在里的重要信 ，也是重音所在，语气词的位置恰恰是主位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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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分界处。

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也可以分为意念成分、人际成分和篇章

成分三类，我们分别称为话题主位、人际主位和篇章主位。

３．２．２篇章主位

汉语口语里充当篇章主位的最常见的是那些在篇章中连接句

与句之间语义转承关系的词语和分句，这些成分总是居于句首，是

较为常见的一种主位成分。其主要功能在于连接语句，引出其后

的内容，这种成分一般不参与构成句子作为一个命题的基本语义，

语气词标在其后，造成一个明显的停顿，有提示听者注意后面内容

的作用。例如：

（ １１）其实吧，你也就是一般人。

（ ｌ２）所以呀他说这么重大的演出一定得有你。

（ １３）一上这小楼啊就特别的兴奋。

篇章主位的形式和功能都比较单纯，不多举例。

３．２．３人 际 主 位

人际主位是说话人把话语单元作为一个交际单位时表明态度

的部分。从语义上看，表明了说话人的能愿、评议、情态等方面的

态度。例如：

（ １４）我建议啊，从现在起咱们谁也不要使这个电话了。

（ １５）我觉得吧，你特有才气哎！

（ １６）要我说啊，都不是东西！

（ １７）最好啊，谁也别欠谁的情儿。

（ １８）起码啊，比斯特里普年轻。

（ ｌ９）不如哇，就改成知音姥姥，让咱牛大姐负责。

（ ２０）一不留神哪，说不定混出一反派大腕儿来

可以看出，我们从交际角度所确定的人际主位和传统句法分

析的结果有一些不相对应之处，这些成分过去有的看作状语，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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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述语，也有不成句法成分的。语气词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功

能分析的依据。

３．２．４话 题主 位

话题主位是句中作为陈述对象的实体性的行为参与成分，话

题成分在一句话里的意义是角色，但不一定是谓语动词的支配性

成分，它为其后的部分确立了基本的陈述框架，所以必须是有定

的。充当话题主位的成分有：一般的名词性成分（ 包括时间成分

和处所成分），介词短语，事物化的动词性短语等。例如：

（ ２１）我们啊不打算马上结婚，喜糖啊还得等一阵子才吃呢。

（ ２２）我们女人哪就是倔，我年青那会儿啊也有这种情况。

（ ２３）我头几年呀也蹉跎了那么一阵子岁月。

（ ２４）平常啊老同志说你们一句，你们有八句在那儿等着！

（ ２５）自幼哇，家境贫寒。

（ ２６）跟聪明人啊我也不抖机灵儿了。

（ ２７）装扮成哪种类型的智能人啊无所谓。

（ ２８）我那儿有一条被子吧，面儿稍微旧了点儿。

３．２．５多项主位的次序

当上述主位成分两个以上同时出现时，先后的次序是有一定

之规的，总的来说是：篇章主位＞人际主位＞话题主位。多项主位

并现时，并不一定每个主位成分都带有语气词标志，我们的处理办

法是，凡语气词之前的成分都看作主位成分，到目前的观察为止，

我们只能指出三种主位成分有上述排序规律，还找不到更多的形

式标志对三种成分作进一步区分。以下分析一些实例，用ｔｅｘ．代

表篇章主位（ ｔｅｘｔｕａ　ｌ ｔｈｅｍ　ｅ），用ｉｎｔ．代表人际主（位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ｈｅｍｅ），用ｔｏｐ．代表话题主位（ ｔｏｐｉｃａ　ｌ ｔｈｅｍｅ）。这里只作第一层主

位结构分析，下位层次规律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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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要别的省遭灾吧，绝对不会麻烦你，安徽是你老家呀！
ｔｅｘ．　　　　ｔｏｐ．

（ ３０）可是咱们国家吧，又没去那儿的飞机。
ｔｅｘ．　　　ｔｏｐ．

（ ３１）过去我真是错看小余，光觉着这个人啊混得可以，没想到⋯⋯
ｉｎｔ．　　　ｔｏｐ．

（ ３２）一上这小楼啊就特别的兴奋，觉着上班啊，还真有个乐儿。
ｉｎｔ．　ｔｏｐ．

（ ３３）而且不想让她爱的人哪陷入苦恼。
ｔｅ　ｘ．ｉｎｔ．　　　　　 ｔｏｐ．

（ ３４）所以她一直啊没有把这一片痴情啊告诉老师。
　 　 　　ｉｎ　ｔ　．　　　　　　ｔｏｐ．ｔｅｘ．

篇章主位处于句首是没有疑义的。人际成分和话题成分的次

序还值得进一步讨论。看下面这个例子：

（ ３５）篇幅我觉得太长，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

——我吧，觉得篇幅太长了，⋯⋯

——我觉得吧，篇幅太长了，⋯⋯

——我觉得篇幅吧，太长了，⋯⋯

——篇幅吧，我觉得太长了，⋯⋯
⋯＊篇幅我吧，觉得太长了，—— ⋯⋯

＊—— 篇幅我觉得吧，太长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一个主位成分内部人际主位不能位于话题主

位之后，同一平面上它们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３．２．６主位标志概说

如果说任何一个抽象的句子，每个分析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

“行 主位一述位”切分往往会言人人殊的话，那么，当说话人使用了

语气词则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使用的形式标志。拿前面例（ ６）一

（ ９）来说，不同的分析者可能会产生争议，我们所作出的几种可能

的切分就是以能否加上语气词或较大的停顿为依据的。传统的语

法分析中，研究对象往往被当作一个静态的成（品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来

看待，也就是说，不管是从书面上还是从口语中选取的用例，照例

都要进行一番剪裁和加工，把那些属于所谓 ｎｎａｎｃｅ）语言行为（ ｐｅｒｆｏ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

的因素尽量排除在外。面对一个句子，所需要考虑的只是它的基

本构成成分和基本语义关系，（ ６）—（ ９）那样的句子就只能有唯一

的分析结果。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则把研究对象当做一个动态

过（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来认识，从说话人的认知策略和心理过程的

角度，全面地把握言语行为的意图、手段、程序、效果等。这样看

来，任何反映这些动态过程的语言现象都是不容忽视的，说话人为

了突出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往往采用延缓、停顿、加强语调、附加

语气词等手段，这些形式表现都是推断说话人语言心理过程的重

要依据。除上面所分析的句中语气词外，像下面这样的例子都应

看作是有明显的主位标志的：

（ ３６）高强，你觉得⋯⋯方波怎么样？

（ ３７）你觉得他这人，怎么说呢——可靠么？

（ ３８）这孩子看上去，啧，总是不太朴实。

其中省略号和破折号以及插入成分“ 怎么说呢”“ 啧”所反映出的停

顿现象，都不是传统句法切分的第一层切分点所在。可见，如果不

结合这些表现形式，就难以真实地揭示话语的组织和展开过程。

主位标志既然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分界线，它就绝不会

出现在焦点成分里：
＊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底（ ６＇） 下玩啊台球。
＊（ １１＇）其实你也就是啊一般人。
＊（ １４＇）咱们谁也不要使啊这个电话了。
＊（ １７＇）最好谁也别欠啊谁的情儿。
＊（ ３０＇）咱们国家又没有啊去那儿的飞机。

进一步看这个问题，与其说主位标志是标示主位的，不如说是

标示述位的，也就是说，句中语气词固然标志着次要信息的结束，

更标志着重要信息的开始。语气词可以说就是个信号，说话人利

用它引起听话人对下文（ 重要信息）的重视。如果说语气词可以出

现在什么什么的后面有时还颇难决定的话，那么换一种说法，说语

气词往往出现在焦点成分的前头，就变成一条容易把握的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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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对话语体里的主位结构

这一节我们着重讨论口语里主位结构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形

式：主位后置现象。

３．３．１主位结构和语体特征、句类特征

我们认 ｒａｔｉｖｅｓ）里主位在前、述位在后的为，一般叙述语（体 ｎａｒ

语序，是体现了语用学的可处理原（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先从

听话人熟悉的情况说起，再引出新的、重要的信息，这是在有比较

从容的谈话环境时最符合听话人心理认知过程的、最合理的信息

结构处理方式。但是在简短紧凑的对话语（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里，要

求说话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重要的信息明确传达给对方，这个

时候，简练原（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ｐ　ｒｉｎｃｉｐｌ则 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清楚原则（ ）就

显得特别重要，重要的信息成为说话人急于说出来的内容，而次要

的信息就放到了不显要的位置上。这样就出现了后置主位现象，

如：

（ ３９）别打岔，到底去不去你？

（ ４０）怎么都不说话？好看么倒是？

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主位成分不能后置，我们认为“ 主位一述

位”这对概念的实质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对比，分析本节例句

可以看出，后置成分总是轻读的，甚至常常是可以省略的。本章

３．４关于历史语法的简短讨论还将说明，后置主位是有汉语特点

的一种语序表现。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表明，在一般对话里最容易引起听话人注

意的首先是句首成分，因此，对话语体里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最重要

的信息放在句首的处理办法，既是说话人心理的直接反映，也是引

起听话人注意的便捷手段。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里，有９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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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位后置句出现在对话里，可以说明，主位后置是对话语体的特

有现象。从主位后置现象所出现的句类来看，其分布也有一些特

点。下面是我们对所搜集到的后置主位现象在陈述句、疑问句、感

叹句、祈使句和否定句里的分布统计：

句类　　　　陈述句　　疑问句　　感叹句　　祈使句　　否定句

数目　　　　　　　３３　　　　　　９２　　　　　　 　　　　　　１９　　　　　　　　　１４３　５

　１８．１４％　　９．８４％　　７．２５百分比　　　　　　１７．１０％　　　　４７．６７％ ％

以下分类举例。先看陈述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 ４１）我这么小心注意着成天价，就因为实在不是个圣人。

（ ４２）她骂了我一顿，为你。

再看疑问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 ４３）对不对嘛我说的？

（ ４４）我干什么了究竟？

感叹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 ４５）这还没结婚呢他们！

（ ４６）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

祈使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 ４７）快出去吧你，帮不上忙还净添乱。

（ ４８）要离就真离， 你要有志气。别光说——

否定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 ４９）不关自己的事反正。

（ ５０）不嫌寒碜都。

从统计可以看出，疑问句所占比例最大，有近半数之多，感叹

句、祈使句和否定句三者相加也有三分之一强。这四类句式一般

称为非常规句（ ｍａｒｋ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它们在功能上的共同点在于，都

含有对焦点信息加以强化的要求，即强化句类所要突出的疑问点、

感叹信息、祈使信息和否 ｒｋ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ｄ定对象等。而常规句（ ｕｎｍ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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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总数的１７％，这和一般情况很不相同（ 主位在前、述位在后的

句子里，常规句占绝大多数），原因也正在于主位后置的功能是使

述位部分得到强调，这种突出述位的语序成为非常规句焦点信息

的强化手段。

３．３．２后置主位的功能类型

分析后置成分的类型只能从功能角度入手。前人曾对这种现

象给予注意，往往是从句法角度着眼的，做法是逐一考察汉语几种

主要句法结构哪些可以调换位置，哪些不能。这种做法存在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只以常见句法结构为依据进行测试，可能会

遗漏某些重要的现象，二是不能以句法类型说明“ 易位”现象带有

一致性的规律，三是不能使哪些可“以 易位”哪些不“能 易位”得到

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主位后置是一种功能表达手段，以功能为

纲，可以揭示其本质规律。以下我们分别考察意念成分、人际成分

和篇章成分的后置现象。

３．３．２．１话题主位后置现象

主位成分是句子讨论的出发点，可以说是为其后的评述提供

了一个最基本的参考点。话语中最典型的参照成分是时间和空间

参考点，表示时间和空间的成分从形式上看可以是普通时间词和

方位词，也可以是表示时间或空间的介词结构，这些成分的后置现

象例如：

（ ５ｔ）对不起，周华、我是太急了点儿刚才。

（ ５２）我不想结婚现在。

（ ５３）有录音机没有这儿

（ ５“４）别听我瞎说啊，我这是喝了酒胡说，我难受，这儿。范建平指指心

窝。

（ ５５）可大街你随便敲人家门去，问问可有一个乐意拉着你们满北京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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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 ５６）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

除时间空间成分外，表示人和事物的话题主位也常后置，例如：

（ ５７）周华，你得管管你们方波，太自私了他！

（ ５８）怪不得瞅着您眼熟。幸会幸会！那戏我可是哭了，整整教育了一代

人哪您！

（ ５９）启森啊，那女孩子，是谁？⋯⋯是谁啊，那女孩子？

（ ６０）那您处理吧这稿子，没准儿是我看太多遍陷进去了。

（ ６１）哎呦，想死我了这事！

人和事物也常可以用介词结构引入：

（ ６２）看见林蓓了么？她也来了和那个宝康。

—（ ６３）毛主席保证我不认识姓刘的 —除了他。

（ ６４）没吵架，和方波？

话题主位不仅可以由体词性成分充当，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例

如：

（ ６５）干嘛呢站在街上？打算去哪儿？

（ ６６）够累的，一天老得站着。

（ ６“７）咳，有莉莉盯着，有我没我无所谓。”

“ 太有所谓了有你没你。你的戏多好啊，要是你能排，宋导准保省劲

儿多了。”

（ ６８）我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劲。

３．３．２．２人际主位后置现象

人际主位的后置可以分两种类型来谈。最常见的一种是系动

词和一些心理动（词“ 说“”想“”看”等）、能愿动词等前面加上指示

代词和人称代词，这种组合也不是句法切分成分，但经常凝固在一

起充当人际主位。例如：

（ ６９）干嘛呢这是？这么热闹。

（ ７“０）什么呀这是？”

“ 面膜．白给的，一个洋白菜的，一个柿子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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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何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 ７２）我一定跟她说。会谈通的我想。

（ ７３）还可以呀我看，再大就该招灰了。

（ ７４）我就是这么表现的，我认为。

这一类主位成分如果复位的话都是居于句首的第一层主位成

分。另外一类后置的人际主位并不是原来的句首成分，例如：

（ ７５）这房子也是我们单位刚分的我，过去没家都。

（ ７６）就是别那么吹，太吹了也！

（ ７ ——至少！７）老范，我认为你就应该评二级

（ ７８）往往多数 还！婚姻都没爱情呢——

我们把这些现象看成人际主位后置的依据是，它们复位以后都可

以加上主位标志，如：“ 过去都哇没个家”“ 你至少啊应该评二级”

“ 往往多数婚姻都还呀没爱情呢”。因此，我们把（ ７５）—（ ７８）看成

是如下说法的变体：“ 没家过去都／过去没家我都”“ 太吹了他也”

“ 我认为就应该评二级你至少”“ 往往没爱情呢多数婚姻还”。

这两种类型形式上的区别在于第一类后置主位是由一个体词

性成分加一个谓词性成分组成的，第二类前头没有一个体词性成

分，但都可以补上。下面这种情况与前两种不同，前面的体词性成

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但整个后置部分都可以移至句首。它

们既可以看成是临时性的后置，也可以看成固定的句末用法。例

如：

（ ７９ 了是不是？）别来劲啊，给你脸

（ ８０）若有所动鼻子一酸心头一热也没准。

（ ８１）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 ８２）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入门一一不瞒您说。

（ ８３）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

告诉你！

３．３．２．３篇章主位后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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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主位的后置有一个特点，即不是单个的篇章连接词的后

置，往往是一个起连接作用的表原因、目的、条件的介词结构或小

句后置。例如：

（ ８４）许童童这么说着脸却红了，由于兴奋。

（ ８５）不饿也得吃，为了工作。

（ ８６）怎么样，心情好点儿了吧？听到别人倒霉？

（ ８７）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３．３．２．４多项主位的后置现象

两个以上的后置主位如果属于相同性质，后置时二者的先后

次序是随意的，如：

（ ８８）我还用跟她来这个？我要能演，搁过去。

→我还用跟她来这个？搁过去，我要能演。

（ ８９）夸我呢是吧，刚才你们？

→夸我呢是吧，你们刚才？

例（ ８９）二者都是篇章主位，例（ ９０）二者都是话题主位。而不同性

质的主位成分不可能同时后移。看下面这个例子：

（ ９０）　ａ．什么呀，都是，他们那两个条件？

ｂ．什么呀，他们那两个条件都是？

ａ句是两次移位的结果，人际主位“ 都是”和话题主位“ 他们那两个

条件”原不在一个层次上，第一层的话题主位首先移位，成为“ 都是

什么呀他们那两个条件”，第二步是人际主位“ 都是”的后移，成为

ａ句的语序；而ｂ句则不宜这样分析，应该看成“ 他们那两个条件

都是”整体作为一个人际主位的一次性后移。这两种不同的分析

可以从ａ句和ｂ句不同的音段模式得到证明，ａ句中有两处明显的

停顿，ｂ句中只有一处停顿，分别由文字上的逗号标明。

多项主位共现现象在叙述语体里比较常见，因为那是在有比

较从容的说话场合时对信息结构的一种合理的有序安排，但在对

话的时候，说话人的心理过程比较简单，说话环境也不允许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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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铺排，因此对话语体里并不常见。

３．４ 余论

本章的讨论试图通过实例说明，信息结构跟句法结构有时并

不一致。但问题未必可以就此结束，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句法

规则都是历史上语用原则固定化的结果，研究共时平面上语用功

能的倾向性表现，有助于我们观察句法规则的变化方向。历史语

法学者有一种看法认为，主题标记从古汉语中消失，促成了从ＳＶＯ

向ＳＯＶ的转变。上古汉语主题标记的表现例如：

（ ９１）今也，每食无余（。诗经）

（ ９２）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诗经）

（例 ９１）和本章描写的主位标志现象依稀仿佛，（例 ９２）屈承熹的解

释是“：两个‘兮’皆为主题标记⋯⋯缺的只是述题。这正是诗的本

意。诗的弦外音是：假若情况如此，诗人希望提出某种看法，但不

便说出口，只以主题标志暗示之。”同时屈承熹指出上古汉语还存

在一种主题后置的颠倒语序：

（ ９３）贤哉回也（。论语）

这又与本章描写的主位后置现象遥相呼应。

迄今我们还没有见到关于上古汉语主题标记消失过程及其对

汉语主题化如何影响的详细描写，反观现代汉语，信息结构和句法

结构也不都是铁板一块，新近日益明显的句中语气词专职化倾向

以及易位现象的规律化倾向十分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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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叙述语体的主位标记：

句中语气词分析

北京话里，语气词可以用在句子的当（中 例如“：他啊，最喜欢

吃糖葫芦。”），这一现象已有不少前辈语言学者讨论过。对句中语

气词的性质和作用一般有以下两方面的共识：（ 一）句中语气词是

停顿标记（；二）句中语气词有引起听话人注意的作用，同时表示某

种语气。作为一种停顿标记，句中语气词常常被看作认识口语句

子结构的手段。朱德熙先生在《 语法讲义》里谈到主谓结构时指

出，主语与谓语之间结构松散是汉语跟印欧语比较起来较为突出

的特点。这种松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主语和谓语之间

往往有停顿，而且主语后头可以加上“ 啊、呢、吧、么”等语气词跟主

语隔开。（ 二）只要不引起误解，主语往往可以省去不说。曹逢甫

（ １９７９）在讨论主语 ｉｃ，曹文称“作 主题”）的时候认为，可跟话（题 ｔｏｐ

以用语气词把话题跟同一句中的其他成分隔开，并把这一特点视

为话题不同于主语的一个特征。可见，句中语气词在句子分析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们对句中语气词的使用情

况作 较为详了 尽的考察之后发现，上述结论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概

括句中语气词的用法和功能，不管各家对话题和主语的定义有多

少不同，像朱先生《 语法讲义》里举过的“ 他最喜欢啊，吃冰糖葫

芦。”和吕叔湘先生《 中国文法要略》里举过“的 所以呀，你得请我

们“。”总共啊，哥还是脸皮儿薄，拉不下脸来磕这个头（。”１７．８７）等

例子还是不能包括在上述说法里面。本章将对句中语气词的功能

作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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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语气词前的句首成分的性质

４．１．１语气词前面的句首成分的种类

语气词前面的成分大致有五类。

（ 一）语气词前的成分既是主语又是话题。例如：

（ １）我吧，就是特爱钻研。对什么都感兴趣，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我都跟

着凑热闹。

（ 二）语气词前的成分是句子的话题，但它的主语身份是有争

议的。例如：

（ ２）他这把年纪吧，办收养手续也是难了点儿。

（ ３）袖子里头啊，湿得什么似的。

（ ４）拍马屁啊，也得会拍，拍得不是地方倒坏了事。

这三个例子如果按赵元任（ １９６８）和朱德熙（ １９８２）的体系分析，语

气词前的成分是话题，也是主语。 但按　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　ｏ（ｎ１９８１）观点

看，这种语气词前的成分只是话题，不是主语。

（ 三）语气词前的成分是话题，不是主语。例如：

（ ５）跟聪明人啊，我也不抖机灵儿了。

（ ６）打小吧，我也以为自己是文曲星下凡，⋯⋯

这两例里，语气词前面都是介词结构，而句首介词结构一般是不看

作主语的，但可以看作话题。胡裕树（ １９８２）、陆俭明（ １９８６）曾对此

有过较为明确的说明。

（ 四）语气词前面是连词、副词、介词或起篇章连接作用的短

语。例如：

（ ７）反正呀，待会儿再买半斤怎么也够了。

一直 ， 里啊 我这心 就不踏实（ ８） ，总觉得要出事。

（ ９）比如吧，胖子就比一般人爱出汗，还动不动就喘。

（ １０）说到底啊，你没有我就是办不成事。

以上这些句首成分既不是主语也不是话题，有些论著里把它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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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全句的状语或插人语等。

（ 五）语气词前是非切分语段，即从句法上看，语气词隔开的两

个语段不是句子的直接组成成分。例如：

（ １１）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呵，赵一曼呵，当然还有洪常青。

打心眼儿里敬佩他们。

（ １２）我这次生病吧，发现好多人都特别好。

（ １３）咱们得给灾区人民哪，出个好主意。

（ １４）我一天到晚忙得吧，根本就没时间打扮自己。

（ １５）我知道就是大伙儿吧，平时都挺不待见我的。

这几个例子如果作直接成分分析，句法结构的第一层应该是：我

从 这次生病吧，⋯⋯；咱们小吧，⋯⋯；我 得给灾区人民哪

⋯⋯；我 一天到晚忙得吧⋯⋯。其中例（ １５）语气词的位置已经

深入到句法结构的第三层上。这些用竖线隔开的地方在说话人的

实际读音里没有任何停顿的迹象，整个语气词前的片段是一个十

分紧凑的整体，这是我们把它们看作句首成分的依据之一。因此，

像“ 他啊，最喜欢啊，吃糖葫芦。”和“ 他，最喜欢啊，吃糖葫芦。”里的

“ 他最喜欢”均不能看作是一个句首成分。

从上面五种类型的用例可以看出，句中语气词所隔开的两个

语段之间的关系，很难用句法一语义关系来说明。这就启发我们

从表达角度寻求解释。

４．１．２重要信息与次要信息

从前面所举的例子看，句中语气词似乎可以无处不在，语气词

前的语段也不受什么限制。但我们对大量的用例进行考察后发

现，语气词总 的核心成分之前，而一定是出现在句子表达重要信息

不出现在焦点成分里。例如：

（ １６）最好啊，谁也别欠谁的情儿。

最好谁啊，也别欠谁的情儿。

最好谁也啊，别欠谁的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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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谁也别啊，欠谁的情儿。
＊最好谁也别欠啊，谁的情儿。

从（ １６）可以看出，越是靠近句末焦点的地方就越是不可能插语气

词。而在某些具有强调意味的句式里，语气词的位置比例（ １６）还

要靠前一些。

（ １７）一看啊，你就透着书卷气。

一看你啊，就透着书卷气。
＊一看你就啊，透着书卷气。

例（ １６）语气词在述一宾之间根本不能说，在修饰性成分与述宾之

间是一个勉强可以说的句子。而（ １７）是带有“ 一⋯⋯就”的强调式

的句子，语气词在“ 就”之前能说，放到“ 就”后面就不能说了。而

对于那些已经采用位移的手段把句末焦点成分移至句首的句子，

句中语气词根本无从置入。也就是说，凡是刻意强调的内容是不

放在句中语气词之前的。例如：

＊（ １８）一次生鱼啊，也没吃过。
＊连饺子啊，都不爱吃了。

＊是瓦特啊，发明的蒸汽机。

可见，句中语气词实际上是说话人划分句子重要信息跟次要

信息心理过程的外部表现，语气词前的内容是说话人认为不那么

重要的内容，语气词之后才是重要信息，是需要听话人特别留意

的。因此，语气词的位置有时跟句子的句法切分层次不相吻合也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正是由于句子以语气词为分割点，从左到

右是从次要信息引出重要信息的过程，语气词前的成分才说得轻

而紧凑。我们把句中语气词所在的位置看作是次要信息与重要信

息的分界点还有另一方面的证明。上述现象总是出现在语气比较

舒缓、谈话相对从容的叙述语（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尤其是独白里。相应

地，在对（话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里常常表现为一“种 易位”的形式。例如：

（ １９）快出去吧你！

（ ２０）儿点呀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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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搁哪儿了我给？

（ ２２）造福人类吧你就！

（ ２３）夸我呢是吧，你们刚才？

据我们观察，前文４．１．１里列举的所有五类情形，语气词前的

成分都可以被甩到句末。而这种“ 易位”在一般称为非常规句的疑

问句、否定句、祈使句、感叹句里发生的比例远比在陈述句里要高

得多（ 疑问句占４８％，感叹句占１８％，祈使句占１０％，否定句占

７％，即非常规句占８３％）。非常规句由于突出重要信息而将句内

焦点成分前置，被甩到后面的则是句子里传达次要信息的部分。

这个事实说明，用“ 易位”强调焦点信息和用语气词弱化次要信息

分别是对话语体和叙述语体、非常规句和常规句里说话人对句子

信息结构进行处理的相应的表达方式。“ 易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了我们对句中语气词与句子信息结构关系的说明。

４．１．３主位和主位标记

汉语语法分析中，还没有过对句子信息结构作出分析的，“ 主

语一谓语“”话题一说明”虽然跟一般“的 旧信息－新信息”有一定

的对应关系，却不能准确反映句子的信息结构。从上文的讨论可

以看到，句中语气词前的语段远比主语或话题涵盖的范围要大得

（多 见４．１．１），而从表达的角度看，句中语气词前的部分不是句子

的重要信息（ 见４．１．２），而仅仅是说话人选择的讲话的起点。名

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介词结构、具有篇章连接作用的虚词、非切

分语段所传达的内容都可以作为说话的起点，所以句中语气词前

面的部分实际是句子的主（位 ｔｈｅｍｅ），句中语气词后面的部分实际

是句子 句中语气词则是口语里特有的标示主位的述（位 ｒｈｅｍｅ）　，

的标记。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指出，英语里的主位跟述位的区分主要是靠句

子轻重音的分配、句中停顿等韵律手段体现的；而日语里则是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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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 は”附在主位之后，把主位跟述位分开。我们对北京话

的观察表明，北京话里的主位既有类似英语那样的韵律特征，同时

也有更为形式化的标志——句中语气词。与日语不同的是，北京

话里作为主位标志的句中语气词还没有像日语里的“ は”那样语法

化，成为句子里的必有成分；也没有固定成某个特定的语言形式，

它还带有暂时性。除了“ 啊、吧”以外，其他句中语气词仍带有一定

的语气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对句子主位的判断毕竟有了一个较

为显著的形式标志，远比仅仅依赖停顿、延迟、轻重音等韵律特征

的手段来分析句子的信息结构前进了一步。

４．１．４主位标记与语气意义

在过去的语法论著里，常常见到关于句中语气词表示语气意

义的种种说明，例如表假设、表例举、表提示等等。那么，这些语气

词和本文指出的主位标志作用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是不是

句中语气词总是主位标记呢？那些所谓语气意义是不是总伴随在

语气词出现的每一个场合呢？下面对句中语气词的功能做全面的

考察和分析。

４．２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类

４．２．１分类的韵律依据

语气词用于句中的情形依据语气词前语段的韵律特征大致可

以分成三类：

（ 一）句重音 在语气词之后，全句的轻重音模式是前轻后重，

语气词前的语段不伴随上升语调。

（ 二）句重音在语气词之前，全句的轻重音模式是前重后轻，语

气词前的语段不伴随上升语调。

（ 三）语气词前的语段既带有对比重音，又伴有上升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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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的例子在４．１．１里已经列 －１５），这类句举了不少（ 如１

子里的句中语气词已经很少带有语气意义，可以看作是纯粹的主

位标记。

比较典型（的 二）类的用例，如：

（ ２４）孩子嘛，哪有不淘气的。

（ ２５）男人嘛，就是得靠自己。

（ ２６）你呀，还是幼稚。

这类用例的特点是全句的重音在语气词前，语气词后语段的

意思有时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语境下可以不说出来。例如：

（ ２７）这孩子真是气死人了，回家用不了一个钟头能把你所有的东西从抽

屉里翻出来，扔个一地。

唉，孩子嘛。

因此，从表达的角度看这类用例里语气词前的语段的功能相

当于一个分句，而且语义负载远远超过语气词前的语段。这类用

例里的句中语气词带有明显的语气意义，不是主位标记。第（ 三）

类用例很像是自问自答，虽然书面记载下来的语句不一定总在语

气词后面用一个问号，但口语里语气词跟它前面的语段明显伴有

上扬的语调。例如：

（ ２８）ａ．爸爸呢，他干脆就不理你。

ｂ．老王呢，他来不来都没关系，有你在就行。

这类用例的前半句是唤起听话人的注意，后半句是对前半句

的说明。把前后两部分拆开，就成了一问一答两个句子。

（ ２９）ａ．爸爸呢？

他干脆就不理你。

ｂ．老王呢？

他来不来都没关系，有你在就行。

“ 啊、吧、（嚜 嘛）、呢”是语法著作里常举的句中语气词，但这几

个词的功能分布很不相同。其中“ 啊、吧”一般只用于上述第（ 一）

类情形，即作为主位标记使用，基本没有语气意义。而“ 嚜、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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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较明显的语气意义，常用（在 二（）、三）类里，有时也用（在 一）

类里，作主位标记。

这里需要“对 呀”和“ 啦”两个句中语气词说明一下。这两个语

气词在以往的语法论著里大都是作“为 啊”的变体描写的“，呀”是

“ 啊”受前一音节的－ｉ韵尾影响产生的变体“，啦”则“是 了”“跟 啊”

的合音。总之，都“是 啊”在语流中产生音变的结果，功能上“跟 啊”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 “”啦”在口语里已经渐的考察表明“，呀

渐从语音变体的身份独立出来，与“ 啊”在功能上有不同的分工。

这两个句中语气词，将在４．２．４里详细分析。

４．２．２主位标记：啊、吧

“ 啊、吧”用作句中语气词时，已经不带语气意义，而仅仅是个

主位标记“。啊”包括六个语音变体：ａ，ｎａ，ｎｇａ，ｒａ，ｙａ，ｗａ“，啊“”吧”

的功能相近，二者不同之处在于，“ 啊”是被普遍接受的说法，“ 吧”

则是四十岁以下的北京人较多使用的形式。作为主位标记，“ 吧”

可以看作是“ 啊”的社会变体。

有不少语法论著都认为“ 吧”有举例的意思，常举的例子是“ 譬

如⋯⋯吧／拿⋯⋯来说吧”但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举例的意思并

不是由“ 吧”带来的。说话人在阐明观点的时候“，啊、吧、呢、嚜”都

可以用在表示举例的篇章连接成分之后：

（ ３０）拿老张来说吧／啊／呢／嚜，家里生活是最困难的。

另一方面，如果保留篇章连接成分而去掉其后的语气词，句子仍有

举例的意思。

（ ３１）拿老张来说，家里生活是最困难的。

⋯⋯吧 ⋯⋯， ”，句而把表示举例的篇章连接成分去掉，只留下“ 子

是不是表示例举就看它所处的语境了。如果“ 吧”前面的句子是一

大段话的主题（句 ｔ “ ．．．．．．吧，”有可能是针对王ｏ 题句ｐ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所作的具体化说明，全句篇章中具有例举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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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不是由“ 吧”决定的。例如：

（ ３２）厂子生产不景气，职工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了，人人都有情绪。老张

吧，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最困难的。

（ ３３）今天早上我特别倒霉，梳头吧把卡子弄掉了，跪在地上摸卡子又把

头给磕了。

如果把例（ ３２）里面的“ 厂子⋯⋯人人都有情绪”删去，把例（ ３３）里

的“ ⋯⋯”和“ 梳头吧⋯⋯”根今天早上我特别倒霉”删掉，“ 老张吧，

本看不出有举例的意思。可见，认为“ 吧”有举例的意思是个误解。

我们认为，把语气词自身的意义跟篇章位置赋予一个语段的意义

区分开来，在句中语气词的辨析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以往对

句中语气词的讨论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跟其他几个语气词相比，啊／吧在句子中的位置是最灵活的，

可以用于各类主位成分之后。

（ 一）可用于各类口语篇章连接成分之后，例如：
（ ３４）原先吧，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先后时间）

（ ３５）其次啊，就是你们怎么相处的问题了（。逻辑序列）

（ ３６）要不是这样啊，我们恐怕下午还到不了呢（。条件）

（ ３７）可见啊，他这人一点儿也靠不住（。推论）

（ ３８）顺便说几句啊，凡是没交钱的赶快把钱交上来（。题外）

（ 二）用于话题成分之后：

（ ３９）对于作者啊，得说得委婉点儿。

（ ４０）这个唱歌吧，起源于劳动。

（ ４１）我那儿有条被子吧，面儿稍微旧了点儿。

（ 三）用于表明说话人的能愿、态度、评议等的情态成分之后：

（ ４２）我觉得吧，你特有才气哎。

（ ４３）我建议啊，从现在起咱们谁也不要使这个电话了。

篇章连接成分、话题成分、情态成分（ 本书第三章分析口语主位结

构时将它们分别称作篇章主位、话题主位和人际主位，详见３．２．２

至３．２．５）有时在句子里同时出现，有时出现两个，其次序是：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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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分＞情态成分＞话题成分。当一个句子里含有两种或两种

以上主位成分时，篇章连接成分和话题成分后附主位标记的频度

高些。例如（ 下角ａ代表篇章连接成分，ｂ代表情态成分，ｃ代表话

题成分）：

（ ４４）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市场上啊，洋快餐太多。
ａ　　　　　　　　　　　　ｂ　　　　　　　　　　　　　　　　　　　　　　　ｃ

（ ４５）　比较而言啊，就你儿子这话啊跟夸我也差不多。
ａ

（ ４６）我觉得这个办刊物吧应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ａ ｃ

（ ４７）你说这骗子对咱们国家的事儿还挺门儿清。

ｃ ２１ 　ａ 　　　　　　　　　　　 ｃ　

４．２．３准主位标记：嚜、嘛、呢

“ 嚜、嘛、呢”当它跟它前面的语段具备（ 一）类韵律特征时，语

气词自身的语气意义很轻，功能跟“ 啊、吧”相近。当它具（备 二）类

或（ 三）类韵律特征时，语气词自身的语气意义就很强，功能也与具

备（ 一）类韵律特征时不同。由“于 嚜、嘛、呢”功能和意义上具有这

种游移性，我们把它们称作准主位标记。

４．２．３．１嚜（ 么）、嘛

“ 嚜（ 么）”在北京口语 在我们收集的近一百五里用得很少，

十个句中语气词的用例里，只有一例用“ 么”的。 在前辈学者描写

的“用 嚜”的地方，当代北京话里往往是用“ 嘛”。胡明扬（ １９８１）认

为“ 嘛”是“ 嚜”跟“ 啊”连用的结果，我们对“ 嘛”的考察表明，用在句

中的语气词“ 嘛”在功能和意义上兼有“ 嚜”和“ 啊”的特点。

（ 一）“ 嘛”可以作为主位标记，基本不带语气意义。例如：

（ ４８）这药嘛，有效多吃，没效少吃，有效没效您都别来了。再来二趟，可

就当而儿抽我的嘴巴了。

这个用例是从有声材料里记录下来的，“ 嘛”前的“ 这药”说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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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比重音。说话人在讲这句话的之前没有谈论其他的药，也

没有谈及用药以外的其他治疗手段。这句话是在他写完药方之

后，把药方交给患者时说的第一句话。这里的“ 嘛”的功能跟“ 啊”

没有什么区别，也不带语气意义，仅仅是个主位标记。（ 二）“ 嘛”用

于转换一个新话题的时候，有时带有对比重音，有时候不带对比重

音。例如：

（ ４９）我是个农村姑娘，从小生活在山沟里，有些卫生习惯可能跟你们城

里人不大一样。有时候可能俩月仨月也不洗一回澡，衣服嘛，半年

一换，你们嫌不嫌？

（ ５０“）　最后开给你多少钱吧？”

“ 五千。他愣把大头给扣啦！”

“ 对别的演员呢？”

“ 都扣！⋯⋯男演员都动手儿啦！”

“ 京油子把脸都丢到洞庭湖里去啦！后来呢？”

“ ⋯⋯吴胖子私下里跟我说，他先回来，派车到北京站接我，酬金的

事儿，对我嘛，单独商量⋯⋯”

这两例“ 嘛”前的成分都是新话题，二者稍有不同的是（ ４９）里换衣

服一般被人们看作是洗澡后的连带行为，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不

是全新（的 ｂｒａｎｄ ｎｅｗ），而是半新半旧（的 ｉｎｆｅｒａｂｌｅ），所以“ 衣服”可

以不带对比重音。（ ５０）例里的“ 对我”是跟上文“ 对别的演员”对比

而言的，是全新的信息，所以带对比重音。

（ ５１）我一向不赞成婚事大操大办。结个婚嘛，无非是两个人搬到一起

住，从此不太平。哭一场倒在情理之中，有什么可庆祝的？

这一例里“ 结个婚”不是某个确定的人的确定的行为，而是泛指这

一类行为。

（ ５２）这就对喽。男人嘛，就是得靠自己。

这一例里的“ 男人嘛”实际上是一个陈述，因此“ 男人”重读“，嘛”带

的语气跟句末语气词“ 嘛”相同，表示说话人自己所说的话事理明

５显，无须多言（。５２）（跟 ５０）的区 ２）里的“ 嘛”（别 语气较重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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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嘛”后的半句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省略（。５０）里“的 嘛”语气很

轻“，对我嘛”后面的半句一般不能省去。

从（例 ４８）到（例 ５２）可以看出“ 嘛”在功能和意义上的渐变轨

迹（。４８）里“ 嘛”是个纯主位标记（，５２）里的“ 嘛”实际上是个句末

语气词，虽然是用在单个词之后。

４．２．３．２呢

跟“ 嘛”不同，“ 呢”一般不在始发句里使用。在一段较长的叙

述里，“ 呢”常常出现在后续小句或后续句里。而且往往是转换一

个新话题，或新的谈话角度。例如：

（ ５３）那四位写了多少字，才给群众留下个印象。您呢，一句话就流传甚

广。

５４）他说他能拿着那儿的签证儿了，可是咱们国家吧又没有去那儿的飞

机，别的国家呢又不让持那种签证的人过境。

这两例“ 呢”前的成分都带有对比重音（，５３）里“ 您”对前面的“ 那四

位”而言是个新话题（；５４）里“ 别的国家”对前文“ 咱们国家”而言是

新话题。以往论著在举这类例子的时候，多半认为“ 呢”有“ 至于

⋯⋯”“ 说到⋯⋯”的意思。我们认为这类用例里“ 至于”“ 说到”的

意思是新话题跟原话题两相对比产生的。“ 呢”仅仅是话题转移的

一个标志，它用在叙述语句里，“ 呢”前的话题是句内话题（ ｓｅｎｔｅｎ－

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如 ５３）里的“ 您（”，５４）里的“ 别的国家”；而在对话里，

“ ⋯⋯呢”往往意味着篇章话题（ ｔｅｘｔｕａｌｔｏｐｉｃ）的改变。试比较：

（ ５５）什么都没改变，老师还是从前的老师，连错别字都跟从前错的同一

个字。⋯⋯学生呢，也是一点没学聪明。

这个例子里“ 什么都没变”是一个主题（句 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ｔｅｎｃｅ），下面的句

子都是对主题句的说明，“ 老师”和“ 学生”是两个下位的话题成分，

从第一个话题“ 老师”转到第二个话题“ 学生”用了“ 呢”。这里的话

题转移是句话题的转移．就主题句“ 什么都没变” “ 学生”这　而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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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句话题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主题句所关涉的议论范围。下面是

“ 呢”用于对话的例子：

（ ５６）大立：你来了，找我？

金枝：刚才忙什么哪，逮耗子？

大立：没有没有，瞎忙。

金枝：我看也是，瞎忙！楞着干什么，坐下呀！这酒吧嘛，忙活得不

坏，可别的事呢，真是，瞎忙！

大立：没错儿

金枝：比如说吧，那天晚上，在我们家门口，你祝贺我什么？又献花
⋯ ⋯

又动感情的。⋯⋯

这个例子里“ 呢”前面的“ 别的事”一方面是句话题，对前面“ 这酒

吧”而言，这里的“ 别的事”改变的是句话题。另一方面，它又引出

了下面整个话串（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的话题。下文的“ 比如说吧，⋯⋯”就是

对“ 别的事”在这一篇章话题下的具体说明。这里“ 别的事”有对比

重音，但“ ⋯⋯呢”不伴有上升语调。

在对话里，如果“ ⋯⋯呢”出现在第一个话对（ ｐａｉｒ）里，它往往

伴有上升语调，“ 呢”前的语段带对比重音。比如一个人推门以后

说“，怎么，就你们俩，其他人呢？”这时的“ 呢”是句末语气词。这跟

（例 ２“８）爸爸呢，干脆就不理你。”类同，都是（第 三）类情形，只不过

前者是要求对方回答，后者是自问自答。

４．２．４不标志主位的句中语气词

除了准主位标记语气词具（备 二（）三）类韵律特征时不标志主

位以外，还有两个语气词一一呀、啦，不论它前面的语段是不是带

有对比重音，它们都是纯语气词，不标志主位，一般用在并列项之

后，例如：

那儿什（ ５７）我们 么都产，桃呀、李子、柿子呀，都有。

（ 儿说呀、笑呀，整整热闹了一夜。５８）大伙

“ 啦”（在 ５７）里可以替换“ 呀”，（但 ５８）里却不能作这样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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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大伙儿说啦、笑啦，整整热闹了一夜。

但“ ＶＰ啦”在主语位置上是可以说的：

（ ５９）写啦，画啦，他都在行。

这个对比显示，“ 啦”要求它前面的成分是具备遍指意义的，而“ 呀”

对它前面的成分却没有这种限制。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用作主位标记的“ 呀”不是－ｉ韵尾

字跟“ 啊”的合音，如（例 ５７）；而“ 啦”要求它前面的成分具有遍指意

义，所以也不可能是“ 了＋啊”的合音。

这类语气词的用法过去的语法书中一般解释为语气词表示列

举。但我们认为，语气词用在并列项之后只是给话语增添了轻松

的语气，而列举意义是由并列的格式带来的，跟语气词没有关系。

试比较：

（ ６０）ａ．吃、喝、嫖、赌、抽，你都占全了！

ｂ＊吃呀、喝呀、嫖呀、赌呀、抽呀，你都占全了！

（ ６１）吃呀、住呀，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我全包了。

说话人在强调事情严重而且态度强硬的时候，倾向于不用语气词，

如（ ６０ａ）。当说话人用了语气词的时候，显得语气轻松，有时甚至

可以把大事往小里说，如例（ ６１）。

综上所述，北京话常见的句中语气词可以分作三类：

ｌ）主位标记：啊（ 及其变体）、吧。这类句中语气词用在停顿处

已经不带有语气意义，只起标示主位的作用。

２）准主位标记：嘛、呢。这类句中语气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功

能和意义有所不同。在某些语境下几乎不带语气意义，功能跟啊、

吧相同。在某些语境下语气意义较强，能明显地看出它从句末语

气词脱胎而来的痕迹。

３）非主位标记：啦、呀。这两个语气词不是“ 啊”的音变，其出

现环境是相对封闭的（ 例如用于多项并列成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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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余 论

从历史来源上看，现代口语里的句中语气词都是由句末语气

词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原来在句末所具有的明显的

疑问语气、感叹语气都不同程度地减弱了。同时，在句首成分后的

停顿位置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气意义。而总的看来，这种新的

语义大致是向着标示话题、标示主位的方向发展的。我们在本章

里指出的作为主位标志的语气词现象表明，在当代北京口语里，某

些语气（词 如“ 啊、吧”）其原有的表示测度、疑问、感叹等意义已经

丧失，其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专职化趋势。这一方面表明语气词

的发展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演变趋势，另一方面说明当代北京口语

中的功能表现形式正趋于定型化、完备化。

近年来，学者们对疑问语气词在多大程度上表示疑问语气发

生争议。关于口语语气词的数目，多者认为有四个，少者认为有一

个，也有认为是两个半的。我们不想对此做出评论，只想指出，以

往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有一种把语气词所处的语言片段限制过

短的倾向。这就容易导致不易分清句末语气词与句中语气词的问

题。在这里，我们想重复赵元任先（生 １９６８）的说法。即，句子有一

种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质。赵先生进一步指出：“ 零

句之中有的是指出事物的存在或唤起对它的注意，有的是有较多

的话，更近于一种说明。把这两种零句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一个整

句。这样，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惊讶而明明白白的结论：一个整句是

一个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赵先生的话发人深思。在实际口

语里，哪些句子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表明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广义

也就是我们在本的整句，是需要仔细辨析的。这 章中研究语气词

的意义时总是放 ——篇章中的缘故。我们结合在较大的语言片段

一个话串中信息结构、话题结构、轻重音模式的分析，来辨析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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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各种表义功能，得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这或许能对全面认

识句末语气词的表义功能有所帮助。

附 注

①本章例句中语气词的写法均依原出处所用汉字，不作更改。

②余霭芹（ １９７１）曾发现汉语动词与宾语之间不能插进语气词。

③④有关汉语里主位、述位和语体特征问题在本书第三、五两章里有详

细的讨论。

这里所说的重音指的是不带任何对比意义的正常重音。

作者参照了廖秋忠（ １９８６ｃ）一文对篇章连接成分的分类，并对句中语

气词在各类篇章连接成分之后的使用情况作了考察，发现几乎所有的口语篇

章连接成分之后都可以用“ 啊、吧”，而“ 呢、嚜、嘛”的使用范围要小一些。

嚜（ 么）在南方官话地区用得较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就曾指出， 多，

北方地区少用。

这一例如果换成“ 嘛”语感上更像北京话。照录如下：

李冬宝“：别生他气，张老师，他是一粗人。”

余德利：“ 对，我是一粗人。这俩细人跟你说了半天细话，咱说会儿粗

话如何？”

张明高：“ 还得等会儿，我还拐不过这弯儿呢。本来么，刚听点儿好话

儿听得有几分舒畅，冷丁换上你来，要是你能接受得了么？将

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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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话语体的主位形式：

易位现象分析

５．１ 易位现象的基础：信息结构和语体特征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里曾经指出的，Ｍａｔｈｅｓｉｕｓ提出的以信息传

递功能为着眼点，把句子分成主（位 ｔｈｅｍｅ）和述（位 ｒｈｅｍｅ）两部分的

分析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方法用来分

析汉语口语，可以使一系列看似“ 特殊”的现象获得一致的解释。

前人曾对汉语语序赋予过某种功能角度的解释。如赵元任

（ １９６８），朱德（熙 １９８２）都认为汉语的主语就是话题，谓语就是陈

述，但是诚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前天有人从太原来“”一会儿又

下起雨来”两句话里“ 前天”“ 一会儿”就不像个话题。（ 吕叔湘

，１９７９）可见“ 话题一陈述（” 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ｍ　ｅｎｔ）不能概括汉语语序的一

般规律，而“ 主位“”述位”用于汉语好像比较合适。汉语里主位不

是话题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例如：

（ １）我觉得吧，这一男一女能撞上而且有戏，不在他们多出众多有钱，

⋯⋯主要看缘份（。４－４９８）

士，江姐呵，赵一曼呵，当（ ２）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 然还有洪常青，

打心眼儿里敬佩他们（。４－１７２）

（ ３）其实吧，你也就是一般人儿（。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娶个什么好》）

我们曾在三、四两章里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北京口语里这种

用语气词标示出的句首成分，不管是体词性的还是谓词性的，或是

意义不很实在的副词一类成分，尽管未必都是话题，却都可以看作

是主位。语气词前的成分的确是全句待传信息的出发点，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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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口语的句内语序，基本是以主位在前，述位在后为原则

的。

这一章我们分析一种异常现象，即主位后置的易位现象，如：

（ ４）别打岔，到底去不去你（？Ａ－４７０）

（ ５）怎么都不说话？好看么倒是（？３－６７）

我们说这种句子是主位后置的表现，主要理由是：一，后置成

分总是轻读，重读部分总是在它的前面，这和主位轻读，述位重读

的语音模式相符；二，后置成分总是全句最次要的信息，有的曾出

现于上文语境，有的存在于说话现场，也有存在于听说双方共知的

意念中的。（ 详见下文）而它前面的部分一般总是由它引发出的

评述。

主位后置首先是对话语体的特有现象。我们说，一般叙述语

体里主位在前述位在后的语序，体现了语用学的可处理原则（ ｐｒ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即先从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听话人熟悉的情况说起，再引出新的信

息，这是在相对从容的谈话环境里最符合听话人心理认知过程的

最合理的信息处理结构方式。但是在简短紧凑的对话里，要求说

话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重要的信息明确传达给对方，这个时候

ｒｉ简练原（则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 ｎｃｉｐｌｅ）就显得特别重要，重要的信息成为说

话人急于说出来的内容，而次要的信息就放到了不显要的位置上。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表明，最容易引起听话人注意的首先是句首成

分，因此，对话语体里在有限的说话时间内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句

首的处理方法，既是说话人直接的心理反应，也是引起听话人注意

的便捷手段。在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里，９６％以上的易位句是出

现在对话里的。

其次，易位现象还多出现于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和否定句

里。从功能角度看，这些句类都是含有强化焦点手段的非常规句

（ 参看３．３．１）。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主位后置是为了使述位部分

得到强调。我们的材料同样支待了这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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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后置成分的语义类型

主位是句子讨论的出发点，说话人选作出发点的，可以是时间

／处所成分，可以是行为者，可以是一般事物，也可以是一个行为，

还可以是与行为或事件有关的方式、条件、原因、目的等。可以说

主位为其后面的评述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参考点，再次是与行为

有关的条件类参考点。以下逐一列举这几类成分的后置现象。

５．２．１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后置成分

从形式上看，有的是普通时间词和方位词，有的是表示时间或

空间的介词结构。例如：

（ ６）对不起，周华，我是太急了点刚才（。Ａ－３８）

（ “７）⋯⋯别听我瞎说呵，我这是喝了酒胡说，我难受，这儿。”范建平指指

心口窝（。Ａ－６４）

（ ８）可大街你随便敲人家门去，问问可有一个乐意拉着你们满北京兜风

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４－２９９）

（ ９）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１－２）

这几个例子里的时间／处所成分即使移到句首也很难说是话

题，同时它们也不是动作行为的直接参与者，它们的作用是为全句

提供一个时间／空间上的参考点，有了这个参考点，一句话的内容

就有了较为明确的时间／空间界限。这种参考点用在句首时一般

是不能省去不说的，因为那会使全句时空不明，而后置的时空参考

点就没有句首的那么重要了，一般是在上文或现场语境里已经有

了参照，这里无须特别点明，但如果不说也可能引起误会，这显示

了易位句特有的功能价值。让我们分析一下下边两个例子：

（ １０）“ 周华我们结婚吧。⋯⋯这不是我们一直说好的事情吗？”

“ 不是一直，是曾经。”
‘“ 对于我来说，是‘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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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结婚是双方的事情。”

“ 你什么意思？”

“ 我不想结婚，现在（。”Ａ－３９１）

说话人周华说“ 不是一直，是曾经”已经表明同意结婚一事不属于

现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了，但对方再次强调“ 是一直”，她再次强调

“ 我不想结婚”时为不致使对方误会是一直不想结婚，而补充说了

“ 现在”。再看一个后置成分表示空间的例子：

（ １１）范建平来了，拎一尼龙兜东西，⋯⋯打开兜，开掏，⋯⋯取出两盒磁

带，细细检查，完好，满意道“：还好还好，两盒磁带尚存。有录音机

（　　？”Ａ－２没有这里 ９４）

这句虽然说话人的“ 这里”指的就是说话现场，但如果删去“ 这里”，

“ 有录音机没有”也不排除有其他理解的可能。

５．２．２表示人或事物的后置成分

这些成分的词汇形式有：人称代词，指示词＋名词，领属性定

语＋名词，光杆普通名词，都是定指性名词的典型表现形式，而没

有无定形式的，说明它们都表现的是旧信息。从以下例子里可以

看出，后置成分所表示的事物往往在上文出现过，后置者只是对其

先行词的回指。例句中加着重点的是回指形式。

（ １２）周华，你得管管你们方波，太自私了他（！　Ａ－４５　）

（ １３）怪不得瞅着您眼熟。幸会幸会！那戏我可是哭了，整整教育了一代

人哪您（！Ａ－２２）

（ １４）安启森放下电话，安夫人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启森啊，那女

谁孩子 ”，是 ？

“ 妈，那花经得住您这么个浇法么？都要发大水成灾区了！”

安夫人放下水壶“：是谁啊，那女孩子？（”　Ａ－３９７）

（ １“５）说他那稿子呢？那稿子我看过，不是挺好吗？”

“ 那您处理吧这稿子，没准是我看太多遍陷进去了（。”４－５１６）

（ １６）回家管管你儿子去你不回家他不睡，这么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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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睡觉分工你管。⋯⋯分析分析原因，为什么没我不行没你可

以——孩子（？”Ａ－２２）

有时先行的回指对象不是个简单的词汇形式：

（ １７）其实我本意不是想当一流氓头儿⋯⋯我想当将军。统帅大军，冲锋

陷阵，驰骋疆场，直到把敌人全歼。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维护世

界和平，凯旋！会师！总攻 （ ４－１７４）——哎哟，想死我了这事！

这些例子里的后置成分都是述位里动作行为的直接参与者，

有的是施事，有的是受事，都是述位的陈述对象。作为一句话的信

息起点，按说是应该首要提出的，但由于都在上文不远处出现过，

因此退居比句首话题次要的句末位置。但如果省去不说也有歧解

的可能。如（例 １２）如果删去“ 他”就可能理解为“ 周华太自私了”；

（例 １３）删去“ 您”就可能理解为“ 那戏教育了一代人”；（例 １６）如果

不说“出 孩子”句子简直不知所云；（例 １７）如果不“说 这事”，按一般

理解“，想死我了”常是指人的，而不倾向于指事。

５．２．３表示非直接参与者的后置成分

这一类通常表现为一个介词结构。说话人用介词把一个参与

者引进，这个参与者不是句子里动作行为的最直接参与者，也就是

说，不是能从动词本身的语义里推导出来的，但却是说这句话的时

候语境里必须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成分也是语境里这

句话的出发点，因为不从这个成分说起，句子的意义也难以确定。

请看例子：

（ １“８）好小说和坏小说用什么标准来区分？”

“ 以我划线。”丁小鲁说“，我喜欢的就是千古佳作，我不喜欢的那就

是狗屁不通。”

——对作者（？”４－１“ 就这么直接说 ４７）

（ ｌ９）后来呢？后来方波走了她就睡了。后来呢？没有后来了。没吵架，

和方波？没吵。也许因为没吵她心里才觉堵得慌（。Ａ－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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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但我发觉 ——对我的一些习她有轻微的抗拒，如果不属于厌恶的话

惯动作（。２－４７９）

（ ２１）我是科班毕业，杨冠华是野路子出身，论导的戏我比他还多一部，他

一级我二级凭什么（？Ａ－２２１）

这些例子里的介词宾语并不都是上文出现过的，但都是听说双方

背景知识里存在的旧信息：有小说就有作者，有一个惯常的行为就

有习惯动作，有一件不公平的事就有不公平的评判标准。这几个

成分在上下文语境里是首次提出，不能不说，但其信息地位并不重

要，因而后置。

５．２．４表示原因、目的、方式、条件的后置成分

这一类大多是动词性成分，语义上是从属于述位成分的，语用

上表现的是一个较旧的信息。例如：

（ ２“２）嗨，有莉莉盯着，有我没我无所谓。”

“ 太有所谓了有你没你。你的戏多好啊，要是你能排，宋导准保省劲

多了。”（ Ａ－１２５）

（ ２３“）　童童，赶明儿给我张票我也开开眼。”

“ 就那么回事，看不看的。不喜欢坐那也是受罪（。”Ａ－２０）

（ ２“４）周华怎么样了？”

“ 挺好的看着。可能没什么事吧（。”Ａ－５０）

（ ２５）许童童这么说着脸却红了，由于兴奋。（ Ａ－２５）

（ ２６）肚子一点不觉饿，不饿也得吃，为了工作（。Ａ－４６９）

（ ２７）怎么样，心情 ９３）好点了吧？听到别人倒霉（？Ａ－

（ ２８）干吗呢站在街上 打算？ 去哪儿？（ ４－１５）

——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４（ ２９）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 －１１０）

（ ３０）我们全跟你学坏了——本来挺好。（ ４－１０３）

（ ３１）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１－３５５）

这些后置成分在常规语序里可能被分析成主语、状语或连谓结构

的前一成分，都不是新信息的表现形式。另外，（像 　２４（）　２５（）　２７）

（ ２（８）２（９）３０）这几个例子还明显表现出与信息结构有关的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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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则——主位所表示的行为发生在述位行为之前。

动词性结构没有指称性质，但其旧信息性质仍然能从语境中

表现出 ）上文就有同形表现形式，其他例子上文或有同来，像（例 ２２

义形式，或可以从上文意会出来。这里再举一个属于背景知识的

例子：

（ ３“２）你在那儿［昆仑饭店］是公关部的”

“ 不，我是西餐厅的。”

“ 工作忙吧？”

“ 还行。客人不是太多。”

“ 够累的，一天老得站着（。”Ａ－１３２）

前面的谈话表明说话者之一是餐厅服务员，这个行业的工作就是

“ 一天老得站着”，这是背景知识，不言自明，所以说话的另一方为

了对话的连贯直接就说“ 够累的”，而把主位成分放在了后边。

５．２．５虚化的主位后置成分

口语里系动词和一些心理动词（ 包括“ 说”）前面加上指示词或

人称代词等，自身语义有所减弱，形成一个轻读的凝固形式。这种

成分后置的例子如：

（ ３３）干吗呢这是？这么热闹（。Ａ－５）

（ ３“４）什么呀，这是？”

“ 面膜，白给的，一个洋白菜的，一个柿子椒的（。”Ａ－６１）

到哪儿了这是（ ３“５）　 ？”

“ 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　４－３００）

（ ３６）何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１－３２８）

（ ３７）我一定跟她说。会谈通的我想。（ Ａ－１３８）

（ ３“８）陶莉莉，刚才我说的明白了吗？”

我就是这么表现的，我认为。（”　Ａ－１５０）

（ ３“９）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小总是眯眯的。”

“ 还可以呀我看，再大就该招灰了“（。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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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再说也不一定非上大学，可以干别的。”

“ 干什么呢？”

“ 当作家，比方说。（”　Ａ－８９）

这里有些例子，（如 ３４（）　３５（）　３７（）　３８），严格按句法切分的话“，这”

“ 我”是第一层的直接成分“，是“”想“”认为”应该和述位结合在一

起作为另一个直接成分，但说话人的心理切分却不是从句法结构

考虑的。这个现象可以说明，易位现象其实质不是句法成分互换

位置，而是信息成分根据交际需要的有序排列。这是我们在易位

问题上与前人看法的不同。

着眼于此，我们可以说“ 易位”未必是最合适的名称，不如叫

“ 移位”好些。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把最次要的信息往后甩，

其方式有时是ＡＢ→ＢＡ，有时也可 → ＡＣ ＡＣＤＢ，Ｂ，ＡＢＣＤ →能是ＡＢＣ

→ＣＡＢＣ ＢＡ⋯⋯等等，不以位置互换为法则，只以弱化次要信息为

原则。

５．３后置成分的功能类型

５．３．１追补性后置成分

这一类语义上表示的是程度、范围等，可以从形式上分为如下

几类：

５．３．１．１副 词 性 的后 置 成 分

副词对它所修饰的述位成分语义上作出程度、方式、范围、时

态等方面的限制，在前时，首先为一个陈述定了调子；在后时，是语

义的补充。例如：

（ ４１）我常年在外，这次回来休假这房子也是我们单位刚分的我，过去

没家都（ ３－１１５）

（ ４２）就是别那么吹，太吹了也。国强，按你们的说法，他得算侃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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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４１）

（ ４３）老范，我认为你就应该评二级——至少！（ Ａ－２３９）

（ ４４）检查官很宽容了已经。

（ ４５）这是怎么回事？周华想。又想：不关自己的事反正。继续洗碗。

（ Ａ－４６４）

（ ４６）往往多数婚姻都没爱情呢——还！（ ４－４９９）

（ ４７）我这么小心注意着成天价，就因为实在不是个圣人。（ ３－３９３）

这里边有几个副词复位以后并不是在句首，意义上也不是信息的

起点，所以后置仅仅是为了突出它前边的东西。

５．３．１．２关于“ 定语易位”

陆俭明先生（ １９８０）认为：“ 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不发生易位现

象。‘我买了顶帽子，呢子的。’这是个复句，不是定语和中心语易

位的句子。”从功能角度看，这个后置的成分如果是重读的，则应该

依陆文的看法；但如果是轻读的，则应该看作是后置的补充成分，

例如：

（ ４８）这儿有你一封读者来信，昨儿收到的（。４－１２２）

（ ４９）这就是辩证法吧？比较朴素的（。４－８）

虽然后置成分代表了新信息，但说话人是把它当做次要内容后置

的，仍应看作易位句的同类现象。

５．３．１．３熟 语性后 置成 分 。例 如 ：

１－３２６（ ５０）别来劲呵 （，给你脸了是不是？ ）

（ ５１）若有所动鼻子一酸心头一热也没准儿。（ ３－２１４）

（ ５２）没准儿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４－２０９）

（ ５３）兄弟搞了一生现代 。（　 ４－１２８）——不瞒您说派还没入门

（ ５４）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

告诉你！（ １－３９５）

这些成分既可以看作临时性的后置，也可以看成固定的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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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因为一方面说它们都可以置于句首作为起点，且前置后置

都轻读，另一方面它们后置用法出现频率很高，且后置时也有较重

的读法。我们倾向于把这类现象看作追补性后置成分的一种。

５．３．１．４不能复位的后置主位。例如：

（ ５５）周华，说说吧，我昨天的演出（。Ａ－４６７）

（ ５６）祝贺你啊，得奖。 －２２）庆祝哪（？Ａ

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第一，后置成分轻读；第二，后置

成分位于全句语气词之后，说明是补充成分；第三，后置成分的信

地位是全句的起点。这三者可以证明它们是后置的息 主位，这个

功能角度的解释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要求易位句一定能复位，且

复位后是个句法结构，这两句就很难解释，因为很明显“ 我昨天的

演出说说”“ 得奖祝贺你”是不成结构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句

法角度看易位的局限性。

５．３．２修正性后置成分

（ ５ （ ４－２４１）７）你们说什么了，他对你？

（ ５３）看见林蓓了么？她也来了和那个宝康（。４－６３）

句子里原有主位．‘你们“”她”，话说一半儿又改了主意，把主位换成

“ 她对你”“ 她和宝康”。这也表明作为主位可以互换的成分（ 如“ 他

对你”和“ 你们”）可以是不同句法性质的东西。

关于追补和修正性易位现象 详细论述可参看 Ｔａ， ｉ＆ Ｈｕ

（ １９９１）。

５．３．３复合形式的后置成分

成分后移，这就有两个问题值得讨有时候可以有不止一项 论，

都是涉及复合形式的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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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１不止一个成分复合在一起，就有个先后次序问题，这

又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后移的两个成分先后位置不能互换，例如：

（ ５９）我们才见了两面，还不太了解呢互相都（。电视剧Ａ）

＊→ 还不太了解呢都互相。

（ ６０）九万吧那就（。４－９６）

＊→ 九万吧就那。

（ ６１）大笑，两人一块（。Ａ－３９）

＊→大笑，一块两人。

（ ６２）搁哪儿了我给（？４－５１１）

＊→ 搁哪儿了给我？

第二种情况是，两个成分可以互换位置，例如：

（ ６３）什么呀，都是，他们那两个条件（？Ａ－６１）

一→什么呀，他们那两个条件都是？

（ ６４）我还用跟它来这个？我要能演，搁过去（。Ａ－１５６）

→我还用跟它来这个？搁过去，我要能演。

（ ６５）夸我呢是吧，你们刚才（？Ａ－９６）

→夸我呢是吧，刚才你们？

（ ５９）—（ ６２）不能变化的原因在于句法上的制约，（ ６５）两个成

分在句法位置上的先后是两可的。（ ６３）（ ６４）的原句不如变换句自

然，“ 都是”和“ 我要能演”后头必须有明显停顿，否则不能说。这两

个 例 子 说 明 ＡＢＣ→ ＣＢＡ不 如ＡＢＣ→ＣＡＢ更容易接受。

５．３．３．２两个以上后置成分复位时，不仅可以有完全复位法，

也可以有局部复位法。例如：

（ ６６）造福人类吧你就（！４－２０９）

——你就造福人类吧！

——你造福人类吧就！

——就造福人类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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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怎么啦？你们这是（？Ａ－２９５）

——你们这是怎么啦？

——你们怎么啦这是？

——这是怎么啦你们？

（ ６８）不去了真的大晚上的（。Ａ－１１７）

——的大晚上的不去了。

——真的不去了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不去了真的。

——大晚上的真的不去了。

（ ６９）非常有意思呵，你这些小哥儿们说话。（ ４－４０）

——你这些小哥儿们说话非常有意思呵。

——你这些小哥儿们非常有意思呵说话。

——说话非常有意思呵你这些小哥儿们。

这几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说话人甩到后头的就是他认为不重要

的，留在前边的就是所要强调的。陈述的内容多，起点就比较单

纯；陈述简明，起点就比较复杂。但最复杂的多项后置形式大概也

就这样了，因为从意念上说，说话人选作起点的成分得像“个 点”才

行，内部不能太复杂；再从语体上说，对话要求语句简短，整句尚且

不能太复杂，句中的主位也就不可能过于复杂了。

５．４易位现象与问答方式

５．４．１

我们可以把易位句看作是介于非省略句和省略句之间的一种

现象，也就是说，在简单的问答里，至少有三种不同信息结构方式

的句子：ａ，主位在前，述位在后；ｂ，述位在前，主位在后；ｃ，省略主

位，只有述位。

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句子为例，看看这三种句式作为问句和

答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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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问：你干嘛去了？（ ７１）问：ａ．你干嘛去了？

答 ： ａ．我买菜去了。 ｂ．干嘛去了你？

ｂ．买菜去了我。 ｃ．干嘛去了？

ｃ．买菜去了。 答 ：（ 我）买菜去了。

从理论上说，ａ，ｂ，ｃ三者分别作为问句和答句两两组合，可以

有如下九种问答方式：

１．问ａ答ａ　 　　　　　２．问ａ答ｂ　 　　　　３．问ａ答ｃ

４．问ｂ答ａ　 　　　　　５问ｂ答ｂ　 　　　　６．问ｂ答ｃ

７．问ｃ答ａ　 　　　　　８．问ｃ答ｂ　 　　　　９．问ｃ答ｃ

这九种问答方式在实际话语中出现频率很不均衡，说明三种

句式性质不同，它们之间不是可以任意组合的。我们感兴趣的是

其间的制约因素。

答句受问句的制约。有形式上的制约，也有功能上的制约。

形式上看，ａ．ｂ．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句式；功能上看，三者反映了

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

如果把 ａ．ｂ．ｃ．看成形式上不同的三种句式，那么按廖秋忠

（ １９９１）的说法，答句句式受问句句式的影响，采取跟问句相同的句

式，则上述九种情况里，第１，５，９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看成是篇

章因素的制约作用。

如 功能表现，可以说ｂ和ｃ都ａ．ｂ．ｃ．果把 看成是三种不同的

是对ａ句里的主位成分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ｂ是主位弱化方式，

ｃ是主位删除方式，也就是说，按主位在句中地位的重要性来排列

的话，顺序是ａ＞ｂ＞ｃｏ Ｓ．Ｋｕｎｏ在他的功能句法理论里提出了一

个问答中答句信息删略的原则，即，答句对问句中的信息成分可以

完全保留，也可以作适当删略，越旧的信息越倾向于被删略，新的

信息不能被删略。沈家煊（ １９８９）从另一个角度看问答方式，他认

为对话中上句的陈述部分对下句来说可以看作就是话题，因此下

句常常可以不再有话题出现，而直接针对上句作陈述。综合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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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看，答句的要素是新信息，答句的信息成分既可以跟问句

相等，也可以少于问（句 但新信息不能从缺），而不必多于问句。那

么，上述九种问答配置里，第４，７，８种是不太合理的。当然这个推

断有待于大量调查工作来证实。

本章不可能对全部九种（ 何况实际语言中还不止九种）问答方

式作全面考察，下面只分析跟易位句有关的五种。

５．４．２

从易位句ｂ着眼，可以把这五种问答方式分为两种：ｂ作为问

句的和ｂ作为答句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ｂ作为问

句的用例远远多于作为答句的。这还仅仅是对严格符合五种问答

配置的例子的统计，但更多的是配不起对儿的情况，如果把有问无

答、有答无问和答非所问的例子全结合起来看的话，ｂ作为问句的

倾向就更加明显。

统计材料反映出的这个倾向并不完全符合上文作出的假设。

上文假设“ 问ｂ答ｂ”式应该是合理的，但在实际语料里却没有发

现一例；上文假设“ 问ｂ答ａ”和“ 问ｃ答ｂ”应该是很受限制的，实

际却有些用例。底下先按语料里出现的四种情况分别举例，再逐

一分析。

５．４．２．１以 ｂ作 为 答 句 的

问ａ答ｂ的，例如：

（ ７“２）你说我请大家．他们会来吗？”

“ 会来的我想，只要没别的要紧事（。”Ａ－３７１）

问ｃ答ｂ的，例如：

（ ７“３）害怕了吧？”

“ 怕什么我，君子坦荡荡（！”Ａ－３１０）

ｂ作为答句像（ ７３）这样的典型例子并不很多，多数是像（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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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 我想“”我看“”我认为“”比方说“”看着（”见例２４，３８，３９，

４０）作为后置成分的。这时后置成分意义很虚，已经虚到有它没它

无所谓的程度了。这也符合问答心理，不管是问话人还是听话人，

所关心的只是答句里有没有问句所关心的那个新信息，即述位成

分，主位出现不出现并不重要，因此可以说，ｂ作为答句功能上接

近于（ 几乎相当于）一个ｃ句，这就符合答句信息成分不多于问句

的原则了。

５．４．２．２以ｂ作为问句的

问ｂ答ａ的，例如：

（ ７“４）什么呀，都是，他们那两个条件？”

“ 一个是希望周华为他们厂的产 ⋯⋯另一个条件品做个电视广告

是《，伴我远行》的男主角必须是我演（。”Ａ－６１）

（ ７“５）瞧我别扭——这姑娘“。”她还没习惯你（。”４－１９）

（ ７“６）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 ”她说“，有——有的药“。”我可以控制。 用

的留下，没用的排出，我可以有意识地监督体内各系统的工作。”

（ ４－２７２）

例（ ７４）和（ ７６．）都是答句中主位不止一项，已经带有一点对比

话（题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ｔｏｐｉｃ）的味道，放在句首是常例。只有（例 ７５）是典

型的问ｂ答ａ，但同类例子也不多。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不难理解，

只要问句中的后置主位成分对听话人形成了刺激，答句中就可能

做出反映，因此不能满足于用ｃ来回答，只有“ 问ｂ答ａ”和“ 问ｂ答

ｂ．”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而后者本身是不存在的，于是就只有问ｂ答

ａ了。

问ｂ答ｃ的，这是实例最多的一种方式，例如：

（ ７“７）谁呀她是？”

“ 苏蓓的母亲（。”Ａ－２２９）

“ 又哪玩去了你？”（ ７８）

台湾饭店（”Ａ－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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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你什么时候走，拍电视剧？”

“ 下周四。（”　Ａ－２６）

（ ８“０）挺好的最近？”

“ 嗯，挺好的。（”３－１８）

（ ８“１）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 买菜去了（。”１－２３８）

这种问ｂ答ｃ的方式占了所有四种方式总量的三分之二强，

因为这是最符合人们心理习惯的一种方式，也是最清楚地突出新

信息、突出焦点的合理方式。问题是，答句中主位没有出现，是不

是表明答话人认为它可以忽略了呢？我们认为未必如此，也就是

说答话人并非对问话中后置的主位没有反应，而正是因为它最靠

近答话的句首而直接承袭了它展开评述。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

ｂ作为答句时后置主位有没有无所谓，而作为问句时其前置述位

和后置主位都会对听话人形成激发作用，听话人必须作出反应，这

种反应有三种形式：

１）主位在前述位在后的ａ句，如（例 ７５）　；

２）承袭问句句末主位而省略的ｃ句，如例（ ７７－８１）　；

３）对问句述位和主位分别作答的复句，我们下面将要讨论。

５．４．２．３看 下 面 几 个 例 子 ：

（ ８“２）什么呀都是？跟个炸药包似的我担了好几天心了。”

“ 衣服。都是我前儿个逛街买的，还有给你买的呢。（”　３－６４）

（ ８“３）到哪儿了这是？”

“ 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这是十块钱能到的地方”（ ４－３００）

（ ８“ ——对作者？”４）就这么直接说

“ 好话可以直接说，说过头也没关系。坏话只能暗地里说，当面对作

者充其量只能作为其惋惜遗憾状。”（ ４－１４７）

（ ８“５）都有干 ——你那些同学？”嘛的

“ 干什么的都有，当官的，做 有俩发了财的，还有一个当到了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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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级——也有一般工人（。”３－１０７）

这种问答方式的存在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没有“ 问ｂ答ｂ”的

方式存在。问ｂ答ｂ的答句语序是，先答述位成分，再重复一下问

句里的主位，但这时主位就毫无意义了；除非是以上这种情况，可

以容许主位再度出现，即，先对述位作出回答，然后进一步就主位

展开陈述，形成一个复句。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作为问句的易位

句其后置成分不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节我们通过对问答方式的分析看出，易位句处在不同的

问答地位时，其中后置主位成分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强弱程度。

本节开头我们指出ｂ作为答句不如作为问句常见，这就是因为答

句中后置成分没有太大作用，于是人们宁愿多用简洁的ｃ作问而

不常用ｂ句；作为问句时说话人对主位和述位都是有所期待的，虽

然主位次要，答话者可以不说，但问话人有必要说出来。

５．５易位与省略

如果把易位句放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看，可以认为它是常态

句和省略句之间的过渡现象。比起常态句来，它更容易突出新的

信息，把重要信息集中地首先传达给对方，次要信息得到了弱化处

理；比起省略句来，它有一个追加的点明主位的手段，能使整句话

的语义较为明确，不致于产生歧解。这是一种表达的策略，虽然整

句话的时长并不比常态句节省，但听话人接受新信息的时间却提

前了，多数情况下听话人不等说话人全句说完就开始对新信息的

解码过程了。

前文从许多方面说明了易位句的存在价值，下面再放到较大

的篇章范围内做一点分析。

小说《 修改后发表》开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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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在西单‘百花市场’，和一个男的。”李东宝对

戈玲说。

“ 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戈玲回答（。４－４８２）

这段对话待续了３０个话（轮 ｔｕｒｎ），１７个话（对 ｐａｉｒ），其间还有另一

个与此毫不相干的话题交错出现，话题“ 那个男的”被反复提起时

ａｎａｐｈｏ除一次“用 那爷们儿”外其余都是零形回（指 ｚｅｒｏ－ ｒａ）。这段

话之后有两个大的段落，写的是另外的人、另外的场景和另外的

事，约一千余字。两段之后第四个大段回到了第一个段落的场景

和人物，但话题是承袭第三段的，持续了１１个话轮，７个话对后又

讲到李东宝：

他坐下 ——后继续和戈玲胡“扯：他是干嘛的 你那位（？”４－４８７）

这个“ 你那位”距离先行词实在太远了，因此尽管句中有一个

形式上的主位“ 他”，但仍然不能让听者明白陈述对象是谁。这句

话如果出现在第一段的第三句话，就完全可以不用这个“ 你那位”。

这是由于零形回指不可能在话题连续性作用延及不到的地方使

用，这个例子说明了易位句的篇章价值。

易位句是一个功能类型，是语用现象，因此在不同的使用场合

体现出不同方面的存在价值。放在从常态句到省略句的动程中

看，易位句处在过渡带。进一步说，易位句本身也应该当做一个动

态的过程来看，有些后置成分信息量极弱，完全可以省略，有些则

如鸡肋，去留两可，有些则是重要的补充内容，不能省去不说。大

致说来，本章称作虚化主位成分“的 这是“”我说”等后置成分倾向

于可省。人称代词也容易省略，一般名词性成分去留两可，动词性

成分不太容易删去，介词结构更不易删去，副词则几乎不能删。

各类后置成分的可删略度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从左至右可删

略度递减）：

虚化的主位成分＞代词＞一般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介

词结构＞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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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本章例句凡引自王朔作品的，括注里第一个数字符号“ １，２，３，４”分别

表示《 王朔文集》的卷数“，Ａ”表示小说《 爱你没商量》，第二个数字表示书中

页数。

王朔作品中易位句的书面形式有三种：一是后置成分前加逗号（ 有时是

问号），二是前加破折号，三是什么都不加，和上文连在一起。这纯属作者的

写作习惯，三者功能没有明显差别。本文引用时不加改动。

主位并不完全等同于话题，已如上述。从信息结构角度看，主位一般

表示最旧的信息，述位表示较新和最新的信息，但也不尽然。因为说话人选

择什么样的成分作主位，有时可能仅仅考虑的是为了述位的展开，比如有些

副词性成分放在句首，很难说其信息属性的新旧，仅仅是对其后面内容加以

某些限定。因此“ 主位一述位／话题一陈述／旧信息－新信息”这三组概念大

致上说是相对应的，但也不完全重合，我们倾向于认为主位的意义在于表示

次要信息。

③如陆俭明（ １９８０）以句法结构为纲，逐一考察汉语几种主要句法结构哪

些可以调换位置，哪些不能。陆文开头也谈到了易位现象有它自身特有的表

达作用，全文的方法是从句法着眼的。另外，陆文的 我们材料都是内省式的，

则采集有代表性的当代北京口语实际语料，作穷尽的考察和统计，分析其动

态过程。

Ｔａｉ　＆　Ｈｕ认为后置成分在对话中的一个作用是，说话人用这个轻声形

式告知对方自己话轮的结束。我们认为后置成分的意义比他们理解的要更

实在些，就是这里所指出的说话人把主位放在后面一方面是让听话人首先对

述位有所感知，另一方面也便于听话人紧接着这个后置的主位成分展开评

述。

例句来源

王朔文（集 １－４卷），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爱你没商量，王海鸰、王朔著，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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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焦点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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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比焦点的表现手段

６．１对比焦点与常规焦点

６．１．１定义

一个句子的焦点是句子语义的重心所在。由于句子的信息编

排往往是遵循从旧到新的原则，越靠近句末信息内容就越新。句

末成分通常被称作句末焦点，我们把这种焦点成分称为常规焦点。

反之，如果一个成分不用作引入新信息，而是在上文或语境里已经

直接或间接地引入了的，是说话人出于对比目的才着意强调的，这

个成分就是对比焦点。 对比项可能是上文提及的或语境中实际

存在的，也可能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心目中认可的。例如下面

的对话中，下加横线的部分就是对比焦点成分：

（“１）谁请客，你吗？”

“ 我哪儿请得起，宝康请。”

“ 他请？他为什么请？”

“ 你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我们是沾你的光。”

“ 沾我的光？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常规焦点跟对比焦点的根本差别在于二者的预设不同。所谓

预设，通俗地说，就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都共知并认可的前提。

如果句子的预设是“ 有Ｘ”，整个句子是要说明这个Ｘ，这时候，焦

点成分是呈现性的，属于常规焦点；如果说话人预设听话人认为

某事是Ｂ，而实际应该是Ａ，说话人说出这个句子的目的在于指别

“ 是Ａ而非Ｂ”。这时候句子的焦点成分就是对比性的，属于对比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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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特指问句里的疑问词一般有两种位置，一是在动词前，一

是在动词后。我们认为，这两种问句的实质区别就在于预设的性

质乃至 例如：同。焦点性质不

（ ２）王朔是谁？

（ ３）谁是王朔？

当有人谈“论 王朔”的时候，如果听话人“对 王朔”一无所知，而要求

说“明 王朔”这个人，他就会采（用 ２），其中的疑问焦“点 谁”是常规

焦点。假如说话人知“道 王朔”是个作家，也知道“ 王朔”在场，但是

辨认不出来，这时候他就会采（用 ３），问“ 谁是王朔？”而不说“ 王朔

是谁？”。因为“ 谁是王朔？”等于“ 哪个人是王朔？”，它要求指别性

句子与之相配。而“ 王朔是谁？”等于“ 王朔是什么人？”，它要求说

明性句子与之相配。只有指别性句子中的疑问焦点是对比焦点。

６．１．２ 对应的两套特指问句与常规焦点、对比焦点相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跟“ 谁”问句相配的既可以是一个说明

句，也可以是一个指别句：

王朔是谁？＝王朔是什么人？

谁是王朔？＝哪个人是王朔？

而与“ （哪 个）＋Ｎ”相配的无疑是指别句。换句话说，针对“ （哪 个）

＋Ｎ”的疑问域所作的回答肯定是对比焦点；而针对“ 谁”的疑问域

所作的回答是不是对比焦点则依疑问词的位置而定。疑问词“ 谁”

，问的是对比焦点；疑问词“在动词前 谁”在动词后，问的就不是对

比焦点。

上文的对比分析显现的另一个现象是，与疑问形“式 （哪 个）＋

Ｎ”，“由 什么＋Ｎ”构成的疑问句要求一Ｎ”相对的“是 什么＋ 个说明

句与之相配，就“ 什么＋Ｎ”所作的回答是句子的常规焦点。

在此，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注意，那就是“用 什么人”“和 哪

个人”的时候“，什么人”不能放在“ 是”之前“，哪个人”不能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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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之后：

＊什么人是王朔？＊王朔是哪个人？

对照（例 ２）和（例 ３）“里 谁”的位置，是不是可以推测，疑问词的位置

是决定焦点性质的一个因素呢？我们在２０万字的对话语料（《 侯

宝林相声选》）中“对 什么”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的

倾向性支持这个推测。

我们分两步进行统计（。一）“把 什么“”什么＋Ｎ”，问句分为两

．与说明性答句相匹种统计：Ａ 配；Ｂ．与指别性答句相匹配。统计

的结果是只存在Ａ类，不存在Ｂ类。（ 二）就问句里“ 什么”“ 什么

＋Ｎ”的位置进行考察，其中 ８６％位于动词后，１０％位于动词前主

语位（置 其中有一半是反问句），４％位于动词前状语位置。

“ 什么“”什么＋Ｎ”，在动词后的例子，如：

（ ４）甲　　得请“位 全合人儿”给铺床 挺好的被褥⋯⋯可。 里边儿弄了好些

个障碍物！

乙　　那里搁什么呀？

甲　　　有　圆圆、核桃、枣儿、栗子、花生。

（ ５）甲　　　我　们打百分儿有新发明。

乙 有什么发明？

甲 有水果百分儿；有眼镜百分儿；还有⋯⋯

“ 什么“”什么＋Ｎ”在动词前主语位置的例子其中的谓语用“ 是”或

“ 叫”，如：

（ ６）甲　　　　吃子孙饽饽、长寿面。

乙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甲 　　　　由打女方提来一个盒子——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一个

碗里是饺子，一个碗里是而。

（ ７）乙　　你的孩子，不找你找谁呀？

甲　　孩子念书，大人还得搭上？

乙 什么叫搭上？老师是为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着把孩子教育好了。

（ ６）和（ ７）是性质不同的问句，两者的区别在于：例（ ６“）什么”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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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要求回答的疑问句，它的答句是一个说明性陈述；而例（ ７）的

“ 什么”句是个反问句，引出反驳意见，并不要求对方回答。

“ 什么“”什么＋　Ｎ”，在动词前状语位置的例子：

（ 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统计似乎可以说，与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

相对应的是 Ｎ”，相匹配的回两套不同的疑问词，“与 什么“”什么＋

答是句子的常规焦点；“与 （哪 个）＋　Ｎ”，相匹配的回答是句子的对

比焦点。疑问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相应回答的

焦点性质，问句的疑问词在句首时，相应的回答倾向于为对比焦

点；问句的疑问词在句末时，相应的回答倾向于为常规焦点。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跟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相对应的两套疑问

句，是为了说明二者不同的预设，并不意味着所有含有对比焦点的

句子都能简单地“用 （哪 个）＋Ｎ”提问，因为汉语里对比焦点在形

式上还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段，下面详细讨论。

６．２对比焦点的表现手段

对比焦点成分在口语里总是伴随着强制性对比重音，对比重

音把对比项从句子语流中凸显出来。除了语音手段以外，汉语里

表现对比焦点还有两种句法手段：１）用非线性成分做焦点标记，直

接加在对比成分前，或“用 是⋯⋯的”格式标定对比成分。２）通过

词序变化造成句子语义成分的超常配位，使被强调的成分处于“ 非

常规”位置上。

６．２．１标记词的确认

由于口语里对比焦点总是伴有强制性对比重音，因此标记词

在口语里实际是羡余成分。但是对于落在纸上的句子而言，标记

词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标记词的确认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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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为标记成分，它自身不负载实在的意义，因此，不可能

带对比重音。

（ 二）标记词的作用在于标示其后成分的焦点身份，所以焦

点标记后的成分总是在语音上凸显的成分。

（ 三）标记词不是句子线性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因此它被省

略掉以后句子依然可以成立。

有些讨论焦点问题的文章里常“把 才／只／就／都”等具有限制

意义的副词当做焦点识别手段，依据上述标准来看，它们自身都可

以带对比重音，而其后的成分是否带对比重音不具有强制性。因

此我们不 ｑ认为它们是标记词 焦点标记词只有两个，一个“是 是”，

一个“是 连”。

以往的文献中谈到具有强调作用的“ 是”的时候，列举的是两

种语音形式不同的“ 是”，一种是不重读的，一种是重读的。例如：

（ ９）ａ．都开学了，他怎么还在家住着？

ｂ．他是没考上。

ｃ．可是我记得他考上了。

他是没ｄ． 考上。

过去的研究中，（对 ９ｂ（）　９ｄ）中“的 是”的区分一般只说后者有

“ 的确，实在”的意思，或指出重“读 是”的使用条件，即在背景中原

命题的正确性已处于判断之中时，把重读“ 是”放在变项之前。轻

“读 是”后的变项可以有多种选择，重“读 是”后面变项的选择只有

“ 是”“与 非”两种。但是，在标示焦点的问题上对这两“个 是”一般

不加区分。

依照上文有关焦点标记词的确认原则，我们认为只有不重读

“的 是”是焦点标记，而重读“的 是”是表示确认意义的副词。因为：

（ 一）标记词的作用在于标示其后成分的焦点身份，所以它后

面的成分总是在语音上凸显的成分。而重读“ 是”后的成分却比

“ 是”读得轻，所以这个重读“的 是”不是焦点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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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读“的 是”有比较实在的意义，意思“是 的确，实在”，在

句子中不能省（略《 现代汉语八百词》）。

６．２．２用标记词标示对比焦点

６．２．２．１用“ 是””标示对比焦点

用“ 是”标示的成分有施事、时间、处所、工具，但一般不能是动

词后的受事成分。如：

（ １０） 我们明天在录音是 棚用新设备给那片子录主题歌。

（ 用于回“答 哪些人”）

我们是明天在录音棚用新设备给那片子录主题歌。

（ 用于回“答 哪天”）

我们明天是在录音棚用新设备给那片子录主题歌。

（ 用于回“答 在哪个地方

我们明天在录音棚是用新设备给那片子录主题歌。

（ 用于回“答 用哪种工具”）

我们明天在录音棚用新设备是给那片子录主题歌。

（ 用于回“答 给哪个片子”）

＊我们明天在录音棚用新设备给片子录是主题歌。

“用 是”标示的受事成分仅限于被动句。例如：

（ １１）是小王叫蛇咬了。

“ 是”也可以 例如：用在动词的前头，

（ １２）我是爱你才这么说的（。不是出于其他原因）

“ 是”还可以用在一些具有指量意义或程度意义的修饰成分前面，

例如：

（ １３）我是刚刚进屋，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

他是足足睡了两天两夜。

６．２．２．２用“ 是⋯⋯的”标定对比焦点成分

用“ 是⋯⋯的”把一个句子分成两段，以便把对比焦点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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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后面，“ 是”一般仅限于标示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功能相当

“ ｉｔ　ｉｓ　于英语的分裂句（ ｃ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ｔｈａｔ”，但这种格式） 不用作标

示动词后成分，所以不涉及成分的移位。例如：

（ １４）是小王昨天在镇上用奖金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用于回“答 哪个人”）

小王是昨天在镇上用奖金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用于回“答 哪天”）

小王昨天是在镇上用奖金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用于回“答 在哪个地方”）

小王昨天在镇上是用奖金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用于回“答 从哪里开支”）

小王昨天在镇上用奖金是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用于回“答 给哪个人”）

＊小王昨天在镇上用奖金给女朋友是买的戒指。

赵元任（ １９６８）在讨论“ 的”的时候（ 见５．３．６）认为这类“ 是⋯⋯

的”句里“ 的”的作用在于指出意思里的重点。我们认为这种看法

不无道理，因为这类“ 是⋯⋯的”句在口语里有一种不用“ 是”光用

“ 的”的变异形式，但这类用例主要动词前的成分相对比较简单。

例如：

（ １５）ａ．小王买的戒指。

ｂ．小王昨天买的戒指。

ｃ．小王昨天在镇上买的戒指。
？ｄ．小王昨天在镇上用奖金买的戒指。
？ｅ．小王昨天在镇上用奖金给女朋友买的戒指。

（ １５）从ａ句到ｅ句强调的成分越来越模糊，ａ句动词前只有一个名

词项，强调的成分相对明确，用于强调“ 哪个人”；ｂ句动词前有两

个名词项，强调的成分有可能是“ 哪天”也有可能是“ 哪个人”，依

对比重音的位置而定；ｃ句强调的成分可能是“ 哪天”“ 哪个人”，也

有可能是“ 哪个地方”，依对比重音的位置而定 句；ｄ 和ｅ句随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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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前成分的加长，其可接受性递减。从（ １４）和（ １５）的对比不难看

出“ 是”的定位作用。而单就这类不带“ 是”的“ 的”字结构而言，它

的语义负载过重。其一，它有可能是一个陈述，同于“ 是⋯⋯的”

句，也有可能是一个指称形式；其二，它强调的成分有可能是动词

前的语义成分，也有可能是动作本身，也就是说（，１５（ａ）１５（ｂ）１５ｃ）

都有可能强调“ 买”（ 比如，强调是买来的而不是偷来的）。这种种

原因使得这类“ 的”字句的功能过于庞杂，而“ 是”的聚焦作用在长

句里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下面用例里，“ 是”几乎就是不可缺

省的。

（ １６）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几是我搀扶的她。
？下了电车往院里走的那段胡同道儿我搀扶的她。

可见，“ 的”的控制域是相当有限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

更倾向于把“ 是⋯⋯的”句里的“ 是”看作具有焦点定位作用的成

分。

６．２．２．３“用 连”标示对比焦点

关于“ 连”字句不少学者作过极富启示意义的分析（ 如曹逢甫

１９８７；　Ｐａｒｉｓｌ９８１；周小兵１９９０；崔希亮１９９３），他们“对 连”的分析我

们接受以下几点（：一“）连”字句有对比意义“，连”后的成分是对比

项里 的一个最极端 （； 二）“ 连”后那些不是正式的ＮＰ成分都表现

出某种名词的性质（；三）无论“ 连”后的成分是正式的ＮＰ，还是非

正式的ＮＰ，“ 连”后的成分跟正式的话题是相当的。

我们认为“，连⋯⋯也／都”句“里 连”后的成分是一个对比性话

题，用于表现极性对比。由“于 连”字句“中 连”后的成分都有强制

性对比重音“，连”自身不带对比重音，多“数 连”字句中“的 连”都可

以省去，所以我们认为“ 连”是焦点标记词，用于标示极性对比话

题。例如：

（ １７）ａ．连这点 　小事他都想不出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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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墙角旮旯我都找了。

连饭他都没吃就上班去了。

连礼拜天我都不休息。

ｂ．连这点小事都想不出办法。

连墙角旮旯都找了。

连水果刀都能杀死人。

连西红柿都能包饺子。

连饭也没吃就上班去了。

ｃ．连半大的孩子都讨厌他。

连我爷爷都护着他。

ｄ．连写字都用左手。

连在家里住几天都不乐意。

例（ １７）四组“ 连”字句中，ａ组 １是由主题句ＮＰ＋　Ｎ２Ｐ＋　ＶＰ加上

“ 连”构成的，ｂ、ｃ两组动词前只有一个ＮＰ，ｂ组例子动词前的ＮＰ

是一个非施事成分，ｃ组例子动词前的ＮＰ是施事成分。我们倾向

２ １于把ｂ组看作ａ 的结组 果，把ｃ组看作ａ组缺省ＮＰ的结缺省ＮＰ

果。ｄ组“ 连”后的成分表面上看是动词短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很多动词的特性，比如不能前加情态动词或否定标记，不能后附时

体标记，这一点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 如曹逢甫１９８７等）。因

１此，也可以看作 ２＋　ＮＰ是主题句模块ＮＰ ＋ＶＰ的缺省形式。

“ 连”字句不同于用标示对比焦点“的 是”字句，也有别于下文

里讨论“的 超常配位”形式。前 ，作为对比者 一般不标示话题成分

项，所标示的成分也不是最极端的一个。后者只用于显示对比话

题，但也同样不具“备 极端”意义。

６．３与对比焦点有关的词序问题

除了标记词以外，词序变化是表现对比焦点的另一重要手段

汉语里词序变化表现为句子语义成分配位顺序的变化，这种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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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的变化使被强调的成分处于“ 非常规”位置上，构成一种有标

记句。而一般讨论词序问题时涉及较多的“ 把”字句和“ 准分裂

句”，据我们观察，并不直接导致形成对比焦点。

６．３．１语义成分的常规配位与非常规配位

关于汉语中主题、主语和宾语与各种语义成分②的配位规律

陈平（ １９９４）提出了两条语义原则，在主语和宾语同各种语义成分

的配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在主题同各施事性或受事性的强弱；

种语义成分的配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与动词关系的疏密。具体

表现为（，一）充任主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为：施事＞感事＞工具

＞系 （；二）充任主题的语义事＞地点＞对象＞受事，相反是宾语的

角色优先序列为：系事＞地点＞工具＞对象＞感事＞受事＞施事。

句子成分和语义成分在配位上符合序列规定的句子一定是合法

句，而且从功能 然、最中性的句子。不符合序列角度上看也是最自

的句子要么不能说，要么具有特殊的附加功能。具有启发意义的

是，陈文在分析主题句“里 施事＋受事＋ 施事＋ＶＰ”ＶＰ”“与 受事＋

两种格式的不对称现象时，对范继淹（ １９８４）和吕叔（湘 １９４６）的观

察从功能语法的角度给予了概括，指出“ 施事＋受事＋ＶＰ”是一种

特殊句式，其功能在于标明受事成分一定是该句的焦点信息。顺

着这个思路，我们把符合配位原则的句子看作常规句，然后对不符

合配位原则的各类主题句进行考察。结果表明， 一些“ 非常规配

位”作为中性的句子是不能说的，但是带上对比焦点以后却是合格

的句子。

（ １８）ａ．这事老高有办法 ［系事＋施事＋ＶＰ］

［施 事＋ｂ．老高这事有办法 系事 ＋ＶＰ］

ｃ．老高这事有办（法别的事就未必了）

（，１８ｂ）不能说的原因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系事从配位原则出发 成

分“ 这事”的最佳位置是在句首主题的位置上而不是在主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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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作为主语的最佳选择是施事。所以（ １８ａ）“ 这事老高有办法”

能说，而（ １８ｂ）“ 老高这事有办法”不能说。这是就一般的从功能角

度看中性的句子而言，当给系事成分加上对比重音以后（ 如１８ｃ）

以后，“ 老高这事有办法”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句子了。

根据陈平的研究，一个名词性语义成分的施事性越强充任主

语的可能性越强；而一个名词性成分是否可以充任话题主要取决

于它与动词语义关系的疏密，与动词的关系越是疏离充任主题的

倾向性越强。尽管两条语义优先原则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我们把

它们对照起来看仍不妨得出这样的规律：作为常规配位，在主题句

１１ １＋ ＮＰＮ ２Ｐ ＋ ２ＶＰ里，ＮＰ 或的 的施事性 者一般应 说ＮＰ该强于ＮＰ，
受 ２事性强于ＮＰ。依照这个规律配位组合的主题句是常规句，超

越这个配位原则就意味着句子隐含了对比项。例如：

（ １９）ａ．饭馆里咱们不好说话 ［地点＋施事＋ＶＰ］
＊ｂ．咱们饭馆里不好说话［施事＋地点＋ＶＰ］

ｃ．咱们饭馆里不好说（话得换个清静地方）

（ ２０）ａ　．零钱我买菜了 ［工具＋施事＋ＶＰ］
＊　 ｂ．我零钱买菜了 ［施事＋工具＋　ＶＰ］

ｃ．我零钱买菜（了大票一点没动）

（ ２１）ａ．短款衣服我妈不喜欢 ［对象＋感事＋ＶＰ］
＊ｂ．我妈短款衣服不喜欢［感事＋对象＋ＶＰ］

短款衣服不喜ｃ． 我妈 （欢长款的还能接受）

（ ２２）ａ．　新米 ］我熬粥了 ［对象＋施事＋ＶＰ
＊ｂ．我新米熬粥　了　　　　　　　　　　　　　　［　施事＋对象＋ＶＰ］

ｃ． 新米熬粥（了陈米留着焖饭）我

（ ２３） ａ．房改方案上级已经批准了 ［受事＋施事＋　ＶＰ］
＊ ④ｂ．上级房改方案已经批准了［施事＋受事＋ＶＰ］

房改方案已经批准（了其他的还需要等一ｃ．上级 等）

从功能的角度看，（ １９）至（ ２３）中ａ组是中性的，是一般性的陈
述，ａ组用 １例要在ＮＰ上加上对比重音才会具有对比意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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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改方案上级已经批准了，各部门应立即着手实施”是一个一般

１性陈述，在ＮＰ带上对比重音以后才有可能说出“ 房改方案上级

已经批准了，其他的几项措施还有待研究”。从语义属性上看，ａ

类 １ 　ＮＰ １＋ ２ＮＰ 的受 ２　＋ 事ＶＰ序列 性比里，Ｎ ＮＰ Ｐ 要强。也就是说，

就受事性的强弱而言，位于句首话题位置上的成分比其后的做主

语的成分要强。而ｂ组的情形刚好相反，不符合配位规律。在现

实的用例中，如果出现ｂ类配位，它必定表现为ｃ类带有对比重音

的形式。因此，从功能的角度看，这类非常规配位可以看作是对比

话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１　 ２ １＋　ＶＰ里常规 —配 —主题位规 句ＮＰ ＮＰ 的则 受事＋ 性Ｎ 比Ｐ

１Ｎ２Ｐ 强， 与直接控制着人的语义理解。一个最好的证明是，当ＮＰ

２ １ＮＰ的受事性相同的时候，人们 理解为受事性强的倾向于把ＮＰ

一个，把ＮＰ２理解为受事性弱而施事性强的一个。例如：

（ ２４）你我接管了。

这个 １ ２例子里ＮＰ 和 ＮＰ同为指人名 １词性成分，但人们一般把ＮＰ

“ 你”理解为受事，把Ｎ“Ｐ 我”理解为施事，颠倒过来的可能性几乎

没有。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人们对一个常规模式的类推理解，是常

规模式与非常规模式之间的过渡带，一旦超越这个过渡带就成为

上述非常规配位了。

６．３．“２连”字句

标记“词 是”“和 是⋯⋯的”结构是非主题句中表现对比焦点的

常用手段。主题句里用语义成分的超常配位可以达到表现对比焦

点的效果。主题句里的对比项一般是话题成分，由主题句里语义

成分的超常配位形成的对比焦点一般为对比话题。由主题句加

“ 连⋯⋯也／都”构成“的 连”字句用于表现极性对比“，连”后的成分

是对比成分“。连”字句用于主题句，并且不受配位原则的制约，也

就是说，常规配位的主题句和非常规配位的主题句都可以变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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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极性对比的“ 连”字句。例如：

（ ２５）ａ．连这事老高都有办法 ［系事＋施事＋Ｖｐ］

ｂ．老 高连这 事都有 办法［ 施事 ＋系事 ＋Ｖｐ］

（ ２６） ａ．连饭馆里咱们都不好说话［地点＋施事＋　Ｖｐ］

ｂ．咱们连饭馆里都不好说话［施事＋地点＋Ｖｐ］

（ ２７）ａ 　　 ］　　连 　零 　钱我都买菜了　　　　　　　　［工具＋施事＋ＶＰ．

ｂ．我 连 零 钱 都 买 菜 了 ［施事 ＋工具＋ＶＰ］

（ ２８）　ａ．连短款衣服我妈都不喜欢 ［对象＋感事＋ＶＰ］

ｂ．我妈连短款衣服都不喜欢［感事＋对象＋ＶＰ］

（ ２９）ａ．连新米我都熬粥了 ［对象＋施事＋ＶＰ］

ｂ． ＋对象＋ＶＰ］我连新米都熬粥了 ［施事

（ ３０） ａ．连房改方案上级都已经批准了［受事＋施事＋Ｖｐ］

ｂ．上级连房改方案都已经批准了［施事＋受事＋ＶＰ］

ａ类用例是由常规配位主题句加“ 连”构成的，ｂ类配位则是由非

常配位主题句加“ 连”构成的。

６．３．３“ 把”字句和“ ＳＶＰ的是ＮＰ”式

“ 把”字句和“ 准分裂句，”是讨论词序问题时涉及较多的格式，

但无论是“ 把”字句还是“ 准分裂句”都不直接导致形成对比焦点。

首先来看“ 把”字句“。把”字句“ 把”的后一成分不一定总要带

对比重音，“ 把”字句如果有对比重音的话也不一定非得在紧贴着

“ 把”的成分上。例如：

１）ａ．我把我（ ３ 的自行车卖了

ｂ．我把我的自行车卖了

我把ｃ． 我的自行车卖了

ｄ．我把我的自行车卖了

。我们认为“，把”的作用在可见“，把”字并不能标定对比项 于将旧

信息放到动词前，把句末位置让给带有新信息的词项。事实上，不

带对比重音的“ 把”字句“（ Ｓ）把ＯＶＣ”一般是用来回答“（ Ｓ）对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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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或者“（ Ｓ）怎么了？”这样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说明句，只有当句子里的某一成分带上对比重音以后，才具有指别

功能。

“ ＳＶＰ的是ＮＰ”格式有学者称它作“ 准分裂句”，因为它与英语

里的“ 准分裂句（” ｃ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ｐ ）ｓ 有很多相似性。例如：ｅｕｄｏ－

（ ３２）王老师前天送给我们的是安徒生童话。

这类句式有三个特点：１）句子本身不带有强制性对比重音；２）对

比重音几乎可以加在每一个成分上，没有固定位置。３）“ 是”前后

的成分可以互换位置。这三点区别于上文讨论过的对比焦点句

“ 是⋯⋯的”句。这种“ 准分裂句”只有带上对比重音以后才可成为

对比焦点句。带上对比重音以后的““ 准分裂句”多用于显示动词后

成分，与焦点句“ 是⋯⋯的”句式形成互补分布。例如：

（ ３３）他常逛景山公园一他常逛的是景山公园

老张最喜欢看足球一老张最喜欢看的是足球

李大爷抽旱烟袋→李大爷抽的是旱烟袋

６．４适用范围和语义强度

上文讨论了对比焦点的种种句法表现手段，它们的分布情况

可以概括如下：

极性对 “ 连”字句比
话题成分

非极性对比 超常配位主题句
对比项

对比项前加“ 是”
非话题成分

“ 是⋯⋯的”句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选用哪种焦点表现手段与该成分在句子

里的功能地位直接相关。非话题成分倾向于直接运用标记形式，

使这一成分处于突显地位；话题成分的超常规配位是处理非极性

对比的手段。表现对比话题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常规配位主题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7

的 ＮＰ１上加对比重音，二是通过语义成分的非常规配位构成超常

配位主题句。这两种手段无论哪一种加上“ 连⋯⋯也／都”以后都

可以表现极性对比。

如果要强调的成分是非主题句里动词后成分，有两种选择：一

是变为“ 准分裂句”，在要强调的成分上加上对比重音。例如（ ３２）

（ ３３）。二是将该成分前移至句首构成主题句，然后在对比项上加

对比重音。例如：

（ ３４）胖子负责照顾刘蓓，你我接管了。

这一例的后一小句，受事成分“ 你”如果按照前一小句的套路应该

在动词“ 接管”之后“。你”的前移以后使得后一小句强调对“ 你”的

处置，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陈述。但这种移位造成的强调意义是一

种弱对比，表现为这类句子不能用于修正已有的命题。例如：

（ ３５）——我知道你最讨厌王大妈。
＊—— 谁说的，李大妈我顶讨厌。

修正一个错误命题一般倾向于使用非话题句：

（ ３６）——我知道你最讨厌王大妈。

——谁说的，顶讨厌的是李大妈。

（ ３５）（与 ３６）的比较表明，带有对比焦点的主题（句 包括常规配

位的和非常规配位的）是弱对比句，带有对比焦点的非主题句是强

对比句。

６．５结 语

一种语言里往往有多样手段用以表现对比焦点，在有些西方

语言里，对比焦点可以通过词序变化直接得以显现。以英语为例，

英语里句子语义对比强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句子，分（的句子，成分位（移 Ｙ 裂 ｃｌｅｆｔ）句或重音焦点

ｓｔ（ ｒｅｓｓ－ｆｏｃｕｓ）句。其中成分位移的句（子 （如 ３７））和分裂（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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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都涉及词序变化。例如：

（ ３７）　Ｓｈｅ　ｈ ｒｏｈｅｒｓ，　Ｔｏｍ　ａｎｄａｓ　ｔｗｏ　ｂ Ｊｅｒｒｙ．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Ｔｏｍ　ａ　ｌｏｔ． ｓｈｅ　ｃ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　Ｂｕｔ　Ｊｅｒｒｙ

（ ３ ｎｄ　Ｔｏｍ．８）　Ｓｈｅ　ｃａｎ＇ｔ　ｓｔａ

Ｎｏ，　 ｓｈｅ　ｃ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ｉｔ＇ｓ　Ｊｅｒｒｙ

从（ ３７）是成分位移的句子，Ｊｅｒｒｙ 宾语的位置前移至句首，成为话

题 从宾语的位置，同时也获得了对比意义（。３８）是分裂句，Ｊｅｒｒｙ

前移到了主语ｓｈｅ的前头。虽然从形式上看是ｔｏｂ“ｅ 是”字句，但

使“用 是”的前提是必须作成分的位移，不能直接“把 是”加在对比

项上，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汉语“的 是”字句不同。所以，英语

的语法分析里把它们看作词序变化手段。一个中性的句子，例如：

Ｊｏｅ　ｗｉｌｌ　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ｏａｔ．如果对比项是主语，可以采用分裂形式：Ｉｔ＇ｓ

Ｊｏｅ　ｗｈｏ　ｗｉｌｌ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ｏａｔ．如果对比项是宾语，可以采用分裂形式：Ｉｔ＇

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ｔ　ｔｈａｔ　Ｊｏｅ　ｗｉｌｌ　ｋｉｌｌ．总之，成分的前置是一种用以表达焦点的

标记手段。

而汉语是一个话题优先的语言，以非施事性成分开首的句子

也有可能是不带对比色彩的常规句，陈平（ １９９４）对汉语话题句的

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特点。我们认为，话题句在汉语系统中的地位

与话题句在英语系统中的地位不同，价值也不同，不能对等地看

待。英语里的话题句属于高度标记的（ ｍａｒｋｅｄ）句式，而汉语里的

话题句的标记性却没有那么强。一个对比明显的例子：“ 这本书我

Ｔｈｉｓｂｏｏｋ　Ｉ　ｈ没看完”里“的 这本 ａｖ书 ｅ”和 ｎ＇ｔ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里的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很不相同。ｔｈｉｓｂｏｏｋ只有带上对比重音才可能位于句首，而“ 这本

书”在句首不带对比重音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句子。换句话说，

汉语里句首的ＮＰ是不是对比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受语义成分配位

的制约，从句法角度分析得出的位移不直接导致形成对比焦点句。

近年来，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一些学者对于对比焦点的句

法类型参项有了一些共识，认为有三个因素有可能导致产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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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即：词序、结构、语调。其中词序和语调因素由于反映出语法

编码过程中固有的临摹原（则ｉｃｏｎ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而更引人注目。ｃｉｔｙ

所谓产生对比焦点的词序因素是指，焦点成分倾向于前置，这一倾

向性在分裂句和成分移位句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语调因素是

指，焦点成分倾向于重读，这一倾向体现在，在各种语言里，对比焦

点都是与对比重音相伴随的。而结构因素是指使用焦点标记语

素，通常是系动词，对焦点成分作结构提（升 ｒｉｓｅ）。这三个因素经

常是相互结合的，语调因素最具普遍性，也是必有因素。我们来看

看汉语的情形。汉 ”　ＳＶＰ语里后置的句法成分（ 如“ 准分裂句 的是

ＮＰ里的ＮＰ）不伴随对比重音，前置的句法成分（ 如主题句里的话

题成分）只有属于非常规配位的那一部分带有对比重音。所以，我

们可以说，汉语里位移不是生成对比焦点的主要手段。汉语里对

比焦点是通“过 语调”“或 语调＋结构”的途径生成的。

汉语里对比焦点的表现手段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功能结构的普

遍规律不尽合辙，但是如果从深层考虑就能看到其中与普遍规律

的一致性。第一，尽管前置未必导致对比焦点成分的形成，但是极

性对比句的焦点成分都是在句首位（置 “如 连”字句）；遍指成分也

总是在句首位（置 谁也不认识／个个都喜欢／哪个都不要）；另外，表
＊示真性问的疑问形式倾 １向于不在话题句ＮＰ的位置上（ 哪儿你

＊ ＊ ？）；第二，编（码 ｃ去？／谁你认识？／什么时候我来 ｏｄｉｎｇ）越是具

有区别性，它的表现效果就越突出。由“ 是”导致的结构提升本身，

从编码的角度看正是一种具有区别性作用的手段，而主题句中由

非常规配位构成的对比焦点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认知规律。

附 注

①这里把跟对比焦（点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相对的一般的句末焦点称作常规

焦点主要是考虑到理解上的方便，因为在谈论汉语里与语义相关的重音问题

ｎ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时，常规重（音 　ｎｏ 和对比重（音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的概念自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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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鉴于句末焦点只伴有常规重音而对６８）之后已经成为大家熟知的概念。

比焦点总带有对比重音，我们把与这一对重音概念相对应的焦点成分分别称

作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

②以下各类语义成分的特征请参看陈（平 １９９４）。陈文把ｔｏｐｉｃ称为主

题，本文此处沿用这一称法，在其他场合仍按习惯称为话题。

③关于施事性、受事性的强弱的说明请参看陈（平 １９９４）的分析。

④这类格式尽管有的用例可以看作是受事成分前头隐含着一个“ 连”，

比“如 你怎么外套也不穿就跑出去了”，但并不适用在所有“的 施事＋受事＋

ＶＰ 所以我 ＶＰ”是一个隐们不认“为 施事＋”，比“如 你外套不能不穿”。 受事＋

含着“ 连”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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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常规焦点考察之一：

宾语和趋向成分的语序

７．１趋向成分的性质

许多学者指出，动词后复合趋向补语和宾语共现的时候，宾语

的位置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参考吕叔湘（ １９８０）的说法，我们

根据宾语的不同位置把几种主要格式码化后概括为：

Ａ １． ２　ＶＣＣｏ 例如：拿出来一本书

Ｂ．　Ｖ１ＯＣ２Ｃ 例如：拿出一本书来

１Ｃ ２．　 ＶＣＯＣ 例如：拿本书出来

Ｄ．把 １ＯＶＣ ２Ｃ 例如：把书拿出来

四种格式的语义内容基本相同，构成成分也基本相同，只是成

分次序不同。本章首先探讨四种格式句法上的强制条件，然后着

重从语义、语气和语用的角度考察它们使用上的倾向性规律。这

里先交代一下几个基本成分的性质。

０不一定都是受事，也可以是施事性成分；Ｖ也不一定都是及

物的，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因为不及物动词构成的述补结构可以

是及物的。施事宾语的例子如“ 跑出来一头狮子”，不及物动词的

例子如“ 哭出来一笔救济款”。０为施事时，Ｖ一定是不及物的，而

Ｖ为不及物时，０却不一定总是施事。

１包括：上、下、我们所讨论的Ｃ 进、出、回、起、开、过、到、入。

Ｃ２包括：来、去。

１是介绍趋向运动的我们可以根据Ｃ 终点，还是仅仅表示趋向

运 １Ｃ动的延伸，而把 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两类：

１、 １ａ．不及物 １ １ １１的： 、上 、 回 、 、下 、 起进 出 、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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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及 ２ ２、物的 ２ ２：上 下 、 ２、 回、 ２出进 、过 、到、入。

不及物的Ｃｒ其后的０是事物宾语，它的作用是说明宾语的运

动趋向，如：

（ １）你想想看，是生出他来，还是让　我剥出他来？

（ ２）祥子故意的磨烦，等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

（ ３ 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

沉重好听。

（例 １）的语义关系是“ 生他＋他出来，剥他＋他出来”，（例 ２）是“ 抄

“ 加三十多块＋三十多块进去”。也车把＋车把起来”，（例 ３）是 就

是 １说，Ｃ的作用仅在于说明０，并不起支配０的作用，所以说它是

不及物的。

及物 的 １Ｃ其后的０是处所宾语，它的作用是介绍出趋向运动

的终点，如：

（ ４）瑞宣摇了摇头，走进老三屋里去。

（ ５）小顺儿吓愣了，忙跑到祖母屋里去。

（ ６）咱们得设法教他逃出城去。

ａ和 １ｂ的这种区别可以从 Ｃ＋０能 １否单说得到证明，当Ｃ为

＊ ＊ ＊
１ａ １类时，Ｃ＋０不能单说： 出 为他， 起车把， 进三十多块；而Ｃ

ｂ类时则可以单说：进老三屋里，到祖母屋里，出城。跟某些外语

比较，可以说ａ类有副词的性质，ｂ类有介词的性质，关于这两种

特点，可以参看周焕（常 １９８１）的有关论述。

７．２ 句法强制性

在实际运用中，Ａ、Ｂ、Ｃ、Ｄ并非总是可以自由地换着说的几种

格式，它们在句法上都有一些强制性的或半强制的条件，决定了在

某些条件下只宜于采取某种格式而不宜换成其他说法。以下依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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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当０为小句时，一般要采用Ａ式，例如：

（ ７）他们俩都猜出来那必定是一两张字画。

（ ８）小顺儿看出来屋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扯了扯妞子。

（ ９）除了脸上和身上落了一层细黄土，简直看不出来他是刚刚负着几十

斤粮走了好几里路的。

（ １０）他向巡警打听，巡警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才能开城。

（ １１）一跨出刑部大牢，乌世保看街街宽，看天天远，⋯⋯这才衬出来自

己头发长，面色暗，衣裳破，步履艰。

０还可以是复句形式：

（ １２）我说不上来那时 儿，仿佛欧恶心要吐，又仿佛候我心里怎么股子味

是——我说不上来！

以上这些句子都不能换说成Ｂ式或其他格式。小句宾语可

以说是Ａ式的一个强制性条件。这些宾语小句有判断性的，如

，如（ ８（）１１），也有无（ （７）９），有陈述性的 主的，如（ １０）。宾语小句

可以很长，所以有时在０之前有个停顿，例如：

（ １３）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

了？

（ １４）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这是真到了时候，她已经不像人

样了。

汉语里插入成分不能太长，因此Ｂ、Ｃ、Ｄ等格式不宜于容纳小句宾

语，当小句较短时，Ｂ式也偶有用例，如“ 我已经想不起他姓什么

来了”。（和 １（３）１４）两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Ｂ式带小句宾语时整

个句子必须一口气说完，而不能有停顿。

７．２．２

１只能出现及物的Ｃ 在Ｂ式里，这是Ｂ式的一个强制性条件，

参（看 （４）（５）６）例，这里不再举例，只简单谈一下形成这种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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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我们在前 １面说过，Ｃ有近似于介词的性质，总是要求处

所性的０紧随其后，因此只能采取Ｂ式。具体而言，Ａ式的语序

是 １Ｖ ２ＣＣ０， 由 ２于 Ｃ为不及物的“ 来、去” 所以处所宾语不能放在

其后；Ｃ １式的语序是 ２ＶＯＣＣ １，０是Ｖ的宾语，和Ｃ没有及物性关

系，也不能出 １现及物Ｃ和处所宾语；关于Ｄ式，丁声树等（ １９６１）

和马真（ １９８５）都
１

曾把及物Ｃ和处所宾语不能在“ 把”字句里共现

但都没有指出原因。其当做一条规则提出来， 实这一现象不难

１解释，因为“ 把” 后字总是要求０紧随其后， ０不可能再出现在Ｃ

边。

有的论著中在谈到这种条件下所以不能采用Ｃ式的原因时

说：“ 这是因为带处所性宾语的动词都是自动词，不能直接同宾语

组合，但复合趋向补语的前一部分却有同处所性宾语组合的能力，

例如‘逃出城去’，‘逃城’不成话，‘出城’却可以，动词‘逃’有‘出’

的配合，方可以带处所宾语。”（ 陈信春１９８２）作者这里看 １的到了Ｃ

一些性质，但把原因归结为Ｖ的不及物性（ 作者称为“ 自动词”）实

在是个误会。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及物动词的例子来：

（ １５）再多的新台币，将来带回大陆去，也没用啊。

（ １６）有时候无心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

人家吵闹，而极冷静的拉回厂子去。

（ ｌ７）你别骑过河来。

１及物，处所可见只看到不及物动词是不全面的。因为Ｃ 宾语

是由它带出来的，０与Ｖ没有直接关系。

Ｖ是及物动词时，常常要求其受事出现。这时就要用“ 把”字

来引出，成为Ｂ、Ｄ混合式：

（ １８）假若小三儿再和招弟姑娘来往，他会把他赶出门去的。

（ １９）小崔知道反抗四大妈是没有便宜的，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

（ ２０）他自己准备好完全尽义务，把杠领出城去。

这些例子里 １的Ｃ如果换成不及物的，就可以说成“ 赶出他去，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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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出去“”，拉进车去，把车拉进去“”，领出杠去，把杠领出去”。从

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 １清楚地看出：不及物Ｃ强调的是动作的趋

向，而 １及物Ｃ强调的是运动的终点。

７．２．３

关于Ｃ式，我们谈不出什么强制性的条件来。原因在于：北

京话里Ｃ式用得极少，同时在大量书面材料里几乎找不到多少用

例。在我们考察的近７７万字的小说里，Ｃ式用例只有不到十个。

在北京籍作者所编《 动词用法词典》里，Ｃ式举 ，但例算是最多的

相对于Ａ、Ｂ也是很少，更重要的是，该词典里每一个Ｃ式例子都

有相应的Ａ式或Ｂ式例子，足以说明Ｃ式在使用上没有强制性的

条件。Ｃ式的功能价值将在７．３里讨论。

７．２．４

１Ｄ式的 要求事物宾强制性条件比较多。第一个就是及物Ｃ

２０语共现时，需要采取Ｂ、Ｄ混用式，也就是例（ １８）（－ ）所表现的

现象。我们既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Ｂ式进入了“ 把”字句，也可

１以直接看成Ｄ式。 ＯＣ一个旁 ２证 １是，在“ 把ＯＶＣ ”中，如果把Ｃ处

１Ｏ理为介词，则Ｃ ２Ｃ就是介词结构作补语，这样一来就成了地道的

Ｄ式了。

Ｄ式的第二个强制性条件是多项ＶＣ１Ｃ２并列出现，宾语既不

宜于重出，又不宜于并列结构之后，因而先用“ 把”字提走。例如：

（ ２１）瑞全扯着小顺儿，在院中跳了一个圈，而后把小妞子举起来，扔出

去，再接住。

（ ２２）她不再哭，也不多说话，而只把眼中这点光一会儿放射出来，一会

儿又收起去；存储了一会儿再放射出来。

（ ２３）他把秘密原封的带了回来，而想等个最好的机会再卖出去。

（ ２４）东阳不会这一套外场劲儿，只扯动着脸，把眼球吊上去，又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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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什么。

Ｄ式的第三个强制性条件谓语里有总括性副词“ 都”等。因为

总括性副词“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当被总括者为受事时，要求“ 都”

置于动词之前、受事之后，也就是说，要求宾语以某种方式前置。

因此，下面这些用“ 把”字式的例子都不宜改说成其他形式：

（ ２５）瑞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

（ ２６）当初，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

才能显得院内不太空虚。

与副词的总括性相关的是遍指性宾语。当宾语为有定的遍指

１ ２受事成分 Ｃ为及物性结构时，需要采用“ 把”字式。一，而 般Ｖ 都Ｃ

有“ 都”类词出现，没有的可以添加。例如：

（ ２７）他们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因为他们是要分离。

（ ２８）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和腔调都能唱上来。

（ ２９）她们的心中开了闸，把平日积聚下来的污垢一下子倾泻出来。

有定受事宾语和当事宾语共现时，必须用“ 把”字式。因为受

事和当事共现的常式是双宾语句，如“ 给他一本书”，双宾语句要求

受事是无定的， 如前例不能说成“ 给他书”或“ 给他这本书”。当

受事宾语为有定成分时，就需要采用“ 把”字式，当事宾语由介词

“ 给”引出。例如：

（ ３０）来！把饺子给她拿过去！

（ ３１）这时候，四大妈已把白糖水给少奶奶灌下去，少奶奶哼哼起来。

（ ３２）过了两天，胡大头来了，说是来东城票房说戏，顺便把衣裳给武老

头带回去。

７．３语 气 制 约

除了以上句法制约条件以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还有许多

语义上的条件决定了四种格式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通说，他们

指出的制约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7

１Ｃ２表示状态意义时，只能有Ｂ式。（ 陈信春１９８２１． ，　 徐Ｃ 枢

１９８５，陈建民１９８６）

１Ｃ２表示２．　 结Ｃ 果意义时，不能有Ｃ式。（ 陈信春１９８２）

３．　０为定指性的名词时，不能有Ａ式（。朱德熙１９８２）

４．　０为存现宾语时，不能有Ｃ式（。范继淹１９６３，陈信春

１９８２）

这几条符合人们的一般语感，但也不都是说一不二的。以下

我们就侧重从语气、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分析、比较四种格式的使

用，上引四条结论也将讨论到。

我们在《 动词用法词典》里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Ｃ式的用例

９０％以上Ｖ后头都带有“ 了”字，如“ 搀了一些奶粉进去”“ 撒了几

只鸽子出来”，而Ｖ后不带“ 了”的例子却很少。何以如此？词典

里不可能说明。笔者和词典的编者同是北京人，仅在这里谈一下

个人的语感。

我们感觉Ｃ式单用时动词后如果不带“ 了”字，总有很强的祈

使味道。试比较以下Ａ、Ｂ、Ｃ几组例子（ 选自《 词典》，后注页数）：

拔下来一墩麦子： （ １０页）拔下一墩麦子来：拔一墩麦子下来

搬进来一张书桌：搬进一张书桌来：搬一张书桌进（来 １７页）

绑进去几本书：绑进几本书去：绑几本书进（去 ２４页）

插上去一个标志：插上一个标志去：插一个标志上（去 ７１页）

以上例子由左到右，可以感到祈使色彩是逐渐加强的。具体而言，

就 Ｂ式有理解为叙述句和祈使句两是Ａ式一般理解为叙述句，

种可能，依不同的语境而定，Ｃ式则只能理解为祈使句。因此我们

就不难理解《 词典》的作者为什 举么 Ｃ式例子时十有八九要加上

“ 了”字了。加上“ 了”字，句子被赋予叙述味道，就可以和Ａ、Ｂ两

式匹配了：

拔回来一个树桩：拔回一个树桩来：拔了一个树桩回（来１０页）

搬出来一对音箱：搬出一对音箱来：搬了一对音箱出（来 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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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上去两根绳子：绑上两根绳子去：绑了两根绳子上（去 ２４页）

插进去一根棍儿：插进一根棍儿去：插了一根棍儿进（去 ７１页）

现代汉语口语里，处在中心谓语位置上动作动词如果是光杆

形式直接带宾语的话，往往是祈使意味的。

和Ｃ式以带“ 了”字为常相映成趣的是，在实际语料里，Ａ、Ｂ、Ｄ

等式带“ 了”字的用例极为少见。底下这些例子似乎全可以加上

“ 了”，可小说的作者就是不加，意思和加上“ 了”看不出来有什么区

别：

（ ３３）跑堂的端上来［了］一个炒菜。 （ Ａ）

（ ３４）及至走出来［了］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

倦起来。 （ Ａ）

“ 咸菜呢？”老人提出［了］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３５） （ Ｂ）

（ ３６）大夫找到了药箱，打开，拿出［了］一小瓶白药来。　（ Ｂ）

（ ３７）纵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了］上来。（ Ｄ）
（ ３８）小崔哼唧着小曲，把车拉［了］出去。 （ Ｄ）

李兴亚（ １９８９）曾讨论过“ 了”字自由隐现的问题，李文只是指

出了在许多情况下，“ 了”字可用也可不用，并未指出在什么条件下

以“用 了”为优势，什么条件下以不用“ 了”为优势。事实上，所谓

“ 自由隐现”里也包含着许“多 不自由，，的倾向。本文这里讨论的现

１象说明，动趋式带宾语采用Ａ ２ ［、Ｂ、Ｄ等格式时，在ＶＣ ［　］Ｃ ０， １ＶＣ

Ｃ２，把ＯＶ［　］　 ］Ｏ １ ２ＣＣ等位置上“，了”以不用为常。

根据我们体会，这些位置上添“加 了”以后，没有任何新的意义

出现，反 是不过来，没有“ 了”的例子里，总感觉有“ 了”的意义在。

１ ２是可以这么说 或 １： Ｃ附 都有着在Ｖ后的Ｃ 跟“ 了”近似的语Ｃ＋

法意义？吕叔湘先生在不同场合曾有这样的论述：“ 表方位之上、

下，表向背之出、入、来、去，表起讫之起、住，表效验之了、着、定、

成，以及其他诸多限制动态乃至说明宾语之词：凡此种种皆以结束

动词之势向为其作用，姑总称之为结动词。”（ １９８４ａ）“ 动结式和动

趋式短语都带有完成的意思。”（ １９８７ａ）这两段话说明了趋向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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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词尾“ 了”的相同作用和相似意义， 这可能就是Ａ、Ｂ、Ｄ等格式

里以不带“ 了”为常的原因，也是Ｃ式表叙述时多带“ 了”，不带

“ 了”时就表祈使的缘故。

７．４语 义 制 约

这一节我们讨论趋向词语义影响语序的成因。

近代汉语早期只有Ｃ式，例如：

（ 相对（。 　　　　　　　　　　（　　Ｃ）《 祖堂集３９）汝若把旗上来，我则钉 》３．０１３）
　（ （ 同上，４．０ 　９８４０）僧对云“：这个僧将状出 ）去。 　　　　　　　” 　　　　　　　　　　　　　　　　　　　　　　　　　（　Ｃ）

（ ４１）待斋时作饭自吃了，送一分上来（。《 五灯会元》，１４１页（）Ｃ）

”（ 同（ ４２）师曰“：与我拈床子上来。 上，２４３页） （ Ｃ）

后来逐渐发展出了Ｂ式，且占有很大比重，例如：

（ ４３）若不将出头来，交您全家儿赐（死！《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晋文公

火烧介子推》，５１３页） Ｂ）（

（ ４４）我便似火坑中救出你儿来（。同上《， 小张屠焚儿救母》，７９８页）

（ Ｂ）

（ ４５）快牵过马来（。《 水浒传》，二回，３３页） （ Ｂ）

（ ４６）众庄客一发上手，就地拿起林冲来，将一条索缚了（。同上，十回，

１ Ｂ４０页） （ ）

这种现象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从音节上说，单音

节动词要求一个补语性质的东西贴在其后构成一个双音节的动词

单 １位，是近代汉语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因此Ｃ移至Ｏ前，和Ｖ结

合在一起；从语法作用上看，就是吕先生所说的趋向词“ 结束动词

之势”的“ 结动词”性质。近代汉语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动

词后附成分越来越表现出位置的固定化和功能的专职化，也就是

说，光杆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现象逐渐“ 动词＋结动词＋宾语”的形

式所替代，因此从Ｃ向１３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同时，趋向词的语义也经历了一个由实而虚的过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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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３９）－（ ４６）例的趋向词都是表示实在的趋向意义的，尤其是早

期用例，一般都是实义的。虚化以后的趋向词，可以举出这样一些

例子来：

（ ４７）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教振触（。《 五灯会

元》，２５９页） （ Ｃ）

（ ４８）这里不曾有人乱说道理出去（。 同上，３７５页） （ Ｃ）

（ ４９）五戒，你莫待要赶这两个人上去。（《 简帖和尚》） （ Ｃ）

前例就是一般所说表示状态的意义，后两例即所谓结果意义。 反

映在现代汉语里，Ｃ式已不大常见表示结果意义，个别用例如：

（ ５０）要画，得画点特殊的出来，才能站住脚，成一家（。邓友梅《 烟壶》）

（ Ｃ）

而状态意义则毫无例外地只能用在Ｂ式里，例如：

（ ５１）大赤包本来觉得自己很伟大，可是一骂起人来，也不是怎的她找不

到了伟大的言语。（ 老 舍《 四 世 同 堂 》 ） （ Ｂ）

（ ５２）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来。（ 同上）（ Ｂ）

，一个打鱼的，（ ５３）想不到 到北京当开教练来了（。电影《 水上春秋》）

（ Ｂ）

从“ 趋向义”到“ 结果义”再到“ 状态义”，是一个从实到虚的过

程，有趣的是，现代汉语里意义越虚时其语序越固定，具体地说，表

示趋向义的可以有Ａ、Ｂ、Ｃ、Ｄ四种格式，表示结果义的进入Ｃ式已

很困难，而状态义则只限于Ｂ式。为什么近代汉语里Ｃ式并不排

斥这几种语义而现代汉语里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呢？我们可

以从语用角度作一点解释。一般认为，句末是语义焦点所在，Ｃ式

趋向词处于句尾，表示趋向意义是很自然的事。后来出现了意义

，已不着重表示趋向意义，虚向虚化的趋 词 义的趋向词就有了前移

例如的倾向， ：

（ ５４）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机会来。（《 水浒传》，二回，３５页）

（ Ｂ）

（ ５５）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 同上，十回，１３３页） （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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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同上，三回，４４页）

（ Ｂ）

这是近代汉语发展中Ｃ、Ｂ两式频率消长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历史的演变在不同的方言里留下了不同的痕迹。在现代北京

话里，除用于祈使句和嵌在句中的某些场合外，已经很难听到用Ｃ

式的说法了，而一些存古较多的方言里，Ｃ式的用例还是不少的，

虚义的趋向词也不罕见。台湾歌手罗大佑的《 恋曲１９９０》里有两

句是“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北京人常“把 转头回去”唱“成 转回头去”，至少说明了闽南话和北

京话的差别。

Ａ式的出现较Ｂ式要晚，近代汉语里“ 来或去例不先于宾语”，

（ 吕叔湘１９８４ａ）因此用例极少，钟兆（华 １９８５）曾举出《 济颠语录》里

的一句“：济公忽思起来飞来峰的张公，走去望他。”詹人（凤 １９９５）

对《 红楼梦》的考 式“ 最为察表明：Ｃ“式 很受限制”，Ａ“式 极少”，Ｂ

发展”。现代汉语里Ａ式很有发展的势头（ 见吕叔湘１９８５ａ），但

前边谈到的由Ｃ到Ｂ的那些动因却未必导致由Ｂ到Ａ。比如说，

“ 来、去”虽有结动词性质，但动词双音化的要求未必允许现代汉

２语里大量 １出 Ｃ现“ 单音Ｖ　＋ ”　 这样的三音节形式；再如，状态义Ｃ

的趋向词有前移的倾向，但趋向词为状态义时宾语往往较短，又常

常是有定的，这又和Ａ式的使用条件（ 详见下文）相抵触。因此在

现代汉语里，Ｂ式仍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格式。

７．５语 用制约

§７．３开头引述的四点前人结论，前两条是涉及趋向词的语

义的，已在上文讨论过，后两条是涉及宾语的性质的，尤其是宾语

指称的性质，这一节我们就从宾语的指称性质说起，从语用的角度

观察几种语序的不同功能。

下面的讨论基于对三部现代小说《 骆驼祥子》 惶《 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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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１９８５小说在中国（》 合计近７７万字）的统计。以下几种情况不

在统计之列：

１．Ｃ式用例。在三部小说里只有不到１０例，难得观察出规律

以和Ａ、Ｂ、Ｄ等式对比。

２．０代表处所。

３．　１Ｃ＋ ２Ｃ表示状态意义。

４．某些熟语性的说法。如“ 学不出好来”“ 吃出甜头来”等。

７．５．１有指成分和无指成分

下面三个例子的宾语形式上完全相同，但在话语中的性质却

不一样：

（ ５７）她去 （ Ａ）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

（ ５８）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Ｂ）

（ ５９）我还没作过校长，倒颇想试一试，祁科长你看如何？呕，东阳，我决

不抢你的事，先别害怕！我是把话说出来，给大家作个参考（。Ｄ）

（７）５８）两例里“的 话”不指称话语里任何一句或一（ ５ 段内容实

在的“ 话”，是无（指 ｎ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成分，（例 ５９）里“的 话’，明确指的就

是“ 我还没作过校长， 这句话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成倒颇想试一试” ，是有（指

分。有指成分和无指成分的实质区分在于，有指成分表现的是话

语里的某个实（体 ｅｎｔｉ 外延，无指成分则只强调该ｔｙ），有明确的 成

分 下面是这两种成分在三式里的分布情况：的内涵。

ＤＡ式 Ｂ式 式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总 数目 百分比数 数目

５１ ６．７５ ８０ ３７０ ４９．３３ ３２９０ ４３．８７有指成分

５８ ．８８ １１３６ ２８ ９４．１２ ０无指 分成 ０

可以看出Ｄ式排斥无指成分，Ｂ式表现无指成分的能力强于Ａ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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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定指成分和不定指成分

有指成分有定（指 ｉｄｅｎｔｉｆ ｆｉａｂｌｅ）之分，ｉａｂｌｅ）和不定（指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

话语里采用定指成分的情况是指发话人谈及某个事物时预料受话

人能够准确地认同那个实体，否则就采用不定指成分。汉语里定

指成分和不定指成分有一定的形式表现，陈平（ １９８７ｂ）从名词性

成分的词汇形式着眼，认为在下列 －Ｇ七组形式里定指性由强Ａ

渐弱，不定指性由弱增强，Ａ、Ｂ、Ｃ三组是定指成分的典型表现形

式，Ｆ、Ｇ两组是不定指成分的典型表现形式：

Ａ组　　人称代词

Ｂ组　　专有名词

Ｃ组“ 这／那（”＋量词）＋名词

Ｄ组　　光杆普通名词

Ｅ ＋名词组　　数词（ ＋量词）

Ｆ组“ 一（”＋量词）＋名词

Ｇ组　　量词＋名词

下面是我们根据这种划分对Ａ、Ｂ、Ｄ三式里有指的０的统计

结果（ 前加领属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的不在统计之列）：

Ａ式 Ｂ式 Ｄ式

数目 数百词汇形式 数目 分比百分比 目 百总数 分比

１．５９人 ６称 １５ ２３ ４７．８ ７４．代 ３ １词 ６０１

专 ０ ３３４ ０ １３６ ２ ７１．有名词 ８． ７２ ４６

“ 这／那”

２０ １１．８３ ３（ ＋量）＋ ３２４ ５ ．３３ ４５８ ．８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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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杆普通
１３１ ．６０ １２ ５ ４４ ４６．１５ １６３ ５２．２４

名词

数（ ＋量）
１４５６ ２５．００ ４２ ７５．００ ０ ０

＋名

“ 一（” ＋
８５ ４０ ８０．００ ２０ １６ ４．０． ０００

量）＋名

量词＋名
３ ４５．　８８ ８ ０９４．１２５１ ０

词

这个统计表明，Ａ式有排斥定指性成分的强烈倾向，Ｄ式有排

斥不定指性成分的强烈倾向；Ｂ式对不定指成分有较大的承受能

力，但并不强烈排斥定指成分。概括起来说就是，和Ｄ式比较，Ａ、

Ｂ有采用不定指形式的倾向；Ａ、　Ｂ相比，Ａ式更强烈排斥定指形

式。底下按七种形式各举一例：

（ ６０） 老 人 已 经 睡 了 觉 ， 瑞 宣 现 把 他 叫 起 来 。（ Ｄ）

（ ６１）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Ｄ）

（ ６２）李鸣把那包书拎起来，一下放到马力身上，然后把所有马力的书都

堆在他身上。（ Ｄ）

（ ６３）她自己胡了牌，随着牌张的倒下，她报出胡数来，紧跟着就洗牌。

（ Ｂ）

（ ６４）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 （ Ｂ）

（ ６５）很容易的，他掰开钱先生的嘴，灌下去一片药。（ Ａ）

（ ６６）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Ａ）

（ ６（０）６１）两例明显不宜换说成其他格式（，６（５）６６）两例可以改成Ｂ

式，却不宜改成Ｄ式。

除去词汇形式本身而外，名词性成分所带定语的性质也跟其

所指对象定指性的强弱有关，陈平（ １９８７ｂ）指出领属性定语具有强

烈的定指性质，限制性定语则要看其限定性的强弱与限定的具体

程度而定。底下是我们对所有前加这两类定语的１４８例语料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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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

ＤＡ式 Ｂ式 式

总定 数 数语性质 百 目 百分数目 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比

５９ ５ ８．４７ ２领 ３３．８９０ ３属性 ４ ５７．６３定语

８９ １０ １１限制性定语 ．２４ ４０ ４４．９４ ３９ ４３．８２

表中Ｄ式带领属性定语的比例略高于限制性定语，Ａ、　Ｂ两式带限

制性定语的比例略高于领属性定语，同样表明了Ｄ式里０的定指

性和Ａ、Ｂ两式的不定指倾向。下面先举些带领属性定语的例子

看：

（ ６７）你看出来没有我姐 （ Ａ）姐的眼神？

（ ６８）虽然这么唠叨，他可是很快的辨清方位，两手抄起钱先生的腿来。

（ Ｂ）

心，恭敬的，把（ ６９）他十分小 老人的脖子抄起来，教四大妈来灌糖水。

（ Ｄ）

例（ ６７）远不如后两例自然，可见Ａ式并不适合于采用前加领属性

定语的宾语。（ ６８）（ ６９）是两个内容相近的例子，在原书里（ ６８）在

前，（ ６９）在后，写的是针对钱先生的一系列动作，在后的（ ６９）采用

Ｄ式，显示了较（ ６８）更强的定指性。

再看几个限制性定语的例子：

（ ７０）瑞丰想起来关于东阳的笑话。 （ Ａ）

（ ７１）人是不能太贪的，贪得太多就会冲出缺角的别针头子来（。Ｂ）

（ ７２）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儿块钱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Ｄ）

例（ ７０）的定语虽然对“ 笑话”的范围有所限定，但读者仍然不能确

知说的是什么，作者紧接在下文就讲明了这个笑话的内容，这里

“ 关于东阳的笑话”显然是作为一个不定指成分出现的；同样，例

（ ７１）的“ 缺角的别针头子”．所指也并非十分具体，也宜作不定指成

分理解；（例 里７２）　 的０如果光说“ 几块钱”就谈不上有多少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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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加“上 这两三个月剩下的”，所指就十分具体了，因此应该理

解为定指成分。

７．５．３新信息和旧信息

定指和不定指这一对概念所反映的事实是，发话人谈及一个

事物时，考虑到它作为一项信息在受话人当时的意识里是已知的

还是未知的，一般说来，发话人意在引入新信（息ｎｅｗ　ｉｎｆｏｎｎａｔｉｏｎ）时

往往采用不定指形式，而表示旧信（息 ｇｉｖｅｎ　 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ｏｎ）时往往采

用定指形式。因此可以根据§７．５．２的统计数字推断Ａ、　Ｂ两式倾

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Ｄ式倾向于表示旧的信息。这一点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更为充分的证明，一是从上下文语境的角

度来看，二是从宾语本身音节的多少来看。

７．５．３．１

有时候光从宾语自身的形式上看很难说是定指的还是不定指

的，但结合上下文来看却很容易看出它代表的是旧信息还是新信

息。在一个片段里首次引入的，预料受话人当时意识里所没有的，

就是旧信息；反之，对前边说过的事物重新提起，预料受话人当时

意识里存在的，就是旧信息。下面举例分析：（ 下加浪线的是动趋

式里０的同指成分）

（ ７“３）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了，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

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

那 一 毛 钱 的 时 候 ， 大 太 的 手 有 点 哆 嗦 。（ Ａ）

“ 摸出来一毛钱”里的“ 一毛钱”是首次引入的新信息，后边“的 那一

毛钱”是作为旧信息的回指形式。这是Ａ式引入新信息的典型例

子。

下面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引入新信息用的是Ｂ式：

（ ７４）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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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像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

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 给我四天的工钱！”（ Ｂ）

Ｂ式里的０也常常是旧信息：

（ ７５“）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

一碗。”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 Ｂ）

“ 端起碗来”的“ 碗”所指就是前边的“（ 一）碗茶”，是旧信息。

Ｄ式一般用来表示旧信息：

（ ７６）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像有块大

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

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 （ Ｄ）

当一个事物在一段话语里不止一次被提起，而前后用了不同

的格式时，最能显现这种区别，如：

（ ７７）刚一落坐，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

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喝着喝着，大家的眼

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就有人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

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

祥子听出点意思来（。Ａ）：　 （ Ｂ）

前边“ 话里的意味”是首次提出，不光祥子，读者也很难明了指的是

什么，随后的叙述点明了祥子和刘家的特殊关系，“（ 一）点意思”就

已经不是全新的信息了，因此前用Ａ式，后用Ｂ式。

再看一个先后用了Ｂ式和Ｄ式的例子：

（ ７８）她将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

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

“ 给你，走吧！”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

（ Ｂ（）：Ｄ）

新信息“ 十几个铜子儿”用Ｂ式引入，随后的“ 钱”是旧信息，用的

是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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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３．２

宾语自身的长度也和信息的新旧程度有关。发话人把一个新

信息首次引入话语的时候，往往需要加上一定的说明性成分，形式

上常常表现为名词成分前加一些修饰语，整个宾语的音节数就较

多；而作为已知信息谈及的事物，则不需要太多的说明，形式上也

就不需要太多的修饰语，宾语的音节数就会少些。下面是我们对

有指的７５０例语料宾语长度的统计结果：

ＢＡ式 式 Ｄ式

百 比分总数 数目 百 百分数 比目分比

１ １ ０． １２２ ５２３１ ２．８１４３ ４６．７５

２ １５８ ３２．１０ ６．３３ ９１５２ ６０．９６ ７６

３－５ ８２４４ ２３ ９．４ １ ２５６．９７ ３３９３ ３．６１

－ ９１１６ ０ ４ ３１ ３４．８１２ １３． ５２１９ ． ０６７５

－１１１５ １３．６４ １８ ３６． １ ５０．００２２ ３ ３６

１６－ ２ ５０．００ １ ２ １ ２５．００４ ５．００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Ａ式有排斥较短宾语的强烈倾向，Ｂ式

倾向于排斥较长宾语，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Ａ式倾向于

表示新信息的结论。

需要解释的是Ｄ式和Ｂ式带多音节宾语的频率为什么并不

很低，这只要对具体例子做些分析就清楚了：

（ ７９）由于这观念的联合，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

的，欢喜的，拜月图来 。 （ Ｂ　）１４音 节

（ ８０）她想起了那一张丑陋但还可爱的嘴脸来。（ Ｂ）　１２音节

（ ８１）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

上来。 　 （ Ｄ）１２音节

宾语音节 数目数

１０８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9

（ ８２）她的嘴翕动着，像鱼儿吞钩一样把与她的嘴相比显得很大的奶头

吞下去。 　（ Ｄ）１３音节

这几个例子宾语虽然很长，但结构上比较紧凑，带有很浓的欧化

色彩。而Ａ式里的多音节宾语结构自然而舒缓，多为口语色彩很

浓的北京话，例如：

（ ８３）敌军既不能用刺刀随在每个中国人的背后，就势必由日本政客与

中国汉奸合组起来个代“替 政务委员会”的什么东西（。Ａ）　１３音节

（ ８４）一会儿，跑堂的拿上来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

的竹叶青。 （ Ａ）２２音节

更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类似于“ 与她的嘴相比显得很大的”

“ 丑陋但还可爱的”一类的定语，并不是宾语所指对象作为新信息

所必要的说明性成分，相反，Ａ式的两例却是典型的引入全新信息

的形式。

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Ａ式有带多音节宾语的强烈倾向，

同时强烈排斥较短宾语。相反，Ｂ式和Ｄ式带宾语的能力却是随

着宾语音节的增加而逐渐减弱的。

以上分析说明，过去一般认为没有强制性限制似乎可以通说

的Ａ、Ｂ、Ｄ几种格式，在实际运用中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差别就

是：Ａ式倾向用于引入新信息的场合，其中的０倾向于采用不定指

形式，Ｄ式倾向于表示旧的信息，其中的０倾向于采用定指形式，

Ｂ式介乎两者之间，略近于Ａ式，同时０为无指成分时倾向于采

用Ｂ式。这个结果正是功能句法者“ 从旧到新”原则（ 即越靠近句

末，信息内容就越新）在现代汉语里的具体表现。它告诉我们，发

话人编排一个句子而宾语的位置可以有几种选择的时候，他往往

是根据宾语所指对象对受话人来说是新信息还是旧信息来安排句

子结构的，旧信息总是尽量靠近句首，新信息总是尽量靠近句末。

这个原则也帮助我们解释了语法论著中常见的那些说法“ 定指宾

（１１）语不能放在复合的趋向补语之后”，“ ［Ａ式］宾语中名词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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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数量词或其他修饰成分，单独的名词极少见”，“ 宾语都是由

于自身的复杂而置于复合趋向补语之后的”，“ 存现宾语不能出现

在复合趋向补语的前头”，“ 宾语代表无定的事物，不能用把”等

等，不过是语用学原则“的 语法化”表现，也就是说，这些强制性的

规则之间，以及它们和我们本节里指出的那些倾向性规律之间，从

此找到了逻辑上的联系。

附 注

“ １来、去”为不及物前文并未说明，因为那里只讲了Ｃ，如果对所有的

后附于动词的趋向词作分类的话“，来、去”应该算是不及物的，因“为 拿来北

京“”带去屋里”的说法都不成立。

应该指出“，来、去”之为不及物，并非是向来如此的，近代汉语里处所词

放“在 来、去”之后的例子并不罕见，如《 水浒传》第五回就“有 智深接过来手

里”的说法。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老舍作品里还偶见“ 逃出去北平”的说法。

②丁声树（等 １９６１）说“：‘把’字句的动词是有限制的。‘回’‘到’‘进’

‘来’‘出’‘去’一类字后带处所宾语或时间宾语的不能用。‘我回家’不能说

成‘我把家回’。‘说出话来’可以改成‘把话说出来’，但‘说出口来’却不能改

成‘把口说出来’，因为‘口’在这里是表示处所，不是‘说出’的东西。”马真《 把

字句补议》详细论述了“ 把”字带处所宾语和由动趋式充任述语的情况，指出

二者不能共现，并说“这 无疑是使用介词‘（把 将）’的一条规则”。

③吕叔（湘 １９８４）里说“：双宾语的句式是：Ａ－动 Ｂ－Ｃ。　Ｂ代表的事物通

常是有定的，Ｃ代表的事物通常是无定的。”。

④吕叔湘（ １９８３）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命令句不能用Ａ式，我们只

说“ 拿点勇气出来！”或者“ 拿出点勇气来！”不说“ 拿出来一点勇气！”另外，据

詹人（凤 １９９３）对《 红楼梦》的考察《， 红》书中Ｃ式用得极少，且多是“带 了”的。

⑤刘勋（宁 １９８８）曾讨论过趋向补语“和 了”之“间 风火相趁”的关系，可参

看。另外，像下面这样动结式、动趋式和单个动词加“ 了”在句子里并列的例

子也很能说明三者之间相近的作用“：他放下书，摘掉眼镜，换了衣服，戴上帽

子，准备出去（。”引自吕叔湘先生未刊稿《 现代汉语语法提纲》）我们这里强调

的是，动词后一旦加上了“ 结动词（”不管“是 了”还是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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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表示叙述义，不加就是祈使义，但并不是说加上“ 结动词”就不能表示祈

使义了，从这点看“，了（”只能用于叙述句）和趋向补（语 叙述句祈使句两可）

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关于趋向动词的三种意义，参看刘月华（ １９８８）的论述。刘文对结果意

义的说明是“：表示动作达到某种结果”，对状态意义的说明是“：表示人或事

物状态的变化”。

这个看法是沈家煊先生向笔者提出的，谨致谢意。

这一例是：“ 把帽子戴得极低，为的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

儿跑（。”《 骆驼祥子》１７３页）

这两例是“：［瑞丰］一见冠先生这样的‘不耻下问’，不由的心中颤动了

好几下。赶快把一些梨渣滓啐出去（。”《 四世同堂》３２６页“）［女护士］拉开了

一个抽屉。她的手紧张得颤抖。抽屉里花花绿绿，书并不多，⋯⋯她总算把

一本书从抽屉里提出来（。”《 １９８５年小说在中国》４２１页）

见朱德熙１９８７。

见范继淹１９６３。

见陈信春１９８２。存现宾语一般都是代表新信息的。

见吕叔湘１９６５ｂ。

本章引书目录

祖堂集影印高丽藏本，册数，册中页数。

五灯会元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页数。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页数。

水浒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回数，页数。

骆驼祥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老舍文集（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１９８５小说在中国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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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常规焦点考察之二：

宾语和动量成分的语序

８．１宾语和动量成分的两种语序

动词后有动量成分和名词性成分共现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语序，“即 动·动量·名”“和 动·名·动量”，例“如 进一趟城”“和 进城

一趟”，以下行文中用ＶＭＮ和ＶＮＭ来代表这两种语序。

以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的：１．Ｎ

的小（类 如：代词／名词；专有名词／一般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

词；等等）２．Ｍ的类别（ 如：专用量词／借用量词）３．Ｖ的小类（ 如：

Ｎ的语义关（系 如：处所、结果予夺、致使等）４．Ｖ－ 、工具等）。主

要的结论有：

１．代词只能位于Ｍ之前，即语序为ＶＮＭ；（ 吕叔湘主编１９８１，

丁声树等１９６１，刘月华等１９８３，马庆株１９８３，李临定１９８６等）指人

名词可以在Ｍ前也可以在Ｍ后，即ＶＮＭ／ＶＭＮ两可（ 同上）。

２．当Ｍ的量词为借用量词时，Ｍ只能在Ｎ之后，即语序为

ＶＮＭ，但量词为“ 眼“”把”时不受这个限制（。刘月华等１９８３，李临

定１９８６）

３．Ｖ表示予夺和使动时，Ｍ在Ｎ之后，即语序为ＶＮＭ。（ 马庆

株１９８３）

４．Ｎ表示处所时，语序两可；Ｎ为Ｖ的目的、结果、工具或主体

时Ｎ后置，即语序为ＶＭＮ。（ 同上）

尽管相关的论述已有不少，但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

要。因为第一，上述几点结论是从不同角度归纳出来的，发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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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很难确定哪一条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有些结论还没有

触及问题的本质特征，例如：

＊（ １）他从来没有 —— 他从来没有表现过个人一次表现过一次个人

＊（ ２）今年只发展过一 —— 今年只发展过党员一次次党员

这两个例子中的Ｎ都是指人名词，但它们只能位于Ｍ之后。再

如，有些表示处所的Ｎ可以与Ｍ互为先后，有些则不行：

——一年里住娘家三次（ ３）一年里住了三次娘家
＊ ——这么会（ ４）这么会儿工夫扛两趟屋里 儿工夫扛屋里两趟

Ｎ表示使动对象也不是总能位于Ｍ之前，例如：
＊—（ ５）灭过两次蚊子 — 灭过蚊子两次

＊—— 解决过纠（ ６）解决过三次纠纷 纷三次

第三，Ｖ的语义类别在确定语序时是个不易于把握的因素，而Ｖ－

Ｎ语义关系在两种语序中呈现的局面。这里，我们以《 动词用法词

典》对Ｎ的语义分类为纲，举一些例子：

表一

名 ＶＭＮ宾类 ＶＮＭ

受事 看三趟 看姥姥三趟姥姥

＊看病人看两趟病人 两趟

＊结果 包 包饺子三次三次饺子

表扬表扬一通老张 老张一通

批评 批评两个孩子一通一通两个孩子

（ 只）（ 只）治过一次小孩 治过小孩一次

逼对方逼好几回对方 好几回

去四五 去天津四五回回天津

对象

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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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两回 住娘家两回娘家

＊住两次医院 住医院两次

＊扛两 扛屋里两趟趟屋里

＊工具 抽过几 抽过烟斗几次次烟斗

＊方式 存过两次定期 存过定期两次

＊时间 起了一次五更 起了五更一次

＊目的 跑过几 跑过材料几趟趟材料

＊原因 操心过 操心过孩子几次几次孩子

致使 气过主任气过一次主任 一次

＊通过几次 通过炉子几次炉子

施事 来过来过三次客人 客人三次

＊同源 讲话了十几次讲了十几次话

＊等同 踢过五次 踢过中锋五次中锋

可以看出，Ｖ－Ｎ之间不同的语义关系对两种语序的影响并不存

在截然分明的对应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Ｎ为Ｖ的受事、处所，

行为对象以及致使对象这几种情形里，都可以有两种语序存在，但

并不是每个例子都可以有两种说法，而其中的制约因素并不在于

Ｎ是不是指人。

本章用一种与前人不同的视点，从Ｎ的指称性质出发，考察

这个因素对语序的制约，同时探究两种语序功能上的差异及其成

因，以及两种语序在现代汉语里的阶段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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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制约语序的主要因素

８．２．１　Ｎ的指称性质

任何一个名词成分在话语中都有不同的指称性质。这里需要

引入与指称性质有关的两对概念：有（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和无（指 ｎ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定（指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ａｂｌｅ　）。如ｆｉａｂｌｅ）和不定（指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 果一个

名词性成分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的某个实（体 ｅｎｔｉｔｙ），该成分就是

有指成分；反之，如果发话人在提到某个名词时，仅仅是着眼于该

名词的抽象属性，而不是具体语境中具有该属性的某个具体的人

和事物，那么这一名词性成分就是无指成分。发话人在使用某个

名词性成分时，如果预料受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

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

实体区分开来，该名词性成分为定指成分；反之，发话人预料受话

人无法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其他同类成分区分开来，这一名词性

成分为不定指成分。（ 参看陈平１９８７）

我们的考察结果表明，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 有指／无指、定

指／不定指），是决定说话人采用ＶＭＮ还是ＶＮＭ的重要因素。

８．２．１．１有指和无指

据我们观察，Ｎ为无指成分时，一般总是采用ＶＭＮ语序，例

如：

（ ７）就着这个喜棚再办一通儿事儿得了！

（ ８）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牌，他不说精神来不及，而说打牌不痛快。

（ ９）亏得你还是进过两次劳改队、蹲过三次牛棚的硬汉子哩！

（ １０）皇甫一周要照一遍Ｘ光做一回心电图称一回体重。

（ １１）叔叔，我能再做一回记者吗？

（ １２）我和她一起看过几次电影，熟了又一起照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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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打了四遍电话，不是说你不在，就是占线打不通。

这些例子里的Ｎ都不能移到 Ｍ前面。但我们发现，当无指成

分出现在动名组合的“ 短语动词”里的时候，似乎有两种语序：

吵两次架——吵架两次 ——谢三次幕 谢幕三次

告四五回状 ——告状四五回

事实上，ＶＮＭ的几个例子里的动名组合一般不作动宾短语看

待，而是地地道道的动词，因而也就算不上是ＶＮＭ语序了。下面

这个例子，也是这种现象类推的结果。

（ １４）四个人一日三餐加上周末上餐馆一次，或上快餐店数次。

这种情况在我们搜集到的ＶＮＭ语序的３０７例里只有５例，仅占

１．６３％；而ＶＭＮ语序里，Ｎ为无指成分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大，在总

共１２２例里有７４例Ｎ是无指的，占６０．６６％。显然，Ｎ为无指成分

是采用ＶＭＮ，排斥ＶＮＭ语序的一个因素。

８．２．１．２定指和不定指

典型的不定指成分在两种语序里似乎都不能出现，比如我们

不能“说 看了一眼两本书“”喊了三声一个人“”找个人五次“”拎水

桶一趟”等等。因为我们知道，Ｍ是表示Ｖ的计量的，Ｖ作为一个

动作总是支配着一个事物（ Ｎ），如果Ｎ是不确定的事物，支配它的

动作也就没有确定的数量可言。因此，当动词后的动量成分与动

词的宾语共现时，宾语所述事物的无定性与动词所述动作的可计

数性是相冲突的。

两种语序里的Ｎ都可以是定指性成分，但定指性的强弱在两

种语序里的反映却很不相同。我们把汉语名词性成分按定指性由

强到弱分为以下几类：

一，代词

二，专有名词

三，称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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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那 ＋量词）＋名词

五，领属性定语＋名词

六，光杆普通名词

七，限制性定语＋名词

下面依次举几个例子（ 前为ＶＮＭ，后为ＶＭＮ：）　

（ １５）林老头病了，李先生看他好儿趟。

＊—— 看好几趟他

（ １６）她无泪可落，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

＊—— 骂一顿谁

（ １７）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
？——嘱咐了一遍祥子

（ １８）小王呢，十天半月回来一趟，一定揍媳妇一顿。

＊—— 一定揍一顿媳妇

（ １９）我去告诉太太一声。

＊—— 告诉一声太太

（ ２０）他故意的上下颠动，摇这个老猴子几下。
？—— 摇几下这个老猴子

（ ２１）碰了李缅宁的杯子一下

——钱康碰了一下李缅宁的杯子，一饮而尽。

（ ２２）　看了手表一眼

——这回两个妈同时看了一眼手表。

（ ２３）她看了她一眼，看了灯上的相思豆一眼。

——看了一眼灯上的相思豆

两相对比可见，ＶＮＭ表现定指性成分的能力要大于ＶＭＮ式。下

表是对我们收集到的Ｎ为有指成分的例子的分类统计，从中可以

明显看出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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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ＮＰ ＶＮＭ ＶＭＮ

数目数目 百分比 百 分 比

１９５ １００ ０代词 ０

１５６６ ８１． １８．５２４专有名词 ８

９ １００称谓 ０词 ０

这／（那 ６６．６７４＋量）＋ ３３．３２ ３名

领 １１ ５２．３８ ４７１０ ．６２属性定语＋名

１５ ５３．５光杆普通名 ７ １词 ４６．４３３

限制性定语＋名 １２ ６０．０ ８０ ４０．００

８．２．２新信息和旧信息

８．２．２．１

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一个定指成分所传达的信息可能是旧

ｎｎａｔｉｏｎ信（息 ｇｉｖｅｎ　ｉｎｆｏｎｎａｔｉｏ　ｎ），也有可能是新信（息 ｎｅ　ｗｉｎｆｏ 　）。从

这 个 角 度 考 察 ＶＮＭ和 ＶＭＮ的 结 果 表 明 ＶＮＭ中 的 Ｎ的 所 指 对 象

都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Ｎ的作用是对前面提及的对象进行回指，

它不带任何新信息。下面举几个例子。

（ ２４）伊姑娘来了。⋯⋯曹和茅同时看了她一眼。

（ ２５）那两位中国留学生正谈怎么请求大使馆抗议骂中国人的电影。马

威听出来，一个姓茅，一个姓曹，⋯⋯两个人越说越拧葱，越说声音

越高。姓茅的恨不得马上打老曹一顿，⋯⋯

（ ２“６）刘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刘老爷子看了

车一眼，点了点头“，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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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妈！妈！你买新帽子啦？”玛力一进门就看见凯萨林的蓝草帽儿

。⋯了 ⋯

“ 赶明我也跟她学学！”玛力瞪了那个蓝帽子一眼。

（ ２８）　ＢＢ机在一“边 嘀嘀”响，肖科平看都不看那边一眼。

上面的例子中，有的是同形回指，有的是局部同形回指，有的是异

形回指，都以不同的形式表明Ｎ是个旧信息。

在§８．２里我们提到的“ 光杆普通名词”和“ 限制性定语＋名”

这两种形式并不是定指成分的典型表现形式。我们对出现在

ＶＮＭ中的这两类形式进行了逐一考察，上文往往都有先行词出

现，无一用来表示新信息。

８．２．２．２

与ＶＮＭ里Ｎ总是表示旧信息所不同的是，ＶＭＮ里的Ｎ常常

用来表示新信息。这里的新信息并非是Ｎ所代表的那个事物对

于受话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只是由于发话人说出Ｎ来之前，Ｎ

并不存在于受话人当时的意识里，因此，从话语结构的角度看，下

面例子里的Ｎ都是新信息，而从说话人、听话人双方对该事物的

理解看，又都是定指形式。请看例子：

（ ２９）昨天傍晚你到哪儿去了？

我⋯⋯我去了一趟二虎家。

（ ３０）你叫公务班来人打扫一下地板，不要有沙子。

这可以说是ＶＭＮ区别于ＶＮＭ的一个独有的特点。此外，ＶＭＮ里

的Ｎ也可以用来表示旧信息，例如：

（ ３１）宗二爷仍然余怒未消，但此时却意外的听到了关老爷子的一片惊

叹声⋯⋯

关老爷子瞅了一眼发懵的宗二爷，又说⋯⋯

（ ３２）温都太太请了多瑞姑姑来过节，可是始终没有回信。直到圣诞节早

得着她的一封简短的信，晨末一次邮递，才 和一包礼物

儿叫过来，母女批评了一回多瑞⋯⋯她把女 姑姑的礼物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0

类似这样的例子，一般都可以改成ＶＮＭ的说法。

８．２．３名词性成分的长度

我们这里所说的长度有两重意思，一是指实际的音节数，一是

指句法构造的复杂程度。Ｎ越长越不宜于进入ＶＮＭ式。下表是

对３９７个例子的统计。

表三

ＶＭＮ

数 目 数目 百分比

２１．５５　２５ １ ５７．６５６２

－２ １０９３ ６８ ３８．７９５８．６２

１５ ９ ３．２４－６ １２． ０９３

５７ １－ ０．３６８ ４．３１

０９－ ３ ０１１ ２．５９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ＶＭＮ和ＶＮＭ对一至三个音节的Ｎ接受

能 力相 差无 几； 当Ｎ在四 个音 节以 上的 时候， ＶＭＮ的接 受能 力显

然强于Ｖ。下面举几个例子。

（ ３“３）回家！”被称为“ 白公子”的白思弘抬起腕子瞄了一眼亮晶晶的“ 西

铁城”。

（ ３４）侍者看了一眼新来的这个男的又瞟了眼这位坐了一天的先生，蓦

地把腿往后一拿，恭敬退下。

（ ３５）我瞄了一眼桌上儿盒装璜精美的点心。

（ ３６）肖科平用匙搅和咖啡，回头瞟了一眼她那个正在弹琴的同事

（ ３７）我保证不会退出，女人说，而且只要我不想退出谁想退也退不出，

女人看了那两个男 。人一眼

（ ３８）“ 讨厌”。林蓓白了已远远而去的马青一眼、回头笑着。
　

ＶＮＭ

百分音节数 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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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收集到的例子中，ＶＭＮ中的Ｎ如果是定中结构，它的层次

最多时可以达到五层，如例（ ３６）中“ 她那个正在弹琴的同事”和

（ ３５）中“ 桌上几盒装璜精美的点心”；而ＶＮＭ式中的Ｎ层次最多是

四层，（如 ３８）中“ 已远远而去的马青”，而且口语里一般也不这么

说。因此，无论从音节长度还是从句法长度看，ＶＭＮ对较长的Ｎ

的接受能力都要强于ＶＮＭ。

综上所述，Ｎ的指称性质和传达的信息是决定说话人采用哪

个格式的主要因素。我们的观察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无指 ＶＭＮ

不 ０定指
Ｎ

有 ＶＭＮ新信息指
定指

ＶＮＭ旧信息

这个结果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代词及个别有指代意义的名词

（ 如“ 对方”）不能用于ＶＭＮ式，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表示整体事

物的名词、抽象名（词 如：发展过一次党员，踢过几次中锋）虽然指

人却只能用于ＶＭＮ，不能用于ＶＮＭ。

８．３ ＶＭＮ和 ＶＮＭ的 表 意 功 能

８．３．１已然和未然

８．３． １．１

我们先看看这样两组例子：

Ａ Ｂ

这星期我去了三趟天津 这星期我去天津三趟

我劝过好儿回老张，⋯⋯ 我劝老张好儿回，⋯⋯

瞪 一扭脸走了）他瞪了一眼老头子，（ 一扭脸走了）他 老头子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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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是ＶＭＮ，Ｂ组是ＶＮＭ，ＡＢ两组语序不同，但都是陈述一个已

然事件。Ａ组用“ 了／过”，Ｂ组却没有。如果把Ａ组例子中的“ 了／

过”删除，句子要么不表示已然情况，要么根本就不能说。而ＶＮＭ

不借助助词（ 或副词）就可以表述一个已然事件。下表是我们对

２８１个ＶＮＭ式例子的考察结果。

表四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探究。一，不带“ 了／过”的ＶＮＭ有时表

述未然事件，有时表述已然事件，那么在什么情况下ＶＮＭ表述的

是未然事件，在什么情况下ＶＮＭ表述的是已然事件。二，表述已

然事件的ＶＮＭ，Ｖ后有时“有 了／过”，有时没有“，了／过”的隐现有

哪些规律。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差异。

８．３．１．２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ＶＮＭ在表述未然事件的时候，要么在

ＶＮＭ前有一些标示词语，要么ＶＮＭ是被用于表示祈使或劝诫的

句子当中。

可提供“ 未然”信息的标示语大概有这样几类：

一，助动词。例如：

（ ３９）你要是真要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

（ ４０）看来真得揍那小子一顿。

（ ４１）李先生非常的痛快，颇想夸奖他们父子一顿，可是只说了一句“：十

月初二娶。”

（ ４２）既然不肯打你媳妇一顿，那就只有依着她的主意办了。

二，使让动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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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我想叫儿子揍张二一顿。

（ ４４）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什么也不能说，让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

三，“ 来／去”。例如：

（ ４５）我去告诉太太一声。

（ ４６）你来找经理一趟倒是没什么，就是别动不动就跟人家吵得脸红脖

子粗的。

四，表示未来时间的词语。例如：

（ ４７）明天去学校一趟，把东西拿回来。

（ ４８）下礼拜看人家一趟，好歹的给买点东西送去。

五，“ 再／先”等副词。例如：

（ ４９）再问小王一声，看她拿定主意没有。

（ ５０）先教训这家伙一顿，不怕他以后不听咱们的。

六，在表示假设情况的分句中，ＶＮＭ往往表述未然事件。例如：

（ ５１）丈夫若设揍她一顿给杨老婆听，那可不好消化。

（ ５２）我告诉你李缅宁，你要动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或者从二楼跳

下去就说是你推的。

在表示祈使或劝诫的句子中ＶＮＭ表示未然事件。例如：

（ ５３）你还是去交通队一趟，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

（ ５４）你送爸爸一趟吧。

８．３．１．３

ＶＮＭ表述一个未然事件往往是有条件的，但表述一个已然事

件却相当自由。例如：

（ ５５）玛力姑娘劝她母亲好儿回，不叫老马带狗出去。

（ ５６）少女斜马青一眼，嫣然一笑，走了。

这两个例子动词后没有“ 了／过”，表示的确是一个已然事件。如果

在Ｖ后加上“ 了／过”，意思不变：

（ ５５＇）玛力姑娘劝了／过她母亲好儿回．不叫老马带狗出去

（ ５６＇）少女斜了马青一眼，嫣然一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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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了／过”的隐现

８．３．２．１

ＶＮＭ在表述已然事件时，有时用“ 了／过”，有时不用。据我们

观察，“ 了／过”的隐现受多方面的影响，在下面这几种情况下，一

般要用“ 了／过”。

一，动词前面有较长的修饰成分，而ＶＮＭ后又没有后续分句。

例如：

（ ５７）不幸的女哲学家用她丈夫赶羊的鞭子抽了她丈夫几下。

（ ５８）三个人打在一团，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儿下。

（ ５９）那位文人第二天在报纸上臭骂了中国使馆一顿。

以上三例中的“ 了”都不能不用，但当有后续小句的时候，ＶＮＭ中

了”的隐现取决于Ｖ前的“ 状语的长度及其复杂程度。例如：

（ ６０）他从眼镜框上而瞅了她一眼，“把 确”字说得特别清楚有力。

（ ６１）马威⋯⋯在伊牧师后面瞪了她一眼，并没有行礼。

（ ６２）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不是个匪类。

（ ６３）她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顶着那头烂棉花走了。

（ ６４）大胖子狠狠瞪他一眼，打起官腔对我们说⋯⋯

（ ６５）疯老汉不信任地瞪她一眼，顺着山道蹒跚而走。

（ ６６）那女人又看我一眼，冷冰冰的。

（ ６０）（－ ６２）中的“ 了”可省（，６４）－了”似乎很难删去，（ ６３）中“的

（ ６６）根本就没有用“ 了”。

二，ＶＮＭ充任连动式的后一部分。例如：

（ ６７）马威的脸红了，斜着眼瞪了李子荣一下。

（ ６８）伊牧师用小黄眼珠绕着弯儿看了老马一眼，⋯⋯

里找过她儿次，不管我什（ ６９）我到家 么时候去，她都不在家

三、 长。 例如：动词后的名词宾语较

　　　　 她瞥了那张票一眼，继（ ７０） 续做题。

）　（ ７ ，１）她 上的相思豆一眼看了他一眼看了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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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收集到的表示已然的ＶＮＭ式例子中，如果Ｎ是定中偏正结

构，Ｖ后面无一例外地都“有 了／过”。

８．３．２．２

表示已然ＶＮＭ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用“ 了／过”，这一点似乎

很难找到具有强制性的条件，从收集到的材料只能看出一个大致

的倾向。

根据我们的观察，ＶＮＭ后的分句是否更换主语，对ＶＮＭ中Ｖ

后“ 了／过”的隐现有一定的影响。后一分句的主语与ＶＮＭ所在分

句的主语不一致时，Ｖ后常不用“ 了”，以保持语气的连贯。例如：

（ ７２）司徒聪看我一眼，我全神贯注着窗外。

（ ７３）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冷柿子说笑，⋯⋯

嵌在两段引语中间的ＶＮＭ，为了保持前后语气的连贯，Ｖ后也常

常不用“ 了”。例如：

（ ７“４）贱！”安佳白我一眼“，你这叫贱！”

（ ７“５）是么？”石静笑着仰头看我一眼“，回头我找他谈谈，看是不是真有

这回事。”

表示已然而又没有用“ 了／过”的例子我们找到８２个，其中能

结句而无后续小句的所占比例并不大。（ 如下表）统计表明，结

句的ＶＮＭ表述已然事件时越来越倾向于用“ 了／过”。

表 五

有后续小句 结 句

数目 百目数 百分 分比比

１１ ４７．８３ １２ ５２老舍作品 ．１７

４６ ７７．９７ １３ ２２当代作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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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

上面我们谈到，ＶＮＭ在表示未然情况时总带有标示词语；

ＶＭＮ在表示已然事件时往往要使用“ 了／过”。（ 见８．３．２．１）那么，

ＶＭＮ表示已然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呢？据我们考察，如果ＶＭＮ中的

也Ｖ是动结式，ＶＭＮ 有可能表示已然事件。例如：

（ ７６）我在医院遇见三次小王。

（ ７７）今年这家伙做成两次买卖。

（ ７８）你是弄着几次球票，可也犯不上这么牛气啊。

由于动结式具有完成意义，而自身在数量上又是相对封闭的，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表示已然事件的标志。

综上所述，ＶＭＮ与ＶＮＭ在表意功能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

ＶＮＭ可以不借助其他语法手段去表述一个已然事件；而ＶＭＮ在

表述已然事件时往往要用“ 了／过”，除非其中的Ｖ是动结式。换

句话说，ＶＮＭ是有标记（ ｍａｒｋｅｄ）格式，而ＶＭＮ是无标记（ ｕｎ

ｍａｒｋｅｄ）格式。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也许是ＶＮＭ的构造提供了表

示时态的可能性。ＶＭＮ的构造是Ｖ／ＭＮ，Ｍ不是Ｖ的后附成分，而

是Ｎ的前 而 ＶＮＭ的 构 造 是 　ＶＮ／Ｍ，Ｍ是 ＶＮ的 后 附 成加成分；

（ １９５６）指出，动量成分一方面和“ 量”的观念有分。吕叔湘先生

关，一方面也和“ 时”的观念有关。我们认为ＶＮＭ里的Ｍ是兼有

表示Ｖ的数量和时态两种意义的成分；而ＶＭＮ里的Ｍ作为Ｎ的

前加成分，没有时态意义。

８．４ 半个世纪以来ＶＮＭ和ＶＭＮ的变化

我们对老舍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和当代作家作品中的ＶＭＮ和

ＶＮＭ进行了比较，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两种格式在使用上确实有

不小的变化主 下面几个方面。要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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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ＶＭＮ的使用频率增高，Ｎ的词汇形式更加丰富

我们把当代北京青年作家王朔的小说与老舍二三十年代的小

说进行比较，发现ＶＭＮ的使用频率大大增高了。

表六

老舍作品 王朔作品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ＶＭＮ ３７．２４１１．１ ５４８ ５４

ＶＮＭ １３８ ８８．４６ ９１ ６２．７６

另一方面，ＶＭＮ中的Ｎ的词汇形式也改变了以光杆名词为

主的格局。与此同时ＶＮＭ式中的代词充任Ｎ的比例明显增加。

表七

老舍作品 当代作品

ＶＮＭ ＶＶＭ１Ｎ ＶＭＮ ＮＭ

数目 数目数目百分比 百分比 数 百分比目 百分比

０ ０专有 ３７名 ２６ １４． １ １５ ３．６ ．６９ ９２词 １ ２３

７ ００ ３０ ７１５２．５２ ０ １ ．代 ２ ４词 ３

９ ５１１ ８４． ４４４ １０６１．１ ．２． ７９光 １５７ ３６杆名 １８词

１１定中 ５．５６ ２０ ２ ４２１ ．结 ７． ７９ ３ ．１ ７ １７构

从表中可以看出，专名由只能进入ＶＮＭ变为可同时进入两种格

式。定中结构在ＶＮＭ中的使用频率降低，而在ＶＭＮ中的使用频

率提高了。这意味着句法上较为复杂的、音节较长的成分在ＶＭＮ

式中活跃起来了。由于ＶＭＮ对“ 大块头”Ｎ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

使得定中结构更多地用于ＶＭＮ中。在我们收集到的例子中，老

舍的例句中唯一的定中结构用于ＶＭＮ的例子，Ｎ有七个音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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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层次是两层。而当代作品中定中结构用于ＶＭＮ的，Ｎ最长的是

十一个音节，结构层次为五（层 详见８．２．３）　。

８．４．２ＶＭＮ的 组 合 能 力 增 强

在老舍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ＶＮＭ比ＶＭＮ的组合能力要强

的多，它除了可以单独加主语成句以外，还可以充任连动式的后一

部分，可以在谓宾动词后作宾语，还可以在主谓句中任主语、加

“ 的”作定语。例如：

（ ７９）马威回头看了李子荣一眼⋯⋯

８０）（ 我打算在暑假放学之前至少见博士一面。

（ ８１）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

（ ８２）老王很有揍我一顿的意思。

而ＶＭＮ一般只作谓语，下面这个例子就算是最复杂的情况了：

（ ８３）军官非常赞同我的话，告诉我他已上过二十多次医院。

相比之下，当代作品中ＶＭＮ要活跃得多。它不仅可以在谓宾

动词后作宾语、后加“ 的”作定语，甚至可以在介词后面作宾语。

例如：

（ ８４）我准备犯一次决策性错误，总比守成好。

（ ８５）睡不着了，非用个什么事儿充实一下内心不可。

（ ８６）当兵九年，除进一次北京，没离开过部队。

（ ８７）人们在爬过一趟长城、游过一圈西湖、逛过一次桂林山水以后，很

少有返回头再来的。

８．４．３借用量词的位置更加灵活

在我们收集到的老舍二三十年代的用例中，没有发现借用量

词加数词构成的动量成分用于Ｎ之前的。而在当代的作品中这

样的例子却并不罕见。例如：

（ ８８）她极为平静地望了一眼远方殷蓝的苍穹，转身离开阳台

（ ８９）我记得我摸过儿手非常漂亮的无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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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了ＶＭＮ、ＶＮＭ在现代汉语中的阶

段性发展状况。总体上看，ＶＭＮ发展是变化的主流。与二三十年

代相比，ＶＭＮ的使用频率增高了，组合能力增强了，适用面更广

了，这个现象和两种格式的历史发展趋向是相一致的。汉语史学

者的研究表明，ＶＮＭ式产生于魏晋，而ＶＭＮ在魏晋时还没有出

现。作为一种后起的格式，ＶＭＮ近几十年来日趋活跃的现象表

明，ＶＭＮ正处于一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

附 注

①徐枢（ １９８５）指出，指人的名词倾向于后置。

②参看朱德熙《 语法答问》中的有关论述。

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１１９页曾见刘世儒（ １９５９）。太 举《 祖堂集》３．４６

的一个例子：“ 者个子好与一顿棒且放过”，是我们所见ＶＭＮ式最早的例子。

另外，我们在《 》（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里也发现了一个ＶＭＮ式的例子：五灯会元

“ 子在此多年，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佛法。”据袁宾《 〈五灯会元〉词语释义）

一文（《 中国语文》１ 上”就是“ 一场、一番”的意思。此９ “ 一８６年第５期）考证，

外，该书中同类说法都是采用ＶＮＭ式的。

④据太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的考察，《 儿女英雄传》“ 动量词作为动词

的补语放在宾语前而的时候，省略数词的情况极少见”；清末民初的《 小额》里

“ 动量词置宾语前作补语使用时，可以省掉数词”。见该书２３７、２８１页。

本章引书目录

。王朔：ａ 玩的． 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

ｂ．王朔谐趣小说选，作家出版社。

ｃ．无人喝彩，当代，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老舍：ａ．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ｂ．二马，老舍文（集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ｃ．老舍文（集 八），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

李准、刘索拉等：１９８５中篇小说（ 。选 １、２），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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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焦点的强化：反问和否定

９．１否定的连续表现形式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指出，焦点是说话人所刻意强调的重点，说

话人为使焦点得以突出，有时要调动一些句法手段，不管是使趋向

补语或动量补语给它让位，还是采“用 连“”是⋯的”等标记成分，以

及用语音手段，向听话人传递焦点信息。这一章我们考察一种超

出句子的强化焦点方式，即用两个以上小句来突出一个焦点成分。

这就是汉语里一种很有特色的否定焦点强化方式。说话人对一个

判断加以否定的时候，这个否定判断本身就是焦点，表达否定判断

的形式可以有多种选择，有趣的是，为了加强否定意义，说话人往

往会连用两个以上的否定形式来表达同一个否定态度。

９．１．１

吕叔湘先生在一篇短文（ １９８４）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过了筛子又过箩的材料，还能假吗？能假得了吗？

吕先生说“：这个例子说（明 １）‘能假’和‘假得了’作用不同，否则

用不着同时用上（；２）‘假得了’比‘能假’份量重，所以搁在后头。”

吕先生的分析十分透辟，这启发我们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在语义强

“ －得度的对比上，除了 －”比“ 能”份量重以外，可能否定是否强于

一般否定？反问否定是否强于一般否定？反问否定里的有标记形

式是否强于无标记形式？我们可以用吕先生的方法，逐一考察同

义小句连用而先后用了不同否定形式的情况，来证明它们之间的

强弱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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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

我们首先简单地把北京口语里的否定形式作如下分类：

简单否定式：不＋Ｖ，没（ 有）＋Ｖ， ①别＋Ｖ

否定式 能愿否定式：否定词＋能 ②愿词＋Ｖ

③补语否定式：Ｖ＋不＋Ｃ

无标志反问 ④式：Ｖ？

能 ⑤愿词＋Ｖ？
能愿标志

反问式 Ｖ＋得＋Ｃ？
有标志反问式

后标志：Ｖ＋疑问词？
疑问词标志

前标志：疑问词＋Ｖ？

以Ｖ为“ 去”为例，八种情况的代表形式分别为：

①不去，没去，别去了，甭去了，等

②不想去，不能去，不乐意去，不愿意去，等

③去不了，去不成，去不着，等

④我去？等

⑤能去吗？敢去吗？等

去得了吗？去得成吗？等

去什么呀？去那儿干嘛？去个什么劲呀？等

干嘛要去？有什么可去的？等

９．２否定形式的相对强度

这一节我们依次考察以上八类形式之间的强度对比。

９．２．１否定式与反问式

（ １）我们不管，我们管得着吗？（ 朔３－４４８） ①＜

（ ２）你甭向着我，我用着你向着么。（ 朔４－３０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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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我不难过，我难过什么呀，我就是觉得特对不起人家。（ 爱２２５）

①＜

＜（ 朔１－３６２）４）我不动你，我动你干吗（？

＜（ ５）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朔２－２２０）

＜（ ６）别回家，回什么家呀。回家多没劲儿，⋯⋯（ 朔４－２８）

＜（ ７）我绝对不是夸你们，何必要夸？（ 朔４－４８９）

＜（ ８）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朔２－２２）

＜（ ９）不谈，有什么好谈的（？朔１－３６２）

＜（ １０）不滚，就不滚，干吗要滚（？朔１－３３３）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反问形式的否定强度要高于陈述形式的否

定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的前后两个小句掉过个儿来说并

非不能成立，但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实际用例。至少表明有这么一

种趋势存在。

当反问式里动词是否定形式时，相应的陈述句就是个肯定句。

这两种形式连用时，就没有反问在后的强烈倾向：

（ １１）怎么不可能？这太可能了。（ 朔３－９７）

（ １２）我怎么不能？我太能了。（ 朔４－３００）

（ １３）我怎么没认识，我当然有认识。（ 朔４－４５９）

（ １４）你们应该痛苦，干吗不痛苦？（ 朔４－６０）

（ １５）坐吧，谁不让你坐了？（ 朔３－１５２）

（但

用。

＜

＜

１（１）１（２）１３）不免让人怀疑是强调性副词“ 太“”当然”在起作

９．２．２简单否定式与能愿否定式

（ １６）我不去了。我不想去了。（ 朔２－４７４）

（ １７）就不给你看。不愿 朔２－４５５）意（。

９．２．３简单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

＜１４６（ １８）那不管， 管不了那么许多。（ 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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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没错，错不了（。朔２－７５）

（ ２０）不不不，我不行，干不了（。 ＜朔４－４１８）

９．２．４能愿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

＜（ ２１）他不会怎么着，他怎么样不了（！王蒙《 活动变人形》）

（ ２２）当然，我不想感动他们，也感动不了他们（。朱苏进《 炮群》） ②＜③

（ ２３）惟独那细皮嫩肉的屁股，却是千万不能打、打不得的（。《 北京晚报》

１９９ ＜４－６－２１，张黎至《 屁股爆冷》）

（ ２４）我不想解释，也解释不通（。电视剧《 皇城根儿》第１集） ＜③

９．２．５无标志反问式与有标志反问式

（ ２５）还有谁？还 ＜能有谁？跑不了周华了。（ 爱２１７）

（ ２６）谁到这儿来你说说，谁敢到这儿来你说说（！电视剧《 过把瘾》第３

＜集）

＜（ ２７）从不怀疑？干吗从不怀疑？应该怀疑。（ 朔２－４８２）

９．２．６能愿标志反问式与疑问标志反问式

（ ２８）我对你们勇刚能干什么呀？我干吗要对你们勇刚干什么呀？（ 电

＜视剧《 娶个什么好》）

（ ２９［）晚上你去哪儿？］我能去哪儿？我有什么地方可去（？朔２－４０８）

＜

＜（ ３０）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什么（？朔２－２５９）

９．２．８后疑问标志反问式与前疑问标志反问式

＜（ ３２）闹什么呀，你说有什么可闹的（？朔２－４６６）

＜　（ ３３）我隐瞒了什么了 有 么好隐瞒的（？爱？我 ４什 ７５）

①＜③

）

９．２．７能愿词标志反问式与补语反问式

（ ３１）过了筛子又过箩的材料，还能假吗 ｌ假得了吗？（ 吕１９８４例）？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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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你乱打听什么？ ＜有什么好打听的？

（ ３５）我难受什么呀？我干吗难受呀？有什么可难受的？（ 电影《 大撒

＜把》）

９．３否定强化的功能解释

＜ ＜ ＜＜ ＜ ＜ ＜上面的考察表明， 的方依

向，一般来说是有一种后者强于前者的规律存在的。为什么会有

这种否定增强的效果呢？仅仅用实际话语中语气的增强来解释是

不够的，我们应该通过探讨这些形式的语用功能来寻找答案。

９．３．１

我们知道，焦点是和预设相依存的。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背后都有一个听说双方共同认可的中性判断，这个中性的判断就

是预设。比如说“ 我去“”我不去”预设都是“ 我可以去”。作为答

句，“用 我去“”我不去”来回“答 你去吗？”这样的问题就足够了，一

般不必再对预设进行否定：“ 我不可以去”。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这样我们就解开了上述否定强化之谜。问话人在认为答话人

对预设不持异议的前提下发问，答话人先做一个一般的否定回答，

也否定了，这当然对问话人是个意外的再进而干脆把预设 打击，否

定效果也就是这么得以加强的。这个观点可以使上节所有例子获

得解释，例如：

（例 “１）我们不管”的预设是“ 我们管得着“”，我们管得着吗？”

使“ 我们不管”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９“）不谈”的预设是“ 有的可谈“”，有什么好谈的”使“ 不

谈”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１“６）我不去了”的预设“是 我本想去“”，我不想去了”“使 我

不去了”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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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２“１）他不会怎么着”的预设“是 他怎么着得了（”即他可以

那样做“），他怎么样不了”使“ 他不会怎么着”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２“６）有人到这儿来”的预设是“ 有人愿（意 敢）到这儿来”，

“ 谁敢到这儿来”“使 谁到这儿来”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２“８）我可能对勇刚干什么”的预设“是 我有必要／理由对勇

刚干什么“”，我干吗要对你们勇刚干什么呀？”“使 我对你们勇刚能

干什么呀？”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３“３）我隐瞒了某事”的预设“是 我有值得隐瞒的事“”，我有

什么好隐瞒的？”“使 我隐瞒了什么了？”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例 ３“５）我难受”的预设是“ 有某种原因使我难受“”有值得我

难受的事“”，我干吗难受呀？有什么可难受的？”使“ 我难受什么

呀？”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我们没有必要把对所有例子的分析都列举在这里，只是选取

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当然，也还有一些例子分析起来不能那么径

清直遂，但仔细辨析，后者都可以看成前者的某种预设。因为一句

话的预设不是唯一的，甚至可以无限多，而说话人所要强调哪一

点，却是依语境而定的，所以“ 否定预设”这一点，在有的例子里表

现得相当明显，有的却不那么明显，分析起来有些曲折也不足为

怪。

９．３．２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进而揭示更多的事实。像以下这几

个例子，都不属于９．２里的情况，却都可以用“ 否定预设”来解释：

（ ３６）什么也不干，没的可干（。朔４－２２９）

（ ３７）我没瞒你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瞒你的（。电视剧《 京都纪事》２０集）

（ ３８）咱不为什么了什么都不为了（。《 我是王朔》５４页）

，没法儿干了，也不爱（ ３９）我不干了 干了（。电视剧《 小保姆》）

（ ４０）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不能接全活儿（？朔４－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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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我不生气，我一点也没生气的意思。（ 朔４－４７）

（ ４２［）你不是开玩笑吧？］不是，我没心思开玩笑。（ 朔４－５０）

（ ４３［）你不带我去，带谁去？］谁都不带。（ 朔１－３３９）

（ ４４）你不必改，我也没想叫你改（。朔３－１５４）

（ ４５）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朔１－３４９）

（ ４６）你哪儿也别去！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今天你是我的（！朔１－９８）

（ ４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什么没给你？你还想要什么？还想要什么？

（ 朔１－３１）

最后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其最后两问虽然字面相同，但据我们个人

理解，两句所强调的内容似乎有所不同：前一小句的重音应该在

“ 要”上，而后一分句的重音是在“ 想”字上。“ 想要什么”是“ 要什

么”的一种预设，对“ 想要什么”进行反问比对“ 要什么”进行反问，

份量要重得多。

９．３．３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认为，相同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共时系

统里并存，必有其各自的功能价值。本章分析的现象不仅是“ 并

存”，而且“是 并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二者并行，后者使前

者的表达效果得以加强，须有个前提：后者不带来更多新的信息，

即，基本信息内容等同于前者，否则就难分谁强谁弱了。所以，否

定形式的连用，从语用角度讲，是个否定效果的强化过程；从语义

上讲，却是个下文信息度降低的过程。（“ 信息度”的概念来自于

ｒａｒｔ－Ａｌａｉｎ　ｄｅ　ＢｅＲｏｂｅ ａｕｇ ｎｄ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Ｕｌ　ｃｉｈ　Ｄｒｅｓｓｌｅｒ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ｘ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一书，见廖秋忠１９９２，３７７页的介绍）。

本章例句出处

“；爱”代表小说《 爱“ 朔”代表《 王朔文集》，括号内数字分别为卷数和页数

你没商量》，括号内数字为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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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语法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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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尝试范畴的语法化历程

赵元任（ １９６８）提出汉语动词有一种“ 尝试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ａｓ

ｐｅｅｔ），指的是重叠式动词如“ 看看“”想想”等现象。这种概括并不

全面，吕叔（湘 １９５６）、王（力 １９４４）和Ｌ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１）都正确地

指出动词重叠式的基本意义是表示短时（态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尝

试意义只是重叠动词在某种条件下（ 动作未完成，可及终点）产生

的一种意义。那末，汉语里有没有表示尝试范畴的语法形式呢？

学者们常提到的就是汉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语助词“ 看”。

陆俭明（ １９５９）首先把动词（ 主要是动词重叠形式和动补形

式）后轻读的“ 看（”如“ 试试看“”听听看“”叫一声看”）分析为语助

词，并指出其语法意义是表试探语气。其后，不断有人对语助词

“ 看”的最早出现时期提出补充；陆先生本人也注意到张相《 诗词曲

语辞汇释》“里 看，尝试之辞，如云试试看”的说法。目前对这个问

题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助“词 看”在不晚于唐宋时期出现；现

代汉语里主要加在动词重叠形式和动补形式之后；现代南北方许

多方言里都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这个现象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

需要讨论，主要是：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的分布是什么局面？

如果某种方言里过去常用而现在少用这种说法，是什么原因？汉

语里表示尝试意义的语法形式主要是哪些？它们之间的兴替有什

么内在联系？有哪些功能上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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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语助词“ 看”不属于现代北京话

首先，我们着重考察语助词“ 看”在现代北京话里的表现。

在距今二百多年前的《 红楼梦》里，据陆俭明（ １９５９）考察，只有

一例：

（ １）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药看（。第十回）

距今一百多年前的《 儿女英雄传》里共有三例：

（ ２）等你梦中叫的那个有情有义的玉凤姐姐来了，你问他一声儿看。

（ ２３回，４２２页）

（ ３）等闲了我弄几枝没头儿的箭试试看（。３１回，５９０页）

（ ４）等织出布来，亲家太太，你搂搂算盘看，一匹布管比买的便宜多少！

（ ３３回，６６１页）

约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舍作品《 骆驼祥子》里，也只有五例：

（ ５）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１０４页）

（ ６）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的凑起个家庭来（。１２５

页 ）

（ ７）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去，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２０２

页 ）

（ ８）我给你想想看：你要是娶了她，在外面租间房，还是不上算（。２０５

页 ）

（ ９）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２１１页）

同时的曹禺作品《 曹禺选集》（ 包括《 雷雨》《 日出》《 北京人》）里，有

六例：

（ １０）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雷雨》，６１

页）

（ １１）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能答应的总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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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的（。《 雷雨》，１０８页）

（ １２）什么？我进了你的卧室？不对，我没有，没有。我想想看啊（。《 日

出》，１４１页）

（ １３）李石清　　经理知道了市面上怎么回事么？

潘月亭　　不大清楚，你说说看（。《 日出》，２４８页）

（ １４）明年开了春，我为你们再出门跑跑看，为着你们的儿女我再当一次

牛马（！《 北京人》，３９２页）

而在代表当代北京口语的《 王朔文集》第一和第四卷里，只找

到一例：

（ １５）啊，就那么回事吧，结结看，不成就离（。４，６３页）

总的来看，这几部代表不同时期北京口语的作品里，语助词

“ 看”的出现频率是极低的，以下是简单的频率统计（ 其中“ 频率”指

的是每十万字中的出现次数）：

红楼梦 骆儿女英 驼祥子 曹雄传 禺选集 王朔文集

１５万字数 １１ ８９万０万 ６０万 ３０万

６次 ５１ ３数 １

频 ０．０９ ０．５０ ２．３．３３ ００ ０．１１率

这些作品的作者里《，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骆驼祥子》的作者老

舍和《 雷雨》《 日出》《 北京人》的作者曹禺在创作中可能受到了其他

方言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弄清语助词“ 看”是否属于现代北京话的

本质特征，我们进一步考察了８０年代中期实录的北京口语语料

里的情况。这份材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先生带领部分师生于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两年在北京城近郊区各区县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文

化程度的北京人作的广泛、全面的实地采录。我们选取其中有代

表性的一批城区语料进行考察，在约２０万字的语料里，未发现一

个用语助词“ 看”的例子。本书作者在北京生长，自我语感认为现

代北京话里没有语助词“ 看”，另外笔者征询了　１０余位北京籍语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2

言工作者，都有相同语感。

这样，至少可以断定，语助词“ 看”基本不属于现代北京话范

畴。于是，说它是“ 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恐怕是站不住的，

因为它既非新兴，又不存在于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里。

１０．２历史上尝试形式的兴替

这一节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语助词“ 看”以及相关尝试范畴在

汉语历史上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并非全面描写它的

历史，也就是说，不具体考证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出现和消亡年代，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汉语史学者们的有关成果，如陆俭明

（ １９５９）、劳（宁 １９６２）、心（叔 １９６２）、蔡镜（浩 １９９０）、袁（宾 １９９２）、吴福

（祥 １９９４）、太田辰（夫 １９５８）等，并结合自己对历史材料的查考，大

致可以描述出以下这个粗略的发展脉络：

试 ＶＰ看 Ｖ 看ｖｖＶＰ看 ｃ看 ｖｖ

＋十南北朝

＋＋唐

＋ ＋ ＋宋

十 ＋ （元 ＋）

＋ ＋ ＋ ＋明

＋ ＋清　 ＋

＋现 代 ＋（ ＋）

这个表显示了一个趋势，那就是，除“ ＶＰ看”一直延续到明朝以外

所有形式从左到右呈现出时间上的兴替现象。下面各举一些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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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试ＶＰ看”的例子：

（ １６）汝是贵人，试作贵人行看（。《 俗记》） ——南北朝

（ １７）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试尝看（。白居易《 初冬即事呈梦得》）

——唐

（ １８）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白居易《 眼病》） ——唐

（ １９）师云：汝试道看（。《 祖堂集》７６１－１） ——晚唐

（ ２０）出来试弄一转看（。《 祖堂集》３６９－１０） ——晚唐

（ ２１）此事为什么毁誉不同，请试拣出看（。《 景德传灯录》卷十八）

——宋

ＶＰ（ 二“） 看”的例子：

２２）汝好思量（ 看（。《 十诵律》） ——南北朝

（ ２３）汝但说看，若可得理，我当方便（。《 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一）——隋

（ ２４）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 空 唐囊》） ——

（ ２５）愿和尚为 ——晚唐某等说看。（《 祖堂集》１１９－６）

（ ２６）师云：汝疑那 ——晚唐个不是指出看（。《 祖堂集》５２８－４）

（ ２７）身上有何伎艺？消得五百贯钱。至甚不多，略说身上伎艺看。（《 庐

山远公话》） ——晚唐

（ ２８）我缘不会，与我子细说看，我便舍邪归政（。同上） ——晚唐

（ ２９）近有一学者来欲说皇极，某令他说看，都不相近（。《 朱子语类辑

略 ————宋》卷六）

（ ３０）这肉熟了，你尝看，咸淡如何（ ——元明？《 老乞大》３９页）

（ ３１）好酒，你尝看，酒不好时，不要 ——元明还钱（。《 老乞大》１１３页）

（ 三）“ ＶＶ／Ｃ看”的例子：

（ ３２）那个伯伯肯与奴家拽过我的丈夫尸首到岸边，奴家认一认看。

（《 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错认尸》） ——宋元

（ ３３）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 水浒》九回） ——明

（ ３４）行者道：你猜猜看（。《 西游记》七十四回） ——明

（ ３５）拿过葫芦来，等我装装天，也试演试演看（。《 西游记》三十四回）

——明

（ ３６）什么规矩？怎么我不晓得？你倒说说看（！《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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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

—（ ３９）相公在这里坐坐不妨事（。《 元曲·竹坞听琴》三折） —元明

（ ４０）也到员外家看看去 ——元明（。《 元曲·看钱奴》二折）

（ ４１）到俺店肆 ——元明中避避（。《 元曲·看钱奴》二折）

（ ４２）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

且待老猪穿一穿，试试新，唔唔脊背（。《 西游记》五十回 ——明）

（ ４３）我倒请教请教，这番道理安在（？《 儿女英雄传》三十回，５７４页）

——清

（ ４４）是么？回头我找他谈谈，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王朔文集》１，８２

——现代

（ ４５）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王朔

——现代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把动词后的“ 看”字分析

成表示尝试意义的助词。它从实义动词“ 看”虚化而来，但它始终

没有彻底变成一个纯语法形式，在所有包含语助词“ 看”的例子里，

都或多或少地可以感到它的“ 观察义”或“ 感知义”。因此，在它的

发展历史中，始终有其他形式相伴：前期是词汇形式“ 试”；后期是

语法形式“ 动词重叠”。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获知语助词

“ 看”由出现到衰亡的原因。

我们的工作是探求汉语尝试范畴的语法化历程，而考察这个

历程的起点应该是从没有发生语法化时开始。任何语义范畴在没

有语法化之前，都往往是通过词汇手段表达的“，尝试”意义也不例

外在早期文献中，我们不难读到这样的例子：

回） ——清

（ 四“）Ｗ／Ｃ”，的例子：

（ ３７）试定精神看一看，许多暗昧魍魅各自冰散瓦解（。《 朱子语类》十二

卷）

（ ３８）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 朱子语类》四卷）

页）

文集 ）１，３０３页》

（ ４６）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 战国策·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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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杜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４８）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杜甫《 前出塞九首》）

（ ４９）试为巴人（唱。李白《 古风·郢客吟白雪》）

（ ５０）试借君王玉马鞭（。李白《 永王东巡歌》）

（ ５１）试 ·涉霸王略（。李白《 五古 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 ５２）试发清秋兴（。李白《 送麴十少府》）

（ ５３）汝试道一句来，吾要记汝（。《 祖堂集》７００－９）

这里的“ 试ＶＰ”应该分析为连动式“，尝试”语义由词汇成分“ 试”负

载。

当动词后的“ 看”字分担了一部分尝试语义时，词汇成分“ 试”

还时常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出现（ 参看例１６－２１，３７）。在语助词

“ 看”最为活跃的时期的前半期（ 隋唐至宋代），“ 试Ｖ看”的说法一

直是跟“ Ｖ看”分庭抗礼的：《 祖堂集》里二者几乎是五五开（ １９：

２１）；白居易的诗里“ 试Ｖ看”还多于“ Ｖ看”；而《 景德传灯录》里，据

陆俭（明 １９５９）考察，全是“ 试Ｖ看”形式。

当表示短时义（ 兼有尝试义）的动词重叠形式出现以后，“ 试Ｖ

看”的形式很快消失了“。试ＶＣ”，的例子不多见“，试ＶＶ”，的例子就

更难得见。这也正说明，语法形式一旦兴起，自然会取代同样功能

的词汇形式。从元明到现代，“ 　Ｗ／Ｃ看”跟它的不带“ 看”的形式

一直是并存着表达尝试意义的。动词重叠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尝试

意义不仅为专职的尝试语助词“ 看”分担了语义，也为语助词“ 看”

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上文１０．１里我们统计的几部北京方

言作品里，语助词“ 看”的出现都是屈指可数，而用动词重叠形式表

示尝试语义的例子却都在几十例甚至上百例以上，如此悬殊足以

说明语助词“ 看”是在动词重叠式的冲击下走向衰亡的。

１０．３现代方言和北京话里尝试范畴的语法化趋向

其实，所谓衰亡，也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基于一个前提，那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6

就是：以上所引书证都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共同语的状况。但是，

新近的研究不断表明，方言因素在近代汉语研究中不容忽视，同一

个语法范畴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表现，既有可能是历时的变化，也

可能是共时的方言分歧。拿１０．１考察的北京话的情况来说，就十

分耐人寻味。我们看到在所有公认代表现代北京话的作品里，

“ ＶＰ看”的使用频率一直很低，这就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

是汉语的共同语的确经历了如上节所勾画的一个尝试范畴兴替的

过程，清代以来的北京话反映了“ ＶＰ看”消失“ ＶＶ”增强的状况；二

是北京话也许根本就是排斥“ ＶＰ看”形式的，少量用例仅仅是受通

行小说语言的影响所致。

后一种看法起码有两点依据：一是找不到任何时期的北京话

有“ ＶＰ看”出现频率较高的记载；二是现代很多方言里都还广泛的

使用着“ ＶＰ看”，如吴语，而这些方言跟汉语共同语的关系不可说

不密切。也就是说，许多方言里并没有发生“ ＶＰ看”衰亡的现象。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妨简单考察一下现代方言的状况。

苏州话（ 刘丹青１９８６）用“ ＶＶ看”来表达尝试意义，如：

买买看　　看看看　　翻翻词典看　　商量商量事体看

海盐话（ 胡明扬１９９２）用“ ＶＰ看”表示尝试：

搿件衣裳倷穿穿看　　让我用用倷个株笔看　　个株笔勿好写，倷用搿株

笔看　　搿本书让我看看看

南京话（ 刘丹青１９９４）用动词重叠加“ 看”表示尝试，但在“ 看

看”后用“ 瞧”：

你吃吃看，味道好不好？你听听看，音色怎么样？你看看瞧，高头写

的什么？

（ 郑懿德１９８３）用重叠福州话 动词加后附成“分 看”表示尝试：

汝去箱箱哩翻翻看　　汝去街哩觑觑看

福建 ”表示尝试：惠安话（ 陈法今１９９１）用“ Ｖ

（ 我唱这首试试）阿兄下昼写我唱即块 一两字（ 哥下午写一两个

字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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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清涧话（ 刘勋宁１９９５）用“ Ｖ瞧”表示尝试：

吃瞧怎么着（哩 吃吃看怎么样）闻瞧熟了也（没 闻闻看熟了没有）

走瞧大小（哩 走走看［鞋］大还是小）试当瞧长屈（哩 试试看长短如何）

广州话（ 陈慧英１９８２）可以用单音动词的重叠式表示尝试意

义：

睇（睇 看看）揾（揾 找找）煲（煲 煮煮）

据周小兵先生告知，现代广州话也用“ Ｖ下”表示尝试：睇下，

揾下。

西南官话里多数是用“ Ｖ下”“ Ｖ一下”“ Ｖ一下子”等，也有用

“ Ｖ“ 　ＶＶ瞧”的，多数没有动词重叠式，少数有“ Ｖ看” 瞧”等说法（。

见《 西南官话名词和动词的重 －３）。叠式》（，方言》１９８７，１

总的来看，这些表现形式都正好是历史上某种用法的投射。

重要的是，凡动词本身不变形的，尝试标志就是不可或缺的（ 如惠

安话、清涧话及多数西南官话）；动词有重叠形式但不独立表示尝

试意义的，尝试标志也是强制性的（ 如苏州话、海盐话、南京话

等）；凡动词重叠形式明显具有尝试意义的，尝试标志就是可有可

无（的 如北京话）。

这些方言记载向我们透露了另一点很重要的信息是，尝试标

志的结合面各不相同，结合面窄的方言里，只限于“ 尝、试、看、想、

说、吃、走”等少数动词。尝试标志为强制性的方言里，结合面较

宽；尝试标志为非强制性的方言里，结合面就窄些。这个现象如果

对照历史材料看，就可以把握它们的语法化进程。在以“ ＶＰ看”为

主的时（期 如唐五代“）看”的结合面相当宽；以“ ＶＶ看”为主的时期

（ 如明清）“ 看”的结合面就窄得多了，这正是上一节末尾我们分析

的语法化进程中功能分配的结果。我们可以据此推测，这些方言

的尝试表达形式还都处在语法化的某一阶段，以后不免还会有新

的变化。

从功能分配的角度看，似乎没有一个方言的动词重叠形式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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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地用来表示尝试意义，大多是以表示短时义为主，兼表尝试。这

就出现一个问题，一个方言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存在尝试标志？拿

北京话来说，除去少数受吴方言影响的“ ＶＶ看”和受西南官话影

响的“ Ｖ一下儿”以外，地道的北京话里还有没有用以明确尝试意

义的补充手段呢？我们注意到在不少论著里暗示了现代北京话里

的“ ＶＰ试试”形式，如胡明扬（ １９９２）在对译海盐方言尝试态助词

“ 看”的时候，用的北京话都“是 试试”形式“：这件衣服你穿着试试”

“ 让我用用你那支笔试试“”那支笔不好写，你用这支笔试试”。再

如刘月（华 １９８３）说“：动词重叠有时包含尝试意义，即表示命令、请

求或希望进行某一动作试试，看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重叠动

词后往往可以加‘看’或‘试试’。”文中有她自拟“的 ＶＶ试试”例子

三个，见刘文（例 ５（１）８９）（和 ９１）。

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 ＶＰ试试”相当于别的方言的“ ＶＰ看”

呢？

从直觉上人们首先容易把“ ＶＰ试试”分析成连动式。我们认

为，汉语的所“谓 连动式”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形式，在比较

１ ２＋Ｖ紧凑的“ Ｖ ”组合中，只能有一个动词作为语义焦点，另一个则

必然是辅助成分。 ２就是说，如 １果Ｖ是语义焦点，Ｖ就有虚化为修

饰性成分的趋向，“如 在家看书“”拿着鸡毛当令箭”里的“ 在家”和

“ 拿着（”这一点可以参看 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论

文以 １ ２及石毓智１９９５）；如果Ｖ 就有虚化是语义焦点，Ｖ 为助词性

成分的趋向，如“ 买菜去“”走过来”里的“ 去”和“ 过来（”参看本书

７．４）。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要想证明“ ＶＰ试试”里的“ 试试”是助

词，就首先需要证明ＶＰ是语义焦点而“ 试试”不是，然后才能证明

非焦点的“ 试试”进一步虚化成了助词。但在以下例子里，很难证

“明 试试”不是语义焦点：

（ ５４）我去敲门试（试。《 王朔文集》４，３０页）

（ ５５）赶明儿你们谁不服，跟她下盘跳棋试（试《 王朔文集》４，５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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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你找个潘佑军那样老婆试试，就你这样的一天和她也过不下去。

》１，３８２页）（《 王朔文集

这几个例子里“ 试试”前的ＶＰ都没有明确的时态表现形式，也就

是说，在“ ＶＰ＋试试”里，“ 试试”作为动词“ 试”的重叠形式，是唯一

的有时态标记的动词成分。因此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理由把

“ 试试”分析成助词。但下面的几例却有不同：

（ ５７）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王朔文集》１，２３１

页）

（ ５８）去吧去吧，那不是一般的车，你玩回试试，保你上去就不爱下来。

（《 王朔文集》４，１３页）

（ ５９）你还要打我，我妈妈都没打过我，你倒打我打上了瘾。你再动我一

下试试，非跟你拚了（。《 王朔文集》１，３１页）

（ ６０）咱找他们一下试试（。《 王朔文集》４，８２页）

（ ６１）对，我今天就是不讲理了 你再走一步试试（。《 王朔文集—— 》１，３６０

页）

我们注意到这些例子里ＶＰ都含有动量成分，这样，我们所面对的

事实其实质就成为：在“ Ｖ＋动量＋试试”格式里，如何判断语义焦

点所在。动量成分与动词重叠都是动词的时态表现手段，要证明

前者在表义功能上重于后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二者的历史亲

缘上录求解释。我们知道，动词重叠的前身是动词同形的动量形

式，“如 试试”原是“从 试一试”虚化而来。因此，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已比其前身更加虚化，在表义功能上自然要弱于“ 动＋动量”形式，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 Ｖ＋动量＋试试”格式里，Ｖ后的动量

上一节我们对历史的考察也表明，尝成分标明了语义焦点身分。

试态助词的产生过程是与动量成分相伴随的。可以说，动量成分

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在下面这样的例子里由于

动量“词 个”的存在，也足可以证明语义焦点是“在 仿个聂卫平”上

而不“在 试试”上：

（ ６２）我认为是仿的对象不对 。仿个聂卫平你试试（。《 王朔文集》４，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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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成“分 你”的存在不过是虚化过程的痕迹，去“掉 你”字“，试试”

就几乎是助词了。

通过对上文“ 试试”用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功能已基本等同

于历史上“的 看”了，可以看作是北京话里相当“于 看”的新兴助词

成分。

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一种可能是，北京话早已完成了“ —

—语法形式“ 试试”看”的虚化、衰亡过程，而新的词汇 正开始取而

代之，果然如此，就意味着汉语尝试范畴的语法化历程是在如下

的圈子里循环：

动词变形 词汇形式

动词变形（ 语法形式）

但我们在找不到历 —看”的消亡过程史文献材料证明北京话“

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只能算作一种推测。

刘丹青先生在跟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介绍说：

苏州话中，ＶＶ式用途比北京话广，但不能独立表达尝试义，而

ＶＶ看”或“ ＶＣ看”。可能正是因为ＶＶ式的语必须“用 法语义负荷

过重，所以不能再让它表尝试义。苏州话最常带“ 看”的大概就是

“ 试试看”。这很有意思“。试”是词汇义和语法义相交处，苏州和

北京正好走了两 ＶＶ看”已是一种多少带有强制性条路。苏州的“

的尝试范畴标记，遇到动“词 试”时，总是表示尝试，于是老是带着

“ 看”，单说“ 试 ＶＶ要少见得多。北京的尝试义主要已试”比单说

动词＋词汇形式

＋ ＋动词 语法形式

＋ 十动词变形 语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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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ＶＶ本身表达，遇到“ 试”尝试义更明显，更不需要带“ 看”；而且，

由“于 试试”的尝试义更明确，所以干脆“让 试试”担当起尝试标记

的任　务，开始新一轮语法化过程。苏州“话 试试看“”看看看”作为

整体都有语法化倾向，如下列例句“：我来先唱两句试试看“”倷吃

一口试试看“”倷先讲两句看看看，俚肯听倷就讲下去（”你先说两

句试试，他肯听你就说下去“。看看”已无“ 看”义）。以上各句中的

“ 试试“”看看”可以拿掉，而后加的“ 看”不能拿掉，可见“ 试试看”

“ 看看看”已经有所虚化，相当于后加的“ 看”。这也是这两个组合

比较常用的原因之一。

刘丹青先生所指出“的 试试看“”看看看”的整体虚化倾向具有

重要启发意义。可以设想，如果这二者进一步虚化，而北京话的

“ 试试”也进一步虚化，那么苏州和北京的尝试标记又几乎是殊途

同归了。各种方言里的语法化途径与进程各不相同，但我们有了

这样一种视角，面对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地域特色的尝试表示法，

就都会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我们相信，任何相对固定的尝试表达

方式都不会超出上图所示的五种形态，而虚化方向也肯定是依图

中箭头所示进行的。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需要解释，那就是以上（例 ４６－５３）所示的

“ 试＋ＶＰ”的表示法何以并没有出现在循环图上。事实上，“ 试＋

ＶＰ”，在汉语的历史里一直也没有发生语法化，它始终是各种尝试

态形式的伴随手段，以上例（ ４６－５３）是上古和中古的例子，下边

是近现代的例子：

（ ６３）　左右，你去唤将那妇人来，我试问他（。《 元曲·五侯宴》）

（ ６４）　将洒子来，我试学打（。《 老乞大》６３页）

（ ６５）　你将这一张黄桦弓上弦着，我试扯（。《 老乞大》１８２页）

（ ６６）　怕你不信时，别个店里试商量去（。《 老乞大》３３页）

（ ６７）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

脸，越看越可爱（。《 骆驼祥子》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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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她曾试着逃出去，但她⋯（⋯《 日出》１３７页）

（ ６９）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 王朔文集》４，

１３５页）

古今的异同，仅仅在于现代的“ 试”字后边必得加个“ 着”，这正可以

用我们上边说的连动式虚化规律来解释：“ 试”既然不是语义焦点

所在，它就有虚化为状语性成分的倾向，“ －着”正是其标志；而动

词的动态（ ｐｈａｓｅ，或称动相）范畴，往往是在动词之后的位置上实

现语法化的，因此无论是“ 看“”瞧“”试”还是“ 来“”去”等，在动词之

后的语法化进度远远比在动词前更为活跃。

１０．４共存形式的功能分配

本章从语法化的角度研究了汉语历史上和方言里的尝试范畴

表示法，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变化规律。语法化是语言发

展的一个一般趋势，具体到某个范畴也未必都是清晰而规整的。

本章指出汉语尝试态助词有一种兴替现象，但兴替的过程却不是

那么整齐划一的，新的形式兴起了，而旧的形式却不一定就此消

亡，还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继续生存。北京话的“ －试试”有取代

“ －看”的倾向，但 －看”，尤其是相当多的操北京人也不一定拒“绝

地方普通话的人都很自然地说“ Ｗ看”，北京人就难免不受影响，

这就造成了某种条件下的共存。但既然共存就会有所分工，我们

１ ２ １ ２是 早 于曾在分析动趋式 ＶＣＯＣ的语序，语序时 二指 者出ＶＯＣＣ

在现代汉语的共存，前者就限于专职用于祈使句了（。见７．３“）　－　

试试”“和 －看”的情况也不例外，北京话里尝试意义可以说有四种

表示法：１）Ｗ；２“）ＶＰ试试”；３“）ＶＰ看”；４“）ＶＰ一下”。Ｗ用的最

多最广，基本是个无标记 ｎｒｎａｒｋｅｄ）形式；的（ ｕ “ ＶＰ试试”语气比较

强硬，较少建议语气“；ＶＰ看”语气较软，带有一些文气“；ＶＰ一下”

用的最少，较多短时义。“ 试着ＶＰ”与四者不同在于不用于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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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也就不用于第二人称。所以，历时系统中的形式兴替是一回

事，共时系统中的功能分工又是一回事，但二者也不是没有关系，

新形式总是从有标记向无标记发展，意义越来越宽泛；旧形式则从

无标记向有标记退化，意义越来越狭窄。比如“ ＶＶ看”兴起以后，

“ Ｖ看”里可出现的Ｖ就只限于明显带有尝试义的动词了（ 见例

３０，３１）。

附 注

①陆文还举出了另一例是：“ 待我用药看。”但在注中说明庚辰本、庚甲

本均作“：待用药看看。”

②表示尝试义的动词重叠式跟短时义难分，太田辰夫认为这是从重复

的动词中间加“ 一”形式变来的，元代以后“，一”被省略了。刘（坚 １９９２）指出

明代前期动词重叠形式用的还不普遍。

③我们说“ －试试”是个新兴的成分，是因为在《 儿女英雄传》《 骆驼祥

子》《 曹禺选集》里都没有见到，所见最早例子是李人（鉴 １９６４）举的两例：

不信您看我骑骑试试。（ 浩然）

我看你削削试试。（ 孙犁）

④刘丹青先生对这个循环有很好的解释，他在来信中说：“ 语法化似乎

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程度，即不足（ ｕｎｄｅｒ－）、充分（ｆｕｌｌ－）和过度语法（化 ｏｖ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不足语法化的特点是虚化成分兼有虚实两种作用因而排

斥实词。充分语法化的特点是虚化成分和实词分别成为语法手段和词汇手

段，出现虚实叠加，如‘试试看’是词汇的尝试义‘试试’和语法的尝试义‘看’

的叠加，‘看看看’是词汇的‘看’和语法的‘看’的叠加。过度语法化的特点是

虚化成分语义负载太重或者频率过高使信息量降低，结果是语法范畴弱化、

一轮语法化过程。新一轮语法化往往也是以新的消失或重开新 不足语法化

为起点的，形成一种语法化的循环。”

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现代北京话的“ 试着ＶＰ”远不“如 ＶＰ试试”使用

频率高“，来／去ＶＰ”也远不如“ ＶＰ来／去”使用频率高（。陆俭明１９８５）

看”在历史上也有过前置于焦点动词的用法，但极罕见，如：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辛 贺 新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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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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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指代范畴的语法化之一：

现代汉语里的阶段性发展

对指代范畴语法化历程的最详备的论述是吕叔湘先生《 近代

汉语指代词》一书。这部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用法的描

写和分析。书中关于实指、虚指和任指，特指和泛指，前指和回指，

有先行语和无先行语，直接称代和转成称代等概念的提出和论述，

体现了从功能出发的研究思想。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吕先生在描写某一个或一类指代词的历史演变时，不仅注意字形、

字音的发展和关联，更注重观察用法上的变化。例如关于“ 这／那”

从实义的指别作用弱化为类似于冠词的用法；关于他称代词从

“ 人”“到 人家”用法的变化；关“于 谁／哪儿／什么”从疑问词衍生出

非疑问用法的论述，都反映了吕先生的研究特色。吕先生七十年

代主编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和九十年代发表的《 指示代词的二分

法和三分法》又进一步阐述了他一贯强调的指代词分为指示、区别

和替代三种作用的观点。顺着吕先生描写的发展脉络，本章主要

描写三组指代词在当代口语中的功能变化。共时平面上的变异及

其语法化倾向的系统分析，我们将放到第十二章。

１１．１这，那

１１．１“．１这／那”指别作用的虚化

《 近代汉语指代词》指出，指示上文说过的人或事物，当名词本

身已经有定，无须指别的场合“，这，那”的意义就已经相当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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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相当于其他语言里的“ 有定冠词”。

我们发现，当代北京口语里“ 这，那”出现了一种新的用法，也

是“ 这／那”直接加在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前边，但那个名词性成分不

是有定的。“ 这／那＋名”不是回指成分，因而其中的“ 这／那”不能

用“ 这个／那个“”这些／那些”替换。例如：

（ “ｔ）再找找，”白度不甘心地依次往每辆车里看，在停车场里穿行“。我

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孙国仁对刘顺明说。

（ ２）这老婆我还有一比，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

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

（ “３）听你刚才说，你爷爷是太监。据我所知⋯⋯”

“ 这太监跟别人得有点不一样。”

“ 唿”地脚尖朝上，（ ４）石静话音未落，手里的花伞被风吹得 旋即脱手而

去，⋯⋯路边避雨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

“ 这人怎么都这么坏？”石静气咻咻地说“，看见谁倒霉就幸灾乐祸。”

（ “５）什么东西！哪有点机器人的样子，快赶上我们胡同那些脏妞儿

了。”

“ 看来这机器人要学坏，比人速度不慢。”

（ “６）你真惹我生气，我还真不信这个！”

“ 没错。这人总不该叫尿憋死吧。”

（ ７）将来自个过日子了，那一分钱都得掰着齿花，要不怎么置大件儿？

这些例子里“ 这／那”所指示的名词性成分，并不是对上文说到

的某个人或事物的回指，其所在的句子往往是对上文说过的事的

一种评论。具体地说，就是上文谈到了某个人或事的某种行为，下

文评论说“ 这一类人或事物都是如此”。第（ １）例“ 这女人”并非指

的是上文的“ 白度”，而是指包括白度在内的所有的女人；第（ ４）例

“ 这人”不指避雨的某个人，而是指所有的人；第（ ２）例不指某个老

婆或某支／种烟，而是指所有老婆和所有烟；后几例的“ 太监”“ 机器

人”“ 一分钱”都是如此。在有些论著里，这种着眼于一类事物通称

的名词被称为通（指　ｇｅｎｅｒ ，或译为类指）成分。通指成分不指称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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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相境中某一个或某几个个体的人或事物，跟单（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ａｕｌｉｔｙ

对。汉语里通指成分典型的用法是在名词前加“ 这种，这类”一类

成分，而不能“加 这个，这几个”等。本文上面指出的现象可以说是

口语里特有的通指成分标志。

这个作为通指标志“的 这／那”有以下特点：

（ 一“）这／那”总是轻读，语音上和后边的名词紧紧相连，且总

是读为ｚｈｅ／ｎａ，而不像一般指别词有ｚｈèｉ　／ｎèｉ的读法。

（ 二“）这／那”所修饰的名词总要重读，表示强调。两个以上音

节的名词总是第一个音节重读。

（ 三“）这／那”所修饰的成分总是说话人引出的一个话题，这个

话题总是和上文的某个事物相关的，具体而言就是上文事物所属

的类别，二者之间是类跟个体的关系。

（ 四）这种用法的“ 这”比“ 那”用的多。可能是近指词更便于

表达与上文事物的关联的缘故。

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例子里的“ 这”也属于同类：

（ ８）这写小说不就是把汉字串起来么？我要没事我也写了。

（ ９）这当主持人⋯⋯我可实在⋯⋯有损咱电视台和３１５的形象。

动宾结“构 写小说“”当主持人”不用作陈述，而是指称一类行

为，其中的宾“语 小说，主持人”都是无指性（的 ｎ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 ａｌ）“　，这”ｔｉ

加上动宾结构构成句子的话题成分。

总的来看，这个轻读的作为通指标志“的 这／那”明显是从表指

示意义“的 这／那”虚化而来的。

１１．１．２领格短语里的“ 这／那”

李荣先（生 １９９３）举了《 西游记》“里 我那金刚琢”“跟 我的芭蕉

扇儿”对举和《 醒世姻缘传》“里 我那里面”“跟 我的里头”对举的两

对例子说明指示词跟领格后缀之间的关系。现代北京话里仍可见

到这种用法相通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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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现在这人，你挺身而出他扭头就撤，把你和流氓撂一起。

（ １１）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跟他们说什么都不信！

跟近代汉语用法不同的一种新用法是，当代北京话里这种与

“ 的”相通的“ 这／那”常常用在由无指成分构成的领格短语里。例

如：。

（ １２）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我的舞跳得也够灰心的。

（ １３）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你的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 １４）我得值我那班去。

→我得值我的班去。

用箭头指出的变换式的三个例子，就是过去常引起人们讨论

的“ 他的老师当的好”一类句式（。１２）一（ １４）里的“ 这，那”是北京

口语里的一种无指成分的标志。这个标志的语音表现形式有两个

特点，一是必须轻读，二是一般读成ｚｈｅｉ／ｎｅｉ。从功能上看，无指

成分谈不上有什么回指作用，但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往往和上

文某个事物有一定的关联。

１１．１．３表性状程度的“ 这／那”

《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说，指示性状的程度，“ 通常用这么和那

么，但间或也有就用这和那的，往往有夸张的语气。这样用的时

候，这多于那。”举的例子有“：叫的桂姨那甜“”他这懒懒的也不止

今日了“”我同他家也没有这大的仇隙“”亏你活了这大年纪“”怎么

睡的这死呀”等。

现代北京口语里“ 这／那”指示性状程度的用法十分固定，与吕

先生举的第一个例子和最后一个例子相当。例如：

１５）你那会儿一天给她打好几（ 次，一打就聊个没完，那腻一一你怎么会

不记得？

（ １６）可惜你们没看见我怎么抽那胖厮的。打得那惨，真是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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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明明吵嘴哭了，大妈一进来，又装没事人。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擦

的泪，那熟练那专业。

（ １８）你呢，早起口口声声要来批评我妈，真见了我妈，一口一“个 大妈”，

——你不假？——那肉麻

（ １９）我看报纸跟他掐起来心里这高兴，不让他们撒野。

当代口语的这种用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这／那”总是重

读，读音为ｚｈè／ｎà，不能读为ｚｈèｉ／ｎèｉ。第二，“ 这／那”加在形容词

‘这／那＋形”只能作谓语，不前， 能作定语，不能换“成 这么，那么”。

这一点跟吕先生所举的某些例子用法不同。第三，这种用法里

“ 那”多于“ 这”。也跟吕先生描写的情况不同。

这种用法是否来源于吕先生所说的“ 这么／那么”的简略形式，

看来很难断定。因为在北京人的语感里，这种“ 这／那＋形”的用法

跟另一种平行格式“ 这／那＋叫（ ＋一个）＋形”似乎关系更密切。

底下我们举几个例子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里也是“ 那”多

于“ 这”。

（ ２０）他们这拨儿，比你们差远了，活得那叫在意。

（ ２１）开头那叫一个亲，快钻一被窝了。

（ ２２）里面有好多明朝的口语，骂人骂的那叫生动，地道。

（ ２３）欧美的间谍小说，尤其是英国的，写的沉着极了，不露声色的在那

跟你说，说的事那叫复杂。

“ 这／那＋叫（ ＋一个）”表示性状程度是由它的指示用法虚化

而来的，随着这种用法的固定，原来格式里“ 叫”“ 叫一个”的语义越

来越淡化，进而可以完全脱落，被单独的“ 这／那”取代。这也许是

“ 这／那”表示性状程度的发展轨迹。

１１．１．４关于“ 这，那”的读音

上面所述几“种 这，那”的新兴用法，都可以看作是指代“词 这，

那”的虚化结果，因为上述用法“里 这，那”的指代作用都已很弱，或

了一些新的功能。现代北京话里用引申出 作指代“的 这，那”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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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读音是ｚｈèｉ，ｎè（ｉ吕叔湘１９８５），指代以外用法的出现，导致

“ 这，那”功能分配格局有了变化，相应地，读音上的区别也形成了

新的格局，如下表所示：

当一般指代义以ｚｈèｉ／ｎèｉ为优势读音时“，这／那”的旧有读音以及

轻声形式ｚｈｅｉ／ｎｅｉ就倾向于专职化地表示非指代语义了。我们可

以这样描写这四种用法：

ｚｈèｉ／ｎ（èｉ＋数＋量）＋名

人称代词＋ｚｈｅｉ／ｎｅｉ＋名［无指］

ｚｈè／ｎà＋形

ｚｈｅ／ｎａ＋名［通指］

１１．２那谁，那哪儿，那什么

在《 中国文法要略》里，吕叔湘先生就从表达的角度，把指称形

式分为有定指称和无定指称两类。谈及无定指称时，吕先生很强

调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谁’可以代表不知或不论是谁的一个

人，‘什么’可以代表不知或不论是什么的一件东西。这样用法的

时候，可以称之为‘无定指称词’。”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论及

“ 谁，哪，什么”的章节，都特意对它们的无定指称用法作了精细的

描写。我们发现，在现代北京口语里，还存在着一组较为特殊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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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有定指代词“ 那”和无定指代词的复合形式：那谁，那哪儿，那

什么。请看例子：

（ ２４）马：终于想起来了。

尤：什么？

马：这女的，是那谁的朋友。

尤：那谁？

马：忘了。

（ ２５）嘁，他们能传什么？不就说我在那谁家住么。

（ ２６）我们家就住在那哪儿，木樨地那边儿。

（ ２７）今儿来的一个都没有啊。我说的都是那哪儿的，那个，天津那边儿

的。

（ ２８）先别说这个。你先把那什么借给我使使，就你上午刚买的那个！

（ ２９）你现在还在那什么乐团么？

（ ３０）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

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汉气概⋯⋯

（ ３１）你还和那个什么人谈恋爱呢？

这些例子里的“ 那”和“ 谁／哪儿／什么”并非临时组合，而是固

定的词汇形式。只能用“ 那”或“ 那个”，不能用“ 这“”。那”总是读

成ｎèｉ或ｎè，不读ｎà。

从表达上分析，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说话人心中认为所要说的事物（ 人，处所，东西等）是

确定的，听话人却不知其详，说话人一时又说不出准确的名称，如

（例 ２（４）２（６）２７）。这种“ 有定＋无定”的复合形式准确反映了说话

人的心理过程。

第二种，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对自己所说事物是明确的，只是自

己一时说不清事物的名称，如（例 ２（５）２（８）２（９）３１）。

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可以从下文显现出来，即，如果下文需要说

出那个具体名称，第一种情况应该是由说话人补充说出来，第二种

只能是由听话人补充说出来。但第二种情况实际上往往不必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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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从用法上看，三个形式虽然都是指称一种既确定又说不准的

东西，但在指称的确定程度上却有所差别。首先从引例里可以看

到“，那谁”和“ 那哪儿”都是指称确定的人或处所，而“ 那什么”既可

以指事物，如例（ ２８），还可以指性质（ 相当于形容词），如（例 ３０），

可以说确定程度比前两者低。也正因为如此，“ 那什么”的用法也

就比较广泛，有时甚至谈不上有多少指代作用，只是起一种语气作

用了，例如：

（ ３２）我说⋯⋯要⋯⋯那什么，干脆散了吧，咱这妈样，没一处降人的地

方，就⋯⋯甭浪费表情了。

（ ３“３）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

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

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

可真冷！”

这样看来“，那谁”和“ 那哪儿”都应该算作有定指代词，因为它

们不是指任何一个不确知的人和处所，而是有名有姓的确知对

象“。那”的定指作用限定了整个词的有定性“，谁“”哪儿”作为无

定指称词，其性质既不是泛指的，也不是任指和虚指的，只是相当

于一个代号。至于“ 那什么”，明确指事物时，与前二者相同，虚化

以后，则相当于一个语气词，但我们还是可以从“ 那”字身上隐约感

觉到说话人的一些定指意 也义，至少是指示自己下面想说的话。

正因为如此，这种用法的“ 那什么”也不可能出现在句末。

１１．３人家，人

吕叔湘先生《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描述了 人家”的基人称代“词

本发展脉络。吕先生指出“，人家”早期意义和用法跟“ 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或“ 别人”相当，中古以后“，人家”从泛指别人变成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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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别人里头的一个，相当于第三人称代词。同时，“ 人家”又可以用

来指自己。七十年代吕先生主编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又进一步指

出“ 人家”的泛指义和专指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与“ 自己”相对，后

者所指必见于上文。同时指出口语里“ 人家”可以省略说成“ 人”。

但句末的“ 人家”不能。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 人家”的泛指意义和专指意义之间的

界限是不是截然分明的？它的这两种意义跟它的指示、区别、替代

三种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既然专指的“ 人家”相当于第三人称

代词，为什么又可以用来指“ 我”或“ 你”？所谓“ 人家”的省略形式

“ 人”跟古汉语里与“ 己”相对的“ 人”是否具有同一性？

我们考察了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口语里“ 人家“”别人“”人”的用

法，试图对以上问题给予回答。

１１．３．１人 家

１１．３．１．１指代功能和确知程度

吕先生曾多次强调，指代词有指别和替代两种作用，１９９０年，

吕先生在《 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一文里又进一步指出，“ 指

代词有三种作用：指示、区别、替代。指示是根本，可以兼替代，可

以不兼替代。”我们首先从这三种作用出发考察“ 人家”的用法。

（ 一“）人家”用作指示

“ 人家”用作名词性成分的定语构成同位性偏正结构的时候，

“ 人家”具有指示作用。例如：

（ ３４）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刺激。

（ ３５）你看人家那儿，要什么就有什么。

吕先（生 １９９０ａ）在谈指代词的指示作用的时候，举了“ 这、那”用作

指示的例子（ 这间屋子住得下这么多人吗？）指出“ 这、那”用作指

示往往要伴以手势或其他条件，光用字音或字形不够。上面我们

所描写的现象表明，“ 人家”的同位性定语的位置使得它用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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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可以不伴随手势、眼神等非语言形式，纯语言形式本身已经

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 二“）人家”用作区别

“ 人家”用作区别的时候，话语中往往有一个跟“ 人家”对举的

“ 我”或“ 你，，。例如：

（ ３６）人家下班都往家赶，我最怕的就是回家。

（ ３７）人家上赶着拜师傅还来不及呢，你可倒好，得让师傅追着赶着的找

你。

这类用作区别的“ 人家”可以用“ 别人”替换，所指对象是除了对比

项“ 我”或“ 你”以外的其他人。

（ 三“）人家”用作替代

“ 人家”用作替代有下面几种情况。

“１ 人家”的所指对象存在于上文的语篇中，“ 人家”用作回指

前面提到过的事物。这类前面有先行词的称代现象可称作前照

应。例如：

（ ３８）给来参加会的人都发点纪念品，人家来参加会也是对你的支持嘛。

（ ３“９）您这儿的茉莉花茶怎么跟别处不一样？”

“ 您甭着急，不一样怎么着？”

“ 您这儿的一级比不上人家的二级。”

（例 ３８）的“ 人家”回指“ 来参加会的人”，（例 ３９）的“ 人家”回指“ 别

处”。

２．“ 人家”前面没有先行词，它的所指对象在下文中。这类称

代现象可称作后照应。例如：

（ ４０）人家早就明白了，韩丽婷、钱康、贾铃⋯⋯

以上１．２．两类“ 人家”的所指对象无论在前还是在后，都是在

语篇中可以找到的，是内指。而“ 人家”的所指对象有时在语篇中

找不到，对于它的意义理解依赖于语篇之外的客观环境或听话人

的一般知识，是外指，如３．４．两类。

３．“ 人家”前面和后面都不出现“ 人家”的所指对象，但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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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言谈的现场，即当前指。例如：

（ ４（１）说话人目送一对夫妻离去）

“ 人家两口子多好哇！”

“ 不恨人家了又？”

“ 恨人家干什么我。”

这类用例里，尽管话语里没有交代“ 人家”是谁，但参与说话的人可

以靠当时现场的情形推断“ 人家”的所指。

４．“ 人家”的所指对象在言谈中没有直接出现，也不存在于谈

话现场，但是是能够通过背景知识或逻辑关系推断得知的。例如：

（ ４２）他也是被抓进去的，身不由己，可能是人家觉得他像谁。

这一例里的“ 人家”指的是“ 抓他”的人。听话人可以通过逻辑关系

判断出“ 人家”的所指。只不过在说话人看来没有必要确切说出是

“ 某某人”，这个“ 某某人”在谈话里并不重要。

在我们收集到的用例里，“ 人家”用作指示的占１０％，用作区

别的占６％，用作替代的占８４％。从听话人的角度看，三者的确

知程度是不同的。用作区别的“ 人家”相当于“ 别人”，所指对象相

对宽泛，确知程度要低一些；用作指示的“ 人家”处在定语位置上，

“ 人家＋名词”的所指对象就是那个名词，这个“ 人家”只具有指示

作用。而同是用作替代，“ 人家”的确知程度也有不同的层级。其

中用作回指的“ 人家”确知程度最高，其次是用作当前指的，再次是

没有先行词的“ 人家”。其中（例 ４２）所代表的那一类“ 人家”，其所指

要靠听话人根据背景知识推断，它的确知程度最低。“ 人家”的确知

程度可以作如下表示，左侧的确知程度低，右侧的确知程度高：

区别＞替代｛外指（ 可推知的＞当前指）＞内指（ 后照应＞

前照应）

１１．３．１．２人称代词的多能性

同样一个形式“ 人家”，可以指他，可以指我，可以指你，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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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别人。以往的研究多半是摆出现象，很少说明不同指代的使用

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吕先生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指出“，人家”

指别人，大率是指你我以外的第三者。但也可以拿你作主体，指你

以外的别人，那么我也在内；有时候，意思就指的是‘我’（。”９２页）

这种“ 拿谁做主体”的思想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日本学者太田辰夫

把人称代词分作两个系统，一是表示在相对关系上直接存在于语

言运用场合的三身代词；二是不表示这种相对关系，只表示绝对关

系的词语。他认为，这种词语有三种，即自（称 如自己）、他（称 如人

家、别人、人），和统称（ 如大家伙）。也就是说“，人家、别人、人”这

类词最本质的概括意义是表示“ 他称”，跟三身代词分属不同的系

统。我们认为“。他称”这一本质属性是“ 人家”既可以指“ 他”，又

可以指“ 你”、指“ 我”的前提。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三个不同指

称方向的使用条件。

首先“，人家”无论是指“ 他”还是指“ 你”、指“ 我”，都仅仅限于

用作替代的场合“。人家”指“ 他”，即说话人、听话人之外的确定的

第三方，这类用例是最常见的，如（例 ４１）。这里着重讨论指“ 我”跟

指“ 你”的“ 人家”。

“ 人家”指“ 我”总是出现在对话语体里，它总是跟“ 你”对比、成

对出现。例如：

（ ４“３）你这是⋯⋯”

“ 人家手都快勒断了，还不快点儿接着。”

（ ４“４）我 ！”砸的我捡我扫我再买

“ 你干吗去？”

“ 人家拿苕帚去呀。”

这两例里头“，人家”是应接（ 如４３）或回答（ 如４４）上一句话的。

“ 人家”指的是应话或答话人自己。事实上，在“ 人家”所处的位置

上，即使“ 人家”不出现，变成空位，这个空位的所指也只可能理解

为应话人或答话人自己，不可能是其他人。由此看来，“ 人家”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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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象跟谈论的话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下面这一例，前后两

句之间没有问、答倾向，但是，由于话题明确“，人家”的所指对象也

随着确定下来。

⋯⋯不理你吧你闹，（ ４５）　“Ａ： 想献点儿殷勤又刨根问底。”

Ｂ“：人家是觉得有点儿怪嘛。”

在这个例子里，“ 不理你吧你闹”和“ 想献点儿殷勤又刨根问底”格

式相同“，闹”和“ 又刨根问底”说的都是“ 你”一一听话人“Ｂ，人家”

紧跟上句，所指只可能理解为听话人Ｂ。

上面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应话人在以自己为话题应接上

句的时候，主动变换了角色，以对方为出发点来称自己，所以才会

把“ 你”和“ 我”的对待关系变成了“ 你”跟“ 人家”的对待关系。下面

这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应话人的角色变换过程。

（ ４“６）理儿又跑到你那儿去了。”

“ 我也没说我对呀。哪回人家没跟你认错啊。”

事实上，这种角色变换是一种言语策略。（ ４６）里应接句的后半段

用“ 人家”比用前半段用“ 我”语气上要平和得多，显然，谈话以对方

为出发点（ 或叫做主体）比以“ 我”为出发点更容易让对方接受。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谈话的参与者只有甲、乙两人，而且谈论

的话题不涉及第三方，乙站在对方的角度说话，“ 人家”指甲以外的

人，这个人只可能是乙。反之亦然。因此“，人家”指“ 你”也是可以

理解的了。下面看一个“ 人家”指“ 你”的例（子 引自张炼强１９８２）：

⋯⋯刚才听得小弟弟说，你有了很好的太太，还有了可爱的孩子了，

像我这样一个游丝似的系在人间的人，何必再来破坏人家的幸福呢？

（ 田汉剧作选１２８页）

这句话的前半分部分是以“ 你”为话题的，但中间用了“ 像我这样

⋯⋯”把谈话的角度从“ 你”转到“ 我”，以“ 我”定位，从“ 我”这个出

发点接着往下说，跟“ 我”对待而言的“ 人家”，指的就是语境里跟

“ 我”相对的另一个人“ 你”。这个例子如果删去“ 像我这样一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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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似的系在人间的人“”，人家”指的就不再是“ 你”而是“ 我”了。

⋯⋯刚才听得小弟弟说，你有了很好的太太，还有了可爱的孩子

了，何必再来破坏人家的幸福呢？

这样改动以后，如果上文语境里出现 三方，过“ 你”“ 我”之外的第

“ 人家”则倾向于理解为指“ 他”。只有当语境里没有第三方出现的

时候，“ 人家”才指“ 我”。从这个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话题的定

位作用。在我们收集到的例句里，“ 人家”指“ 他”一一说话人和听

话人以外的一个确定的第三方，占９６％；指“ 我”——说话人自己，

——听话人，占０．３％；泛指别人，占０．７％。可占３％；指“ 你” 见，

指“ 他”是常规用法，指“ 我”和指“ 你”是变通的用法。听话人对“ 人

家”的指代对象的理解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语境里有无第三方

有 无

是否以对方为言谈主体

无 是 否

言谈现场有无第三方
有 无

“指 他”“指 他” “指 我” 指“泛“指 别人” 你”

“ 人家”无论是“指 他”还是“指 我”、“指 你”，都有一个言谈的主

体，“指 他”或泛“指 别人”是以参加谈话的人或言谈中涉及的某个

特定对象为言谈主体；“指 我”时是以听话人为言谈主体，“ 你”时指

是以说话人自己为言谈主体。“ 人家”的所指对象就是这个言谈主

体以外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 人家”在不同的语境里

表现出不同的指称方向，但它最本质的功能是他称。

１１．３．２人

吕叔湘先生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说“，人”“作 别人”讲跟

“ 己”相对，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样的 人”字的用法一直流传到现

语境里有无先行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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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是由于“ 己”字已经不单用了，常常说“ 自己”。因而跟“ 自

己”相对的也就不单说“ 人”而说“ 人家”，同时也有说“ 别人”的。

“ 人”和“ 人家”虽然共存并用，但是在专指别人里头的一个，当“ 他”

讲的时候“，人”不常见，常见的是“ 人家”《。 现代汉语八百词》里讲

“ 人家”的时候说“，口语中‘人家’可省说成‘人’，但句末的‘人家’

不能”。以上这些解释似乎可以图示如下：

近古代 代 现代

人 人 １人

双音化

人人家 家

省略

２人

这个图实际上糅合了我们的看法，因为在前人的论述里，没有明确

１把 ”和现代汉语里的“ 人”分作两个。下面，我们着重分析“ 人

“ 人２，，的功能差异。

１１．３．２．１“ 人”的虚化

１人根据《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描写“， ”在句子里可以做主语、

宾语（ 动词宾语、介词宾语）。跟“ 人家”相比，除了不能指“ 他”，

１“ 人 ”的意义还是比较实在的。但是，在当代北京话 １里，“ 人 ”却只

能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几种位置上。

（ 一）在表示被动意义的介词后面。例如：

（ ４７）女人要是叫人扣上这么顶帽子就完了。

（ ４３）你这个样子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生理上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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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示被动意义的介词后的“ 人”虽然还有“ 别人”的意思，但是语

义已经很虚了，几乎是跟它前面的介词一起表示被动意义，口语里

“ 被、叫、让”后头的“ 人”有时候干脆就被吞音吞掉了。（例 ４７）里的

“ 人”就可以说成自成音节的ｒ，或者干脆省去。

（ ４７＇）女人要是（叫 ｒ）扣上这么顶帽子就完了。

（ 二）在由“ 帮、陪”等动词构成的连动式里。例如：

（ ４９）你帮人办事也不能把什么都搭进去。

（ ５０）有个差事，陪人打牌，只能输不能赢，你爱去吗？

这类用例里的“ 人”也可以省去不说。如果说话人为了跟“ 自己”对

比而强调“ 他人”的话，一般用“ 别人”，并且加上对比重音，而不用

“ 人”。

（ 三）用在某些惯用语里头。例如：

（ ５１）据人分析，这家公司有可能破产。

（ ５２）听人说他也来了。

“ 据人分析”就是“ 据分析“”，听人说”就是“ 听说”。这类用例里头

的“ 人”一般不与“ 自己”或语境里的其他人作对比，所以不能换成

带对比重音的“ 别人”。

以上三类用例里的“ 人”不指语境里实际存在的实体，是无指

１” ，虽然语义上性成分。这个源于古代汉语的“ 人 它还可以分析作

是与“ 自己”相对，但它只表示“ 他人”这个概念，不能指示或称代

语境里的任何一方，语义负载微乎其微，即使被省略掉也不影响句

１义。这也就是 ”和 ２“ 人 ”我们区分“ 人 的原因。下文我们将讨论作

为指 ２代词的“ 人”，即“ 人 ”　　。

１１．３．２． ２２“ 人 ”跟“ 人家”

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吕叔湘先生“对 人家”和“ 人”作了细

致的描写，但没有提到“ 人家’”有省略形式“ 人”。较早讨论由“ 人

家”省略而来的“ 人”的是七十年代由吕先生主编的《 现代汉语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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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可见“，人家”可以省略“成 人”是较晚才有的语法现象。我们

对本世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考察以后证实，从“ 人

２”，仅仅是近一、二十年才广泛使家”省略而来“的 人”，“即 人 用开

来的。下面是我们对老（舍《 骆驼祥子》）、邓友（梅《 烟壶《》那五》）、

王朔小说、以及近一两年的录音 ２材料“里 人家”“跟 人 ”的使用频率

对比的结果。

老舍 王邓友梅 朔 录音材料

人家 人人 人家 人 人 人家人家

２０％１００ ０ ９４％％ ５１　％８０６％ ％ ４９％

老舍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话，也就是

赵元任先生的《 汉语口语语法》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语言。邓友梅

是中年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本世纪中页的北京话。王

朔小说反映的是八十年代前后的北京话。由于小说里有不少篇幅

是记叙、描写性的语言，为了准确反映口语里的使用情况，我们把

有声资料也作了对照统计。其中的谈话人都是四十岁左右或四十

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样可以和王朔小说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品进行

比 ２
”作为一个新起的形式，使用频率较。从这个表可以看出，“ 人

２”有直线上升的趋势，在口语里“ 人 几乎可以跟“ 人家”对等平分

了。

除了使用频率上升以外，“ 人２”的指代功能几乎“跟 人家”一致

起来了。跟“ 人家” ２ ”的主要功能是用作替代和指示，极一样“，人

少用作区别。其中用作替代的占５２％，用作指示的占４６％，用作

区别的占２％。

”用作（ 一“）人２
替代。例如：

（ ５３）别闹了别闹了，让宝康接着说。人这是正经事。

（ ５４）我吃饱了撑得瞎折腾啊。人晚上什么都没吃。煤气罐空了

（ ５“５）经我们调查，你们这儿经常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 那都几百年的事儿了！有个一差二错还不兴人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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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５３）里“ 人”指他，（例 ５（４）５５）里“ 人”指“ 我”。 ２另外“，人 ”用作替

代的时候，也可以替代语境里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彼此明了的一

个对象。例如：

（ ５６）我看着墙上挂着的菜刀、漏勺什么的，问刘美萍“，这是人就这样儿

还是你们布置的？”

在这个例子里，尽管没有先行词，但是因为“ 我”和刘美萍同在朋友

家的厨房里，此时说“ 人”指的就是厨房的主人，听话人和说话人之

间可以达成默契。

２（ 二）“ 人 ”用作指示，在句子里也是处于同位性定语的位置

上。例如：

（ ５７）人雷锋一破脸盆用九年，⋯⋯

（ ５８）下午三点，国子监，说了不见不散的。人那边儿，可诚心诚意。

（ ５９）人别处卖洗衣机搭两撮板，⋯⋯

（ ２三“）人 ”用作区别也往往带有对比项。例如：

（ ６０）人吃饭你吃饭，不见得个个儿吃完都打嗝儿。

（ ６“１）什么‘份儿’，甭学那小流氓的话！”

“ 人都这么说！”

（ ６０）“里 人”是“跟 你”对举“，人”指“ 你”以外的其他人（。６１）里的

对比项是“ 小流氓“”，人”的所指范围不包括“ 小流氓”。

“ 人２”跟“ 人家”在功能上有很强的一致性，而且几乎可以占

据“ 人家”所有的句法位置。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 人家”有了一个

２”呢？我们认为省略形“式 人 主要原因“是 人家”里的“ 家”信息量

的缩小。在早期白话作品里，“ 人家”跟“ 人”是有指代功能上的对

立的，即，“ 人”可以用作泛指但不能用作专指，用作专指的时候一

般要说“ 人家”。后来，用作泛指的“ 人”的功能渐渐被“ 别人”取代

了“，人”几乎失去了指代功能。这样“，人”跟“ 人家”之间泛指跟专

指的的对立也就失去意义。另一方面，“ 人家”的意义是以“ 人”字

为主体的“，家”是后来添上去的语缀，在现代北京话里“ 人家”里的

“ 家”也是说作轻声的。那么，在原来的“ 人”跟“ 人家”的对立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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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别人”跟“ 人家”的对立以后“，家”的有无就显得不那么至关重

要了。也就是 １说“，人 ”在指代系统里的价值降到了最低点。在句

法系统中也可以看到与此相呼应的情形。请看下表。

主语同位性定语　　领属性定语　　　　介词宾语　　　　　　　　动词宾语

被／叫／让把／对

２１”和专指“ 人 ”从上面这 在分布上只有个表可以看出，泛指“的 人

两个重合点，一个是作“ 被、叫、让”的宾语，一个是作动词的宾语。

但是 １”往往有一个对举项，如自己／我，，在具体语境里，泛指“的 人

２人你或他。而“ ”几乎都是用作回指前面体到过的一方。所以在

语境里不会产 １生理解错误。“ 人 ”用作宾语也是仅限于某些特定

的格式（里 见１１．３．２．１）。总之，泛指 １的“ 人 ”在指代系统里的价值

的跌落促使用作专指“的 人家”“里 家”的信息量随之缩小。这样一

来。一旦语境里要求句子简短，或者避免重复使“用 人家”的时候，

２“ 人 ”就完全取“代 人家”了。

“ 人→人家→人”的更替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缀 家”在唐

代以后由盛到衰的过程。在“ 谁家、我家、你家、他家”先后脱落了

后“缀 家”以后“，人家”后缀的脱落也是系统内部求同的必然。那

么，值得注意的“是 人→人家→人”的更替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循环，

其中古汉语里“的 人”，跟“由 人家”省略而来“的 人”，在系统中的价

值是极不相同的。

补 记

２人 的来历，即“，人家”省略“为 人”的过程，可能比我们的估计发生的还

要早《。 金瓶梅词话》里的有这样的例子“：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儿，人身上穿

恁单衣裳，就打恁一下（！ 了一鞋狗屎，”第四十八回“）昨日晚夕，人进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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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丫头赶狗，也嗔起来（。”第五十八回）这两例都是指“ 我”。成书于清末民

初的白话小说《 小额》里的也有同类例子“：伊爷那们大的岁数儿，你打了人家

俩嘴吧，你还把人推躺下，大伙儿劝着你，你还不答应，你要反哪，是怎么着？”

这例是指“ 他”。但是这毕竟是较为少见的现象，故而很少在书面作品里得到

体现，甚至于在老舍的代表作品里都很难得见到；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变

化却是较为普遍的，当代作品里较多用例也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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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指代范畴的语法化之二：

共时系统内的变异及其语法化倾向

指代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完全是由于功能因素使它区别于

其他词类的，吕叔湘先生对指代词的研究指出，指代词有三个重要

功能，指示、区别和替代。八十年代成书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已经

开始注意到，口语里个别指代词的用法已经超出了上述范围。而

我们对口语篇章的研究发现，指代词系统内部的变异在口语里是

大量存在的，表现为实无所指的非指代用法以及指示功能的转移

我们在上一章例举分析了三组代词的功能变异，本章将通过对指

代词共时系统变异的考察，揭示口语里指代系统一词多指，专指与

泛指同形，实有所指与实无所指同形的特点。指出共时平面上这

种功能的多样性是指代词系统内部语法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的表

现，不同指代词语法化程度上的差异与它们在生命度等级序列中

的地位存在着一种映射关系。

１２．１非指代化倾向

指代词一般总是有所称代，它称代的对象要么是说话现场实

际存在的，要么是前面语篇里已经出现过的，可以说，称代性是指

代词的核心功能。以往代词研究的视点主要集中在代词的辖域，

代词的回指功能，代词在语篇中对主题延续、事件延续等方面的作

用等等。以往的代词研究是以代词实有所指、实有所代为基本认

识的。对代词讨论较多的范畴是情景（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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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ｃｅ）、反（指ｃａｔａｐｈｏ回（指ａｎａｐｈｏｒｉｃ　ｒｅｆｅ ｒ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代词与先行词

ｎ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关（系 如：Ｑｕｉｒｋ１９８５等），以及代的互（指 ｃｏ 词回指与用

ＮＰ回指（ Ｆｏｘ１９８７等）。对汉语代词的研究除了上述几方面以外，

零形代词（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较多地为人注（意如：Ｌ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陈平１９８７ｅ；徐赳赳１９９０）。近年来对汉语代词的研究中，有

一些讨论已经注意到代词在某些语境里的意义变化，以及口语里

某一类代词指代意义上的模糊性（ 如：吕叔湘１９８５ｃ；徐丹１９８９）。

本章将以上述框架为起点，以口语语料为对象，讨论指代词的非指

代化变异。尽管这已逸出指代词的基本用法，但代词的非指代化

倾向，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虚化现象却值得特别重视。因为代词

的非指代化倾向不仅仅是代词系统内部的问题，而且已经影响到

句法方面。

１２．１．１实无所指

所谓“ 实无所指”是指代词没有确定的所指对象，它既不存在

于说话现场，也无法从上文或下文语篇里找到回指或反指的对象。

可以有这种用法的既有指示代“词 这”，也有三身代词里“的 他”和

“ 你”。我们的讨论先从“ 你”和“ 他”说起。

“ 你”

“ 你”在近代汉语里已经有了一些虚指用法，吕叔（湘 １９８５ｃ）举

了不少例子，但那时虚指的“ 你”字对前头的动词是很有依赖性的，

只“跟 任、凭、随、饶、管”等连用。说或写的时候仿佛以听话人为对

象，例“如 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１．２．３）。到了现代北京话里，

虚化的“ 你”就不受那么多局限了，它不必非得用在某些动词之后，

甚至可以直接用在句首。

赵元（任 １９６８）曾经列举了两个非称人“的 你”：这种问题啊，你

得想好久才想的出办法来呐。那小孩闹得叫你不能专心做事。

（ ７．１１．４）这些例子里“的 你”分析起来，说话人还是有一个心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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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虽然语义所指已经很虚，但是句子里的“ 你”不能删除，这类

“ 你”与近代汉语里虚指的“ 你”是一脉相承的。而以下这些当代北

京口语里的例子就已不完全可以概括在赵先生所述用法之内了：

（（１）你）一块也好，五块也好，给点儿钱就是个心意。

（（２）你）就说那些闹的小孩儿吧，实际上都特别好。

（（３）你）比如说那个有钱的吧，⋯⋯

（（４）你）像这老头儿老太太，那会儿都是趿拉着破鞋，绾着头发，⋯⋯

一方面也是以听话人或读者为心理对象，但从另一方面观察，“ 你”

的有无对句义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无所指

的“ 你”可以删除。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下面这种最为“ 出格”的

用法了：

（ ５）这现在呀，就是这样儿，你现在北京里头，他这个满族也还有不少人

家儿，⋯⋯

这一例里的“ 你现在北京里头”从结构上看“ 你”和“ 现在北京里头”

貌似同位结构，但“ 你”和“ 现在北京里头”语义上没有同指关系，与

一般所谓同位结构“ 你老张”等结构相同而内部语义关系完全不

同。无论怎么理解，“ 你”字也与实际的称代（ 包括虚拟的心理对

象）无关，完全可以删除。这是我们所见“ 你”字虚化最为彻底的一

种用例。有两个方面的力量促使这种无实指用法的产生，第一，

“ 你”在语境里经常用作指虚设的对象，这个虚设对象跟语境里的

任何实体都没有同指关系。第二，人称代词用作同位性偏正结构

的前项一般是体现其区别功能的，比如“ 我王大个儿一人做事一人

当，你们用不着害怕“。”我”指的就是“ 王大个儿“”；你老张头儿吃

了豹子胆啦，还敢跟人家厂长较劲儿“。”你”指的就是“ 老张头儿”。

这类作同位性偏正结构前项的代词，与单用的代词相比语义负载

已经很轻，即，指别意义强，替代意义弱。这样，一方面是“ 你”确有

虚设用（法“ 我”没有），另一方面是同位结构中“ 你”的弱化倾向，两

相结合，实无指所指的“ 你”的产生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这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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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指的用法实际是话语里设置虚设对象用法的延伸。

“ 他”

实有所指的“ 他”分指人、指物、指事三类“。他”主要是一个回

指代词，汉语里大量的用例是名词在先，用来指它的代词在后。相

反，先出现代词，然后再出现它所指的名词，这类反指现象是比较

少的。据统计，书面语里以这种方式引入名词的只占１０．５９％，多

半是起一种修辞作用，造成悬念（ 徐赳赳，１９９０）。据我们的考察，

口语里反指现象就更少，基本只限于句内反指，而且有严格的限

制。如果代词在前，名词成分所在的结构等级（ 即在树形图上的分

支等级）必须高于代词所在的结构。比如：

（ ６）　她认为王湘梅知道这件事（。她≠王湘梅）

（ ７）　你给他治好了偏头疼的那个人昨天又来了（。他＝那个人）

（例 ６）　“里 王湘梅知道这件事”是宾语小句“，王湘梅”作为宾语

小句的主语，在结构等级上低于句子主语“ 她”，所以“ 她”和“ 王湘

梅”不同指；（例 ７）里“ 他”处在定语小句里介词宾语的位置上，从

结构等级上看，低于句子主语“ 那个人“”，他”和“ 那个人”之间是同

指关系。

虚指的“ 他”吕先生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分三类，并认为近

代汉语产生的虚指的“ 他”是由指事的“ 他”引申而来的。这三类

是：一，多用作“ 与”或“ 给”的宾语，如“ 给他个闷睡”。二，是指人或

指物的“ 他”的扩展的结果，如“ 画他几枝”。三，与“ 他”指事的用法

不同，它所指的事物不在前头而在后头，空空洞洞无所称代。如：

“ 凭他甚么为难的事，你自说，我有主意”。这三类用法在现代口语

里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这类“ 他”的虚化程度低于下面将要讨论的

实无所指的“ 他”。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是另一类“ 他”，它没有先行词，但又不是反

指，也不属于上面所说的虚指。用这类“ 他”的句子往往是先说出

事情的一个方面，然后用“ 他”引出对另一方面的说明或申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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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虚指的“ 他”不同，这类“ 他”都不在宾位。例如：

（ ８）　四爷，您这可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我告诉您，他眼下这路

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

（ ９）　您瞧我这小辫儿不顺眼，他我还不顺心呢！

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实无所指的“ 你”相比较，可以看出：实无所指的

“ 你”往往用在深化一个话题，进一步引例说明的地方，而实无所指

的“ 他”的作用在于提出一个相反或相对的话题来。另一方面，

“ 他”与“ 你”不同还表现在“ 你”只能引导出一个实指性名词成分，

而“ 他”后面的成分则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如（例 （８）９），也可以是

动词性短语。例如：

（ １０）　我为什么不去？他不去自有不去的道理。

１２．１．２指 称标 记

用作指称标记的代词有两个，一个是上文分析的实无所指的

“ 他”，另一个是下文将详细说明的“ 这”。

“ 这”原本是指示代词，它后面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一般为定指

性成分。比如“ 这人我认识”，其中的“ 人”的所指对象是听说双方

共知的实体。但是，口语里还有另一种情形，比如：

（ １１）　这人怎么都这么坏啊！

这里的“ 人”并不指某一个实际存在的对象，是一个通指成分。而

用在句首的这个“ 这”的性质与定指成分前的“ 这”也不同。具有指

示功能的“ 这”换了“ 那”以后依旧是合法的句子，而实无所指的

“ 这”没有指示功能，因而这类“ 这”都不能替换成“ 那”。

（ １２）　那人我认识。

（ １３）　＊那人怎么都这么坏啊！

这类“ 这”如果用在一个陈述形式（ 比如动词或动词词组、小

句）之前，就使它后面的陈述形式带上了指称性质。加“ 这”是口语

里使谓词性成分具有自指意义的手段，这个“ 这”可以看作指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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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例如：

（ １４）　．．．．．．检查说我有肝炎，得让我歇。这是领导上的意图，这让我歇，

这是照顾嘛，是不是？

（ １５）这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是国家的政策，谁都得遵守。

把谓词性成分加上“ 这”使它具有指称性质，实际上是临摹作用的

结果。

２（ １６）哎 １我说，你为什么专爱租给学生 们呢？这学生 ，可没什么老实家

伙啊！

学 １生 用的已经不是“ 学生”作为实体的意义，而是“ 学生”作为某

一类人的概念意义。再把它作为话题重提的时候，用了“ 这”。如

果不“用 这”，学 ２的话题身份就不够明确。下面是不用“ 这”的例生

子：

（ １６＇）你为什么专爱租学生们呢？学生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啊！

（ １６＇）是老舍话剧《 茶馆》剧本里的句子，没有用“ 这”；而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在表演的时候把它变成了（ １６），加上了“ 这”。我们

把剧本跟录音材料对照起来看，这样的例子很常见，仅仅在《 茶馆》

第二幕里，原剧本没有“ 这”而演出录音里有“ 这”的就有１０例之

多。可见这加“ 这”的确是口语表达引入话题的重要手段。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给谓词性成分加上“ 这”有助于听者或读者把它理解

成一个具有指称性质的成分。“ 这”的使用加大了话题的可识别

度。

这类有特殊功能的“ 这”在语音上的特点是必须轻读。有些用

例单从字面上看有歧义，但是实际说出来的话总是单义的。比如：

（ １７）这两口子打架，你最好别去当那个劝架的。

“Ａ．这”重读：别人的事你可以管，这两口子的事你别往里掺合。

“Ｂ．这”轻读：其他的事你可以管，两口子打架这类事你别往里掺

合。

如果做直接成分分析，Ａ是“ 这两口子 打架”，Ｂ是“ 这 两口子打

架”。可以说，无论是ＶＰ还是ＮＶＰ，在加上轻声的“ 这”以后，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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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有陈述意义，而是泛指某一类行为。

１２．１．３小 结

综上所述，完全虚化而成为指称标记的代词只有“ 他”和“ 这”，

二者在以下三方面区别于一般人称代词“ 他”和指示代词“ 这”。

１）没有先行词（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无法从语篇里找到它的回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对象。无法被确ａｎａｐｈｏｒｉｃ 认为互参代（词 ｃ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

２）不指称谈话情景中的某个实体。

３）具有弱化的语音形态：

（他 实有所代）：只有在宾位有可能轻声，其他位置上不轻

声 。

（他 实无所代）：强制性轻声，附着于其后的音节。

（这 实有所指）：读ｚｈè／ｚｈèｉ。

（这实无指指）：读轻声ｚｈｅ，不能读ｚｈè／ｚｈèｉ　。

“ 他“”这”同作为指称标记，其后的句首成分有以下特点：

相同处：１）其后的成分有可能是ＮＰ，也有可能是ＶＰ。

２）无论其后的成分是ＮＰ还是ＶＰ，一般为上文中已

被确立了（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

ｆｉ不同处“：他”后的ＮＰ为特（指 ｓｐｅｃｉ ｃ）成分。

“ 这”后的ＮＰ为类指（ ｇｅｎｅｒｉｃ，也称作通指）成分。

１２．２指示域的扩展和转移

１２．２．１由指示演化为时态成分

“ 这儿“”那儿”本来是用在空间关系范畴的“，这儿”指称较近

的处所“，那儿”指称较远的处所。指称处所的“ 这儿“”那儿”对应

书面语里“的 这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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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这儿“”那儿”在口语里有一些用法是不能用“ 这里“”那里”

对应的，从指示空间范畴转作指示时间范畴。比如“ 这儿”可以指

示前这个较近的时间点，“ 那儿”可以指称比较久远的时间点，例

如：

（ １８）我告诉你唐先生，打那儿起，我可不再白送你茶喝！

（ １９）我三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差点儿没死了，由那儿，算是落下这病

根儿了。

近年来，北京话里“ 这儿“”那儿”衍生出了表时态的用法“，这

儿”表示进行，“ 那儿”表示某种状态在时间上的持续。例如：

（ ２０“）我们这儿研究工作呢。别老净把我们往坏处想。”

“ 是是，没说你们干别的，就知道你们是在工作。”

后一句用的表示进行的“ 在”正是前一句“ 这儿”表示进行意义的证

明。

（ ２１）没吃感冒通啊，也不知道怎么就那儿犯困。

介词“ 在”后头可以带表示时间的成分和表示处所的成分，《 现

代汉语八百词》就已经注意到“，‘在那里、在这里’等的处所意义有
， 。这类情形在北京口语时很不明显，主要表示‘正在进行 ” 里说

“ 这儿“”那儿”，而不用介词“ 在（ 跟、挨）”。例如：

（ ２２）她这儿唠唠叨叨，谁见着谁烦。

（ ２３）他一人儿那儿反省呢，反省一天也反省不出个什么来。

“ （在 跟、挨）”在北京话里主要是表示处所意义，表示时间意义的用

法是相当文的，除非特别强调，如（ ２０），一般不用。比如口语里不

说“ 他们在唱歌”而“说 他们唱歌呢”。所以，像《 八百词》里所说的

这种介词结构实际上容易产生指称处所理解的可能，北京话里不

用介词可以算是消除歧解的手段。

“ 这儿”“ 那儿”由只表示空间关系扩展到表时间关系是沿着两

个方向发展的。第一个方向是指示时间点，如（例 １（８）１９），这种用

法在老派北京话里已经有了，这类“ 这儿”“ 那儿”用在外位结构当

中，远离句子的核心动词，虽然在指示域上发生变化，但至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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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一个语法成分“。这儿“”那儿”发展的第二个方向是表示进行

和持续，如（例 ２０）（至 ２３）。这类用法尽管产生较晚，却比第一类用

于句首“的 这儿“”那儿”虚化的更彻底，不再用作指示，而变为一个

表示时态意义的成分“。这儿“”那儿”由指代功能扩展到时态功能

意味着部分指代词从章法功能向句法功能的扩展。

造“成 这儿“”那儿”演变为具有时态意义成分的动因是它在句

子里的位置，紧贴句子主要动词的位置比其他位置上更容易演变

成为具有语法意义的成分。例如在句首位置“的 这儿“”那儿”就没

有表示时间意义的用法。

（ ２４）这儿能睡五个人。

（ ２５）那儿你就别管了，全交给我吧。

这类情形在汉语虚词的发展中不乏其例。比如“ 在”就经历了

由动作动词到表示处所的介词，再到表示进行的时态成分的过程。

“ 将”由动作动词虚化为表示工具的介词，又发展成为表示将来时

的时态成分。

１２．２．２指示域的扩展

“ 这”的基本用法是指示较近的事物，“ 那”的基本用法是指示

较远的事物。而在口语里“ 这”和“ 那”的功能都已经不再局限在指

示或替代（ 参看１１．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这”和“ 那”都有表示程度的用法。例如：

（ ２６）也怪，３１５一建立，事儿这多，净咱学雷锋了，原来好像没这么多节

目 。

（ ２７）你那会儿一天给她打好儿次电话，一打就聊个没完，那腻！

吕叔湘先生《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说，指示性状的程度“ 通常用这么

和那么，但间或也有就用这和那的，往往有夸张的语气。这样用的

时候，这多于那。”举的例子有“ 叫的桂姨那甜“”他这懒懒的也不止

今日了”“ 亏你活了这大年纪”“ 怎么睡的这死呀”等。这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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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都可以替换成“ 这么”，指示的意味还是比较强的。而像例

（ ２６）（和 ２７）里的“ 这”和“ 那”都不能替换成“ 这么“”那么”，几乎是

一个纯粹的表示程度的副词。

（ ２８）瞧人家发财，这眼红的，恨不得把人给吃了。

（ ２９）那亲戚多的，简直就记不住谁是谁。

以致于用在名形兼类词前的时候能使这个词呈现出性质意义。例

如：

（ ３０）明明儿吵架哭了，大妈一进来，又装没事人。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擦的眼泪，那熟练那专业。

在语音上，这类表示程度的“ 这”“ 那”和具有指代作用的“ 这”

“ 那”是有区别的，表示程度的只能说ｚｈè／ｎà，而且要重读，不能说

成ｚｈｅｉ／ｎｅｉ。而做指代词用的“ 这”“ 那”一般说ｚｈèｉ／ｎèｉ。

（ 二）“ 这”在口语里由当前指的指事、指物而引申出指时间的

用法，多指“ 现在”。这类“ 这”一般说成ｚｈè，而不说ｚｈèｉ。例如：

（ ３１）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 ３２）这都下班了，你让我找谁去呀。

（ ３３）这都什么年代了，您给人家忆苦思甜谁听呀。

（ ３４）这都八十年代了，怎么还来父母包办那一套。

１２．３非指代化发展的诱因

１２．３．１语法化过程

我们知道，指代词实际是一个功能类。它与动词、名词、形容

词这些有实在词汇意义不同，它反映的是一种篇章关系，其所指实

体只能在篇章中得到确认。但是指代词又与典型的虚词不同，典

型的虚词，如介词、连词、语气词，它们即使在篇章中也没有相应的

所指实体，只有句法上的作用或篇章功能。因此，动态地看，指代

词的虚实程度是最容易变化的。实词虚化是我们熟知的，例如汉

语里大量的介词是从有实在意义的动词演化而来的，由实义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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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能词；虚词变成更虚的成分，比如词缀和曲折形态，也是语法

化。这一方面是词汇意义的衰减，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虚化；同时也

带来了新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因此我们倾向于使用语

法化这个术语。指代词内部不同小类之间的虚实程度不同（ 比如

指代程度的“ 这么、那么、怎么”比指代人、物的“ 你、我、他／它”要

虚），同一个词所表现出的不同用法，也表明它正处在语法化的动

态过程中。具体的表现就是，同一个词，它有比较实一点的实有所

指的用法，也有实无所指的虚的用法。

实际的用例中，有些则既可以理解为实有所指，也可以理解为

实无所指。例如：

（ ３５）我中学是教会学校。那个时候啊，学英文哪，那都是在高小就是外

不会、不会这 ３这外国人国人教，就跟现在似的，他１ ，他 ２ 个中文，他

就是说，他４就自己自然而然地就会了。

１实 ２ ３无所指其中他 ，他 回指外国人，他 作实无所指的可能性较大

，也可以理解为指外国人，他４理解作指外国人的可能性较大，也

可作实无所指理解。

在同一个人的谈话中指代词的用法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下

面是从我们的语料里捡出的例子，比较“ 他”的用法。

（ ３６）我们那时候儿学校可够乱的，正好赶上乱的那阵儿。你这教员差不

多 也没法儿管好像（。他谁也不爱管，他１ １：教员）

（ ３７）你经常踢球吗？

以前好，上学时候喜欢，上学时候，全让这给耽误了，要不然的话，

⋯⋯后尾儿上班儿以后吧，就没这时间了，你要是工作挺忙完了，

１⋯⋯我们单位没这个条件 地方比较小，工作时间，⋯⋯，因为他

他２这关键 （ １：他是工厂忙，关键就是这个，你得生产出东西来。 工

厂／０；他２：０）

（ ３８）那你们要是从学校跑出来是到天坛吗？

咳，哪儿都去，抱个球踢球去 那２ 阵１因为，他了，哪儿没准儿。他

３上课一般的也不讲，讲不了儿，他 什么课，你懂不懂，老师给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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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几句，你一 １：０；他人 ：０儿就做自习，净上这自习课了，⋯ ；（⋯ 他

３他：０）

在八十年代记录的本世纪初出生的北京人的言谈里，就已经

有大量的非实指用法的“ 他”，但是再往早推，就很难见到了。比

如，清末民初北京白话小说《 小额》就没有发现这样的用例。

《 近代汉语指代词》里描述的“ 他”的用法与我们看到的现代北

京话“ 他”的用法的比较：从来源上说“ 他”指物的用法比指人的用

法后起“。他”指物差不多全是回指性的，当前指用“ （这 个）”或“ 那

（ 个）”。指事的“ 他”从来不用作主语，那是“ 这“”那”的事儿。

这种“ 一解→歧解→一解”是成分虚化大多要经历的过程。

从成分的意义上看，虚化的成分在意义上都经历了“ 具体→

抽象”的过程。比如在口语里“ 那”在口语里可以表示推衍关系，或

引进表后果的小句，在句与句之间起连接作用，与书面语里的“ 那

么”相当。例如：

（ ３９）怎么，你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

（ ４“０）天气预报说这场雨得下一个三四天呢“。”那咱们管片儿的危房可

得多留点儿神，千万别出事。”

这类“ 那”显然是由句首用作复指的代词“ 那”虚化而来的。一个最

明显的对比是，句首用作复指的“ 这”的功能仅仅发展的可以复指

上文全句（ 只限于复指某一成分），但是没有进而成为连词。

（ ４“１）一个机器人，你也打主意，真让人看不上。”

“ 这你真把我想俗了。”

口语里为了 “ 那”和连词的“ 那”，凡是连词“ 那”一区别代词的

般说成ｎà，而不说ｎèｉ　。

１２．３．２虚化程度及认知上的依据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三身指代词不仅从原有的实有所

指的用法里衍生出了虚 在指用法，还衍生出了实无所指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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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虚化过程中“ 我”最为保守，基本上没有超出指人的范畴。

“ 你“”他”由于产生产了实无所指的用法，它们的关涉对象从原来

指人的范畴扩展到了与人无关的范畴。其中“ 你”仅仅与名词事项

相关，“而 他”既可以与名词事项相关，也可以与一个命题相关。因

此，从三身代词由实到虚的演化程度可以归结为：

我＞你＞他

说话人自己是最为核心的指人成分，离自我中心越远，虚化程度越

高，指人程度渐低，意义也越空灵。

与三身代词相应的是指示代词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这儿”

“ 那儿”原本都是指代处所的，此后产生了指某一时间点的用法，进

而衍生了表示持续的时态意义。语义范畴从三维空间扩展到一维

的时间。

“ 这“”那”虽然都产生了指示程度的用法，但在其他方面也表

现出发展的不同步。“ 这”由指事的的用法衍生出了引导话题的用

法，成为指称标志。但从认知域上说，它仍是在与名词有关的范畴

之内。“而 那”却可以表示推衍关系，有了连词用法，从原来的仅与

名词有关发展到与分句有关，由物质空间扩展到逻辑空间。虽然

“ 这“”那”都有在句首复指前文的功能，“但 这”没有产生连词用法。

如果“对 这“”那”的虚化程度作个比较的化“，那”的虚化程度要高

于“ 这”。即：

这＞那

无论是三身指代词还是指示代词，它们的虚化程度的高低与

它们在生命度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有一致关系。Ｃ ｒｉｅ和Ｆｏｌｅｙ　＆ｏｍ

Ｖａｌｉｎ等人通过对多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从人的认知角度对名词性

成分的生命度等级作了如下概括，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等级由高

到低表现为：

说话人／受话人＞第三人称代词＞指人专有名词＞指人

一般名词＞其他有生名词＞非生物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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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指代词＞远指代词

我们看到，易于产生虚化变异的成分是那些生命度较低的成

分，反过来说，一个成分的生命度越高就越保守。

但是在细节上稍有不同。汉语里，第一、二人称代词同为言谈

的参与者，他们的这一共性不那么明显，三身代词之间，言谈的参

与者与非参与者的对比不显著。而更多地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

逐层离散的格局。

１２．４结 语

本章讨论了口语指代系统内的种种变异虚化现象，需要指出

的是，北京话里这些还不太为人注意的现象背后蕴含的一些实质

性规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与语言内部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的。比“如 这”，它本来是用于名物范畴的成分，北京话里把它加在

动词性成分上，使这个动词性成分具有指称意义，这种手段在其他

方言里也可以看到。例如，广东开平话里要使一个谓词性成分具

有指称意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谓词性成分上加一个本应属于

名物范畴的量词“ 个（”参看余蔼芹，１９９５）。如果拿北京话里的这

“类 这”的用法跟英语里的ｔｈｉｓ／ｔｈｅ作个对照，也可以看出其中相似

之处。英语里的定冠词ｔｈｅ是由指代词ｔｈｉｓ虚化而来的。ｔｈｉｓ是

用来限定名词的，从ｔｈｉｓ虚化而来的ｔｈｅ的核心用法也是放在名词

的前面。而在现代英语里，ｔｈｅ除了这一核心用法以外，还有一种

用法，就是把ｔｈｅ；放在形容词前，使谓词性成分具有指称性，指某

一类（人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ｏｌｄ　ｎｅｅｄ　ａ　ｇｒｅｅ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英语里由

ｔｈｅ　＋　ａｄ．ｊ．构成类指、而不指某一个具体的个体的用法，与北京话弱

读的“ 这”加谓词构成的类指用法采用的是同一途径。不同仅在

于，英语里由ｔｈｅ　＋　ａｄｊ．构成的类指是语义转指的手（段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ｏｌ“ｄ老人”指作为一类人的群体，不指某一个人）；北京话里由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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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构成的类指是语义上自指的手（段“ 这拍领导可有讲究”里

“ 拍领导”是泛指这一类行为）。再比如“ 这儿、那儿”，原本是表示

处所的指代词，老派的北京话里已经有了表示时点的意义，在新派

北京话里则有了表示持续的时态意义。在共时系统中，三种意义

并存。从表示处所到表示时点是概念的转移；从表示一个具体的

时间点到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是概念意义的虚化。这

种由处所概念范畴向时间概念范畴的转移的现象在很多语言里都

有表现。比如英语里ａｔ既可以用作表示处所（ ａｔｈｏｍｅ）又可以用

来表示时（间ａｔ 字　１２　ｏ＇ｃｌｏｃｋ　）。而ｔｈｅｒｅ 首既“有 彼地”的意思，又有

“ 那时”的意（思 ｔｈｅｒｅａｔ在那地方／在那个时候；ｔｈｅｒｅａｗａｙ在那个区

域／在那个时间）。汉语共时系统“里 在”有表示存在的实义动词的

用法（ 东西还在），也有意义较虚的表示处所的用法（ 在床上看书）

和表示持续的更虚的用法（ 人民在遭受磨难）。这种共时系统中表

现出来的差异正是历时演变的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北京口

语里处所成“分 这儿、那儿”的种种用法，我们对其中的共时差异的

理解就会具有一个历史的眼光。

指代词是一个功能类，功能上的多样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把

它们分立成两个或更多的同形词。但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词的分

合问题，而是尝试用动态的、历时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共时系统中的

变异，研究变异不仅仅满足于对现象的刻画和描写，更进一步探究

变异产生的原因和途径以及认知上的依据，以使用法研究在具体

描写之上更具有前瞻性。本章描述的有些变异用法尽管还仅仅是

口语语体中特有的现（象 比“如 这儿“”那儿”表持续的语法意义），

有的属于篇章语用手段而不是强制性的句法规（则 “如 他“”这”作

为指称标记引出话题成分），但是，发现并研究这些现象的价值在

于，它们既属 ，又属于未来。因为现实的语法规则无不产生于现实

于历史上的语用规则，而今天的章法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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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词类功能与句法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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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有指与无指：领属结构的分析

１３．１关于领属性定语

现代汉语里 １“由 ２Ｎ ”构成的偏正结构，其间的语义关＋的＋Ｎ

系是什么样的，各家说法大同小异。比如朱德熙（ １９８２）归纳出Ｎ１

对于Ｎ２的意义类别 ｜孩子的衣服），表主要有：表领属（ 我们的学校

｜塑 的质（料 木头的房子 料 口袋），表时（间 昨天的报），表处（所 北

京的天气），表性（质 珂罗版的 ｜电子管的收音机｜黄头发的孩书

子），表同（位 我的眼镜）。另外还有三类“ 准定语（”：Ａ）张三的原

告，李四的被告（，Ｂ）他的篮球打得好（，Ｃ）我来帮你的忙。朱先生

对这三类的解释是：“ 这些定语都是由指人的名词或人称代词组成

的，按说应该表示领属关系，可是（ Ａ（）　Ｂ（）　Ｃ）里头的‘我的’‘你

的’‘他的’都不表示领属关系。”

这种分类有一定的随意性，正如赵元（任 １９６８）所说“：这些分

项既不能包举一切，也不是互相排斥［即，有交叉］”。朱先生本人

在另一篇著（作 １９８０）里也曾指“出 小熊猫的杯子｜大地主的父亲｜

诗人的风度”等结构是有歧义的，即都可以有领属义的一种理解，

也可以有领属意义以外的其他意义的理解。

吕叔湘（ １９７６）的分类较为概括，并总结出不同语义类别在句

法上的不同变换形式，令人信服。吕先生的分类是：

１．领属性的：中国人民的志气，相对应的是“ 有”字句：中国人

民有志气；

２．描写性 ｜十二岁的孩子，相对应的是名词的：竹壳的热水瓶

谓语句或“ 是⋯句”：这孩子十二岁｜热水瓶是竹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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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同位性的 ｜我的：学习雷锋的好榜样｜人民战士的光荣称号

小组长当了半年了，对应的“是 是”字句：雷锋是好榜样。

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处理典型的领属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时，

观点是大致相同的，而对朱先生称“为 准定语”及吕先生称“为 同位

性定语”的那些例子，都不当做典型的领属成分看待，只承认其结

构形式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实际语义却不表示领属。 这个现象值

得探讨，因为它不仅仅是个如何归类的问题，它涉及对汉语中领属

意义的理解问题。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１ ２一是，这 的 Ｎ”结构里是否具有领属些 意义？意义特 如果别的“ Ｎ

有，该怎样理解和分析其语义构成？二是，既然“ 他的篮球“”鲁迅

的书”这样的结构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末该如何

１ ２对 的 Ｎ“ Ｎ ”结构的不同语义做出语用角度的解释？

１３．２“ 我来帮你的忙”

这一节我们讨论“ 我来帮你的忙”一类的例子。先举些例子

看：

（ １）小心别吃了他的亏。

（ ２）我可没心肠儿捣他的乱去。

（ ３）你那些狐朋狗友告我的状了？

（ ４）你们是在盯我的梢儿。

（ ５）去吧，别扫大家的兴。

（ ６）好好儿的吃起不相干的人的醋来了。

２２”，其中Ｖ和１
Ｎ＋的＋Ｎ这些例子共同的结构形式是“ Ｖ＋Ｎ

２原是动宾式的复合词，这里分裂成两个成分 １是 Ｖ＋ Ｎ，语义上Ｎ

的受事。

这种结构里的 ２“ Ｎ的 Ｎ”不易按一般领属结构解释，困难有两

个：一是语法上的困难，不成词的 ２Ｎ难以解释成句法成分；二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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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困难，２Ｎ的意义不易说明。

这两点都不是不能解决的。从语 ２在法上说，这些例子里的Ｎ

词汇平面上不成词，但在句法平面上却无妨是个句法成分，这就是

吕叔湘先生曾论述过“的 临时单音词”现象，静态地看，它往往是粘

着语素，放在一定的句法结构里，却是个独立的句法单位。因此我

２们有理由把Ｎ当做一个自足的成分看待，也就 １的有理由把“ Ｎ

Ｎ２”当做一个偏正结构 １看成Ｖ的宾语，而不把Ｎ看作插入成分。

从语义 ２既是一个独立的句法成分，也就应该有独上说，Ｎ 立

２１ Ｎ”里的语义分配的语 的义 ：Ｖ负 ＋载。我们是这样理解“ ＶＮ 的

２Ｎ原是一个复合词，其中语素Ｖ的意义在句子里仍由动词Ｖ来负

２作为 １ ２担， 宾语的核心部分，就应该有一定的事物义，ＮＮ 是 Ｎ的

２领有 １的 Ｎ”，是Ｖ的受事者“ 。，Ｎ

２的事物义，我们理解为它在这个句法结构关 于 Ｎ 里所负担的

一种抽象的属性义，即Ｖ所关联的一种抽象的事物（ 也可以是属

性或状态）。如“ 吃他所亏“”，亏”即“ 亏折“”，捣他的乱“”，乱”即

“ 秩序“”，帮你的忙“”，忙”即“ 忙乱的局面“”，告我的状“”，状”即

“ 状况“”，盯我的梢“”，梢”即“ 踪迹“”，吃他的醋“”，醋”即“ 嫉妒的

情绪”，等等。至于“ 生他的气“”挑恭维话的碴儿“”顺你的眼“”扫

大家的兴”等 ２等，其中的Ｎ的意义更容易理解。

２解决了这两 Ｎ的１ Ｎ”认定为领属个问 结题 构恐，本节所 怕论“

了是不成问题 。

１３．３“ 他的老师当得好”

｜他的老下面我们着重探讨“ 他的篮球打得好 师当得好”一类

格式。这一节先考察其结构形式及语义构成条件，下一节再对其

中的领属意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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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

２１许多有关论述 的都 Ｎ已 ＶＰ”的格式，其指出，这种形式为“ Ｎ

１ ２ＶＮＶＰ”，即“ 他的篮球打得好”＝“ 他打篮球打得语义相当于“ Ｎ

好“”，他的老师当得好”＝“ 他当老师当得好”，但这只是全句意义

上的相当，并不代表句中语义分配的完全对应，也不代表结构上的

相当。从结构上看“，他打篮球打得好”应该切分成“ 他｜打篮球打

得好”，而“ 他的篮球打得好”却不能切分“成 他｜的篮球打得好”。

“在 他打篮球打得好”里“，打得好”是“对 打篮球”的说明，二者互为

直接成分，而“在 他的篮球打得好”里“，打得好”是“对 他的篮球”的

说明，二者互为直接成分，至“于 他的篮球”语义上是否等同“于 他

打篮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 我考我的学，他打他的球”

“ 他当他的老师，我跑我的买卖”这样的说法可以证明“ 他的篮球”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句法单位。这种结构分析的结果为我们进一

２１的步 Ｎ分析“ Ｎ ”内部语义构成提供了基础。

１２．３．２

“ Ｎ的 ２ＮＶＰ”’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但其构成的确有一个

语义上的先决条件，即 ２Ｖ与Ｎ之间有动宾语义关系。这里我们要

考察的是，是不是所有的动宾组合都可以转换成这种说法。

首先我们发现，必须是具有支配关系的动宾组合才有可能转

换。所谓支配关系，是指宾语跟动词的意义密不可分，它直接参与

动词所指的动作、过程或状态并受动词的支配和制约，一般来说，

宾语是可以从动词的含义推导出来的；而那些宾语和动词没有直

非支配关系的宾语类型汉接关系的情况则为非支配关系， 语里

常见的有数量宾语、间接宾语、处所宾语和时间宾语等，这样的动

２宾组 １的 Ｎ合都不能转换成“ Ｎ ＶＰ”的说法，如：

他的三天等下来，仍然没（ ７）　等了三天仍然没回音→ 回音

他的两趟跑回来还是没（ ８）　跑了两趟还是没有进展→ 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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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他住南城住了二十多年了→他的南城住了二十多年了

＊（ １０）　他休星期天休腻了→他的星期天休腻了

但是这几种宾语还有不同，数量宾语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领

属成分组合，而处所和时间宾语则可以前边加上领有形式充当宾

语（ 虽然不能作主语）：

（ １１）　他住他的南城，我住我的北城，谁也碍不着谁。

（ １２）　想改休星期六没批准，他只好接着休他的星期天。

这说明，这种由动宾组合转换来的领属结构作主语比作宾语更受

限制。

有支配关系的动宾组合，转换成领属结构比较容易，但仍表现

出作宾语比作主语更自由的倾向：

（ １３）他吃他的饭（ 受事）他的饭吃了两个钟头

（ １４）　他看他的小（说 受事）他的小说看不完

（ １５）　他擦他的桌（子 受事）他的桌子擦完了

（ １６）他喝他的大碗（ 工具）＊他的大碗喝不够

（ １７）他唱他的青衣（ 方式）他的青衣唱得有味儿

（ １８）　他画他的工（笔 方式）他的工笔画得最好

（ １９）　他盖他的房（子 结果）他的房子盖了半年

的 Ｎ２”结构都是有歧义的，至少事 包实上，每个“ Ｎ１ 含有一般

２ ２的 Ｖ领 的属义和特殊的领属 Ｎ义（ Ｐ” 里
１

Ｖ即在 Ｎ有支“ 配Ｎ 关系

者），产生歧义的原因我们将在§１２．５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当宾

２１的 Ｎ语 ＶＰ为施事的动宾组合转 ”，时，歧义事实上合而为换成“ Ｎ

一 了 ：

（ ２０）他前年死了父亲→他的父亲前年死了

（ ２１）他家里早早儿就来了客人→他家里的客人来得早

（ ２２）他坏了两颗牙→他的两颗牙坏了／他的牙坏了两颗

１２．３．３

２动宾组合具有 １的 Ｎ支配关系 ＶＰ”的，也并非都能转换成“ 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8

的说法，还有其他语义因素的制约。

１ ２我们发现，在 的 Ｎ常见的“ Ｎ ＶＰ”格式里有很大一部分是Ｖ

２Ｎ之间有表称关系的，但是不是所有（ 或大部分）表称宾和 语都能

换说呢？看下面的例子：

？（ ２３）他的老师当得好 他的学生当得好

？他的（ ２４）他的司令干了快两年了 士兵（干 当）了两年了

？（ ２５）他的主 他的来宾做得很出色持人做得很出色
？他的（ ２６）他的播音员当得很称职 听众当得很称职

这里反映出一种倾向，即表称成分代表相对少数，或比较个别

的身分时，容易造成这种说法，相对多数的一般身分则不太容易有

这种说法，而采取其他说法，如：

（ ２７）新兵来队，应趁其立足未稳，一家伙控制住他，把所有情况都搞清

楚，等他兵当油了，你就镇不住他了（。朱苏进《 炮群》）

２究其原因，还在于 １的 Ｎ“ Ｎ ”格式的基本语义是表领属，即Ｎ

２领 有 Ｎ。一般来说，“ 老师、司令、主持人、播音员”是相对于“ 学

生、士兵、来宾、听众”的上级身分，前者是领有者，后者是被领有

者，因此“ 他的学生“”他的听众”占优势的语义理解是“ 学生、听众”

为被领有者，而不是“ 他当学生”“ 他当听众”； 相反地“，他的老

师”“ 他的主持人”等则理解为表称意义的可能性相对大些。越是

不易于理解成被领有者的，越容易进入这种格式，如“ 他的主待

人、播音员、司仪、原告、裁判员”等等。

１３．４广义的领有意义

２１ ２需要做出解 的 １和释 ＮＮ 之的是“ 间的Ｎ 语Ｖ 义Ｐ” 关里Ｎ 系

那么，是不是领属性的，前人对此的态度是否定的， 不是领属意

义又是什么意义呢？无法说明。

我们把典型的领属意义称为Ａ义，把另一种意义称为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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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Ｎ ２的 Ｎ”在不同的语境里表现出不同的意义：

Ａ义：他的老师教得好他的老师＝教他课的老师

他的篮球比我的好他的篮球＝他所有的篮球

Ｂ义：他的老师当得好他的老师＝他当老师

他的篮球打得好他的篮球＝他打篮球
”

２§　１２．３．１的结构 １的 Ｎ是被ＶＰ陈分析结果表明，Ｂ义的“ Ｎ

述的成分，作为偏正结构核 ２心的Ｎ的名词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

２还可以从“ 老师当得好”“ 篮球打得好”一类说法里得到证明。Ｎ

１的”显然不是描写性定语，说成同位性的前边的“ Ｎ 也不好理解，

只能解释为领属性的。

这种领属 ２意义与Ａ义里所体现出的不同。Ａ义里的Ｎ 指 的

２是具体的人或事 Ｎ物，Ｂ义里 不指具体的人或事物，只表示该的

名词的抽象意义“。老师、司令、主持人、播音员”只代表一种身分，

１“ 他的老师”只表“示 他”具有“ 老师”这样一种身分，是Ｎ对身分的

领有“；他的篮球打得好“”，篮球”只是“ 打”这一行为所联系的事

物“，篮球”并不一定“是 他”个人的财产，却必须“是 打篮球”这一行

为里具有的，因此，也应该理解“为 他，，“对 篮球”的广义的领有“，他

“ 他的歌唱得好’ 的电视看上没够”都可以这样理解。

１２．５无指性解释

１ ２我们“说 他的 的 Ｎ老师当得好“”他的篮球打得好”里“ Ｎ ”仍

然表示领属意义，但应该作较为宽泛的理解，这就牵涉到该如何认

识领属意义的问题。

领属意义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也可以有广义的理解。对领属

意义最严格的定义如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见廖秋忠１９９１），他描写出典型

的领属意义的八种基本特征：１）领有者是个特指的人；２）被领有者

是某个／群特指的具体东西；３）领有关系是排他的；４）领有者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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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被领有的东西；其他人只有在得到领有者的允许才能使用它；

５）领有者对被领有者的权利是通过交易、赠予或继承而得来的。

这个权利一直延续到下次交易、赠予或继承行为为止；６）领有者对

被领有者负有责任；７）领有者对被领有者行使权利时，两者不需在

空间上邻近；８）领有关系是长期的，以年月来计而不以分秒来计。

这些特征典型地反映了人类语言领属结构的认知基础Ｔａｙｌｏｒ

的这八条特征为我们认识汉语里狭义和广义的领属结构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参照。

对领属意义作宽泛理解可以宽泛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所见到

的著述里，廖秋（忠 １９８６）所论甚详，他说：

汉语语流中两个名词性成分，Ａ和Ｂ有时存在着这样的

语义关系： Ａ的一个部件／部分、一个方面／属性，或为Ｂ或为

与Ａ经常共现的实体、状态或事件，Ａ为Ｂ提供了进一步分

解Ａ或联想到Ｂ的认知框架。

这个解释里，被领有者可以具体到部件，也可以抽象到属性，

廖先生的这种规定是出于篇章角度的考虑。本文所分析的“ 他的

篮球打得好”等句式里的特殊领属义是语境造成的，尤其是“ 他的

小说看不完”这样的歧义结构，更要依靠篇章语境来辨识，因此，我

们对领属结构的语义理解必须从语用角度出发。

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和无（指章分析中的一对指称概念— ｎｏｎ－—有（指

２ｒ １的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是我们 ＶＰ”认识狭义／广义领属意义以及分“化 ＮＮ

结构歧义的一把钥匙。无指名词性成分只表示该名词的抽象属

性，而不指称语境中具有这种属性的具体的人或事物，我们无法把

该名词同语境中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物等同起来，反之就是有指的。

简而言之，无指指的是词的内涵，有指指的是词的外延。

辨认一个名词性成分有指还是无指最重要的是靠语境，而不

有指成分和无指成分可以用完全是靠词汇形式， 相同的词汇形

式来表现，看下面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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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爸，您这会说这话，当初是谁最反对我姐夫当我姐夫来着（？王海

鸰、王朔《 爱你没商量》）

如果我们更换其中个别词语的话：

（ ２９）　是谁最反对我姐夫当兵来着？

（ ３０）　是谁最反对高强当我姐夫来着？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 我姐夫”是有指的，第二个是无指的。

第一个“ 我姐夫”在说话人心目中就是那个已经做了他姐姐的丈夫

的那个人，第二个“ 我姐夫”仅仅指的是他姐姐的丈夫这个身分。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 ３１）　不是我说你方波，难怪周华跟你生气。你这个未婚夫当得也太不

称职了，一件首饰也不给周华买，那么漂亮一脖子，冬天夏天都光

秃秃的（。同上）

如果离开上下文语境，“ 你这个未婚夫当得也太不称职了”这句话

是有歧义的：如果听话人是个男的，说话人说的“ 未婚夫”就是无指

（的 身分义），如果听话人是个女的，说话人说的“ 未婚夫”就是有指

的（ 指一个具体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区分“ 有指／无指”这两种意义的语境至少有三

种：一是上下文语境，如“ 他的老师当得好／他的老师教得好”是下

文语境“ 当得好／教得好”提供了辨识依据；第二种是说话现场语

境，如例（ ３１），有指还是无指取决于听话人的身分；第三种是听说

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如例（ ２８）是因为听说双方都明白“ 我姐夫”

的所指对象。

我们认为，语境因素所区分出的不同语义是词语的语用义，一

个静态的词语（ 如：老师，篮球）或静态的结（构 如：他的老师，他的

篮球）不具备有指／无指这样的意义区别。本文开头引述朱德熙

先生对“ 准定语”的解释，说这种结构“ 按说应该表示领属关系，

⋯⋯可是⋯⋯都不表示领属关系。”本文试图说明，朱先生所一贯

‘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主张的． 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并不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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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结构的不同意义而遇到困难，有指／无指是语用意义，领有／从属

是语法意义，领属结构表示的语法意义就是领属关系，不管所领有

的是具体的事物还是抽象的属性。领属意义是领属结构作为一个

静态单位所固有的，而静态单位放到动态的使用环境中所产生的

语用意义是临时的，决定于说话人的说话意图和听说双方的认知

背景，语用意义未必都有形式上的验证。

附 注

①赵元（任 １９６８）、吕叔（湘 １９６５）也有相同观点的论述。

２ 包 ２含这样这并不是说Ｎ的 的临语素义里 的就 意义，我们只是强调Ｎ

时单音词属性，形式上的临时词，意义上也有相对应的临时结构意义。

③见廖秋（忠 １９８４）。

④前面所举部分受事宾语和工具宾语的例子（ 他的桌子，他的大碗）也

同样因为以理解为狭义领有为优势语义而难于成立。

⑤如吕叔（湘 １９６５），赵元（任 １９６８），朱德（熙 １９８２），萧国（政 １９８６）都认为

不表示领属意义。

萧 ２具有动性国（政 １９８６）认为 。Ｎ

２Ｎ 为解释成同位关系在 受为表称时讲得通，而Ｎ （事 如：篮球）时就

１不 ２能 说 Ｎ和 Ｎ是同位性关系了。

见陈（平 １９８７）和廖秋（忠 １９８６）。

陈平（ １９８７）曾经列出了无指成分的一些词汇表现形式，并认为专有

量词＋名词”不能表示无指成分，这恐怕不是绝对名词“和 这／那＋ 的，如“ 赵

燕侠的阿庆嫂比这强”（ 见吕叔湘１９６５）“ 你这个未婚夫当得也太不称职了”

都是无指的形式。此外，（ 见下文例３１） 陈文还认为无指成分一般不能作主

语，本文的大量例证可以看作是无指主语的代表类型。

朱德（熙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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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空间和时间：

词类的认知基础与功能游移

１４．１从名词活用现象说起

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

二者在功能分布上有一系列明显的对立。名词一般不能用在动词

经常出现的语法位置上，反之亦然。凡不符合这一情况的，人们习

惯称之为“ 词类活用”。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自陈承泽以降论者

颇多，现代汉语的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描写（ 均见参考文献）。我们

认为，词类活用是人类语言中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透过活用

现象的分析，可以揭示词类范畴的认知基础“。词类活用”，这一名

目的界限显然不太容易把握，也就是说“ 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

类→同形词”这个过程显然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如蔡镜浩

（ １９８５）就曾讨论过上古汉语的衣、冠、雨、枕、妻事实上都有两个读

音，应看作是不同的词，而（肘《 左传·成公二年》：从左右，皆肘之）、

（手《 公羊传·庄公十三年》：曹子手剑而从之）、（刃《 史记》：左右欲

刃相如）等词才是真正的词类活用；其实现代汉语里哪些是活用

哪些是兼类也不太容易分清。我们先看下面几个例子：

（ １）　有事你就言语一声。

（ ２）　先把饮料给冰上。

（ ３）　怎么不说话，都哑巴啦？

（ ４）　你越劝，娘不越伤心吗？哑巴着点儿，过了这一阵就好了（。引自吕

１９８９）

（ ５）　 ／官僚主义咱们不能主观主义／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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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老舍《： 骆驼祥子》）

（ ７）　对，是这意思。让他们影绰着，我这儿灯打给谁，谁就给我活起来。

唱呵，跳呵都看他。唱完，灯灭，你再给我剪影着（。王朔《： 懵然无

知》）

（ ８）　搭理他呢，让他自己嘴上快感去（。王朔《： 永失我爱》）

以上说法可接受程度明显不同，其中（ １）（ ２）《 现代汉语词典）

都为名词用法和动词用法分别立了义项（，（３）４《） 现代汉语词典补

编》补充了动词用法 —（ ８）词典里未标动词用法；从语感上的（；５）

可接受程度来说（，（１）２（）（３）５）最高（，（４）６）略低（，（７）８）最低。

类同（于 １）（一 ４）的词还有：窖，酱，浆，杠，火，猫，势力眼等；类同于

（ （５）６）的如：近视眼，运气，运动，民主，铁等。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呢？吕叔湘先生解释说：“ 上面讲的跟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是不是

一回事呢？我觉得不一样。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似乎是文章家的

一种修辞手法，口语里未必常用，⋯⋯现代则相反，正经文字里很

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有的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带点俏皮。”从

上面举例可以看出，一些临时的活用一旦用得较为经常，就少有俏

皮或修辞色彩，有了分化成两个词的倾向。所以，不同名词活用的

可接受程度各异，可以看成是这种活用的固定化进程各不相同。

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名词功能游（移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现象的不同

程度的反映，因此本章讨论的现象既有临时用法，也包括长期活

用形成的兼类现象；既包括名词用如动词（ 含及物和不及物），也包

括名词用如形容词（ 含非谓形容词）。不管这些名词活用的临时性

或固定性处在何种程度，都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汉语里

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其体词性身分往往是可以有所松动的，这就是

我们说的功能上的游移性。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名

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产生游移？有没有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游移

的名词？决定名词功能游移的更本质动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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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名词活用自由度所涉及的功能因素

功能语法的一些概念或许对我们认识名词活用现象有所帮

助，其中生命度、典型性和无指性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１４．２．１生命度解释

生命度（ ａｎｉｍａｃｙ）顾名思义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名词性成分

进行的分类，它的基本等级序列是：人类＞动物＞无生命物。然而

随着类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生命度已经成为一个广泛适用的纯

语言学概念，许多语言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到生命度的作用。如很

多语言里存在代词因生命度不同而不同形的现象；有些语言里同

一语义角色由于生命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词形格，如某些澳大利

亚语言里独立的宾格只适用于人称代词或有生名词；有些语言里

高生命度的词语有数的区别，而低生命度的没有数的区别，就连汉

语里也有“ 们”只倾向于加在有生名词后的规律；还有很多语言里

名词生命度高的与动词有数的一致关系，而低生命度的没有，等

等。（ 见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８１）作为语言学概念的生命度等级序列可以表

述为：

说者／听者＞第三人称代词＞指人专有名词＞指人普通

名词＞其他有生名词＞无生名词

有许多关于词类活用的描写可以说明生命度的作用，如王克仲

（ １９８９）指出“：据调查，古汉语的实词都可以活用，只是有的常见有

的不常见而已。譬如代词的活用就较为少见。”再如蔡镜浩（ １９８５）

对《 诗经》《 左传》《 论语》《 孟子》几部书做的统计“，雨”当名词用跟

当动词用的次数比是３４：３１，几乎是对半开，“而 妻”的名动次数比

是９１：２６，动不足名的三分之一，何况“ 妻”在上古汉语里已有公认

可以看出生命度低的名的动词义项， 词“ 雨”活用为动词要易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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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度高的名“词 妻”。

生命度高的名词往往是名词这个类别里比较稳定的成员，这

个道理不难理解。但生命度的解释是有局限的，§１４．２．３我们将

指出一些高生命度词的活用现象。

１４．２．２典型性解释

可以假设名词活用自由度各异是名词这个类别内部典型性差

异的表现。也就是说，名词内部的典型成员在功能上应该表现出

较强的稳定性，非典型成员功能上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游移性。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９）一书专门讨论了各种语法范畴的典型性问题，他参考

了Ｒｏｓｓ，Ｉ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等人的说法，把名词的典型特征依次归纳为：

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

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

据此我们不难推断，那些容易产生游移现象的名词应该是远

离核心的边缘成员，而核心成员不应发生游移。这个说法对于抽

象名词的活用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我们搜集到的例子里，抽

象名词活用的最为多见，从可接受程度来看也比具体名词的活用

略为自然。

有些抽象名词带有明显的性质意义，原因是抽象名词并非人

们对有形实体认识的结果，而往往是反映了人们关于抽象事物的

概括，其内涵的实体意义和性质意义没有明确的界线。从表达的

角度看，说话人常常不是着眼于一个抽象名词的全部涵义，而是只

取其某种性质义拿来使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 不科学”“ 不道德”

“ 很民主“”挺技术”一类说法。我们说抽象名词不是名词里的典型

成员，是从语义角度着眼的；同时，句法形式上也可以找到相应的

表现：典型的名词都可以受量词修饰，尤其是个体量词和集合量

词，而抽象名词只能受“ 种、类、点儿、些”等量词修饰。

抽象名词活用的例子不必多举。以下这种抽出具体名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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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语素当抽象名词用，再当动词／形容词用的例子，很能说明我

们上面指出的从实体意义到性质意义的过程：

（ ９）什么全齐了，比香港人“还 港”哪（！引自吕１９８９）

（ １０）　要讲洋，咱都洋！你东洋，我西洋！看谁洋得过谁（！ 引自吕１９８９）

（ １１）　长江尚且后浪要推前浪，何况尔等？大千世界，各领风骚，今后真

要看你们骚了（。王朔《： 你不是一个俗人》）

１４．２．３无指性解释

不管是指人名词还是指物名词，具体名词还是抽象名词，都是

从名词自身的基本意义划分的。这一小节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无指名词。无指是相对于有指而言的，有指和无指的区分需

要从具体的谈话环境中去分辨。当一个名词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

的某个实体，说话人不仅看重该词的内涵，更看重其外延的时侯，

这个名词就是有指成分；如果说话人仅使用内涵义，而不顾及外延

的时侯，该名词就是无指成分。无指成分一般表示一种性质或一

种身分，例“如 他想媳妇都想疯了”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他”指

未婚者“时 媳妇”仅“指 女性配偶”这样一种概念，并不指称哪个具

体的人，就是无指用法；“而 他”指已婚者“时 媳妇”指的是实实在在

的一个人，是有指用法。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不管是高生命度名词还是低生命度名词、

具体名词还是抽象名词，它们活用作动词／形容词时用的都是以它

们的无指意义实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些高生命度的具体

名词的活用例子，先看两个古汉语的例子：

（《 左传·定公（ “１２）公若曰 ： 十尔欲吴王我乎？” 年》）

国 “１：将曹（ １３） 爽我乎（？”《 资治宝 通鉴·晋纪·安帝隆安元年》）

这是较为少见的专有名词体现出动词功能的例子，意思是“ 像

／曹爽那样对待”。专有名词在这里已 了原所代表对待吴王 经游离

，而仅指和人物相关的某种事件。现代汉语里也有这样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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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如：

（ １４）　他比南霸天还南霸天呢。

（（ １５）　真够雷锋的（哎！电视剧《 渴望》第一集）

一旦专有名词被说话人赋予了类意义，其功能游移就变得容

易些了。古汉语里多有亲属名词当动词用的，如：

（ １６）　侯年宁能父我（邪！《 汉书·萧望之传》）

（ １７）　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 国语·越语

上》）

（ １８）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 诗·周颂·时迈》）

现代汉语里常见的亲属名词活用的例子是“ 哥们儿”“ 孙子”

等； 哑巴“”聋子”等词，虽然都是从指人名词而来，但再如常用“的

都因衍生出了性质意义才可以动用的。我们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

名词的某些核心成员也有活用现象，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场合

中获得了无指意义。如以上指人名词活用的例子其实都是无指用

法，常说的“ 春天了“”大姑娘了“”岁数了“”茄子了”等也都不是指

称某个具体的“ 春天“”姑娘“”岁数”和“ 茄子”而是指这些名词所代

表的那一类事物及其最突出的性质。可以说，从有指意义衍生出

无指意义是名词活用的先决条件。

１３．３名词活用的功能解释

１４．３．１名词功能的基本属性

以上的讨论已经勾画出了名词活用自由度的基本轮廓，概言

之名词稳定性的优势序列是：

高生命度名词＞低生命度名词

具体名词＞抽象名词

有指名词＞无指名词

这几组序列反映了名词功能中什么样的基 性呢？ 陈平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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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８）指出“：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

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多少、高低、厚薄、聚散、离

合等等特征。行为动作则与此不同。它们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时

间方面。”他进而指出，名词的语法特征往往跟空间特征有关，动词

的语法特征往往跟时间特征有关。§１４．２．２所述名词的典型性

特征也显示了空间属性在名词意义中的基本性。抽象名词本不是

具备太多典型性的成员，它们的空间特征相对较弱，无指名词如上

所述不具外延性，也完全不带有空间特征。这种种表现直接导出

了我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去理解名词的活用现象，即，名词表现其

基本的空间意义时，其功能必定是稳定的；当它丧失了明显的空间

意义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时间意义时，就有可能发生功能游移现象。

这就是名词可能活用以及活用自由度各异的根本原因。以下我们

将从句法功能的表现给予证明。

１４．３．２名一动间的功能联系

不管从历史来源看还是从共时的功能分布看　，我们都有理由

认为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其他词类大多是从这两个

词类里分化出来的，共时的功能表现也可以看出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选取跟名词活用有关的几个常用词类图示如下：

名词　　非谓形容词　　形容词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在这个图里相邻的词类间有较多的功能共性，不相邻的有明

显的差异性。从语法意义上说，靠左端者空间性特征最强，靠右端

者时间性特征最强，中问的几个点是二者间的过渡段。空间特点

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用名量词来修饰，表明了事物在空间上的

可计数性；时问特点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带时体助词，表明了动

作在时间上的可延续性。除活用现象以外，左端的名词通常不能

带时体助词，右端的动词通常不能受名量词修饰，可以说是泾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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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处于中间的非谓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则较多地表现出与左邻

右舍的相关性。

１４．３．２．１关于非谓形容词

非谓形容词在观察名词功能游移问题方面有重要价值。非谓

形容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明显是从名词转化而来，例如吕叔湘、饶

长（溶 １９８１）曾指出如下事实：

理（性 名）一感（性 非谓）毒（性 名）一烈（性 非谓）

酸（性 名）一中（性 非谓）家（务 名）一医（务 非谓）

战（前 名）一史（前 非谓）金黄（色 名）一黄（色 非谓）

“而 意外“”国际“”专业“”高度”等词本身就兼有名词和非谓形容词

两重身分，表明名词功能游移固定化而形成了一部分非谓形容词。

从句法功能上说，非谓形容词的谓词性最弱，而跟名词相近之

处颇多； 而从语法意义上说，其空间意义已明显弱化，同时也没

有表现出多少时间意义。把名词当非谓形容词用比较 也比自由，

破口 。较自然，可以说非谓形容词是名词功能游移的一个突

１４．３．２．２关于形容词

为简明起见，这里仅讨论形容词中的典型成员一一性质形容

词，而暂不涉及状态形容词。

形容词跟名词相通之处可以从两方面说明：意义上说，它往往

表示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义已很接近抽象名词的意义；从形式表现

上说，我们注意到，形容词常常表现出一些近似于名词的功能，例

如形容词前加数量词是比较常见的：

（ １９）吃一个够喝一个足玩它个痛快弄一个明白

虽然这种形容词前的数量词跟名词前的数量词不完全一样。

上说，形容词跟动词相通之处也可以从两方面说明：意义 它往

往表示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义已带有明显的时间意义；形式表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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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形容词后面“带 了”等时体成分的情 例如：况是十分常见的，

（ ２０）白了　　绿了　　糊涂了　　　　高了　　便宜了　　　　热闹起来　　红火下去

形容词还有一些更接近动词的性质，如后带补语或带宾语，例

如：（ 引自张国宪１９９３）

（ ２１）姐姐大我三岁辛苦您了队长阴沉着脸我不希罕你的礼物

１４　．３　．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描写出名词活用的几种主

要表现形式，即：

１）用作非谓形容词；

２）用作形容词，前“加 很“”太“”特”等程度副词；

３）用作不及物动词，前“加 没“”不”，后“加 了“”起来”等时体成

分；

４）用作及物动词，后带宾语。

这几种功能可以看作典型名词跟典型动词之间的过渡等级，自１）

至４），是一个名词性减弱，动词性增强的过程。换句话说，是个空

间性减弱，时间性增强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归纳出汉语名词功

能弱化的等级排列，即：

１）＞２）＞３）＞４）

靠近左方者功能游移较为自由，可接受程度也较高，右方的则一般

低于左方的。

１４．４从词类活用看体词的谓词化方向和谓词的体词化方向

１４．４．１体词的谓词化方向

如果我们把功游移的概念扩展到“ 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

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这个系列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即，认

为等级链上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有其他点上的灵活用法，则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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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凡位于左方者活用作其右任何项目的，必然

符合名词功能游移的倾向性规律，以下举些例子逐项考察：（ 其中

前加＋的引自吕叔湘１９８９）

（ ２２）　名词用作非谓形容词：义务劳动　　专业水平　　学院风格　　嘉宾主

持　　友情出演

（ ２３）　名词用作形容词：假装特学问　　　　做派那叫款　　话说得有点痞怎

那么事儿呀

（ ２４）　名词用作不及物动词：还权威着呢＋来！咱们民主民主　　这回可

真坛子胡同了　　褶子了

（ ２５）　名词用作及物动词：＋结论不出我什么东西来他爱醋谁醋谁，也醋

不着我呀

（ ２６）　非谓形容词用作形容词：这个问题问得太初级了　　　　不能太主观

打扮得挺新潮

（ ２７）　非谓形容词用作不及物动词：＋你党员还没正式吧

（ ２８）　非谓形容词用作及物动词：＋也该优先他们＋这回他把我编外了

（ ２９）　形容词用作不及物动词：别肉麻了＋这够你脏半年的了　　干脆明

出来让大家看看

（ ３０）　形容词用作及物动词：我们怎么黑着你了　　差点让人给花了

（ ３１）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你别恶心我啊快别这儿烦我了等
他呢着你

从举例中可以看出：第一，在等级链上自左向右的功能游移都

有实际用例；第二，相邻项目之间功能游移较为自然，距离越远越

不自然。这个现象可以看作名词功能游移概念的扩展，更为重要

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共时平面上体词向谓词转化的方向。

１４．４．２谓词的体词化方向

紧接着的问题是，有没有跟上文相应的自右向左的游移规律

呢？我们不妨做个逐项测试：

（ ３２）　及物动词用作不及物动词：我跟他们掰了碰巧儿抄上了

（ ３３）　及物动词用作形容词：他们家现在特别趁　　也不嫌赶得慌　　这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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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超了　　　　别太投入了

（ ３４）及物动词用作非谓形容词（：未见）

（ ３５）及物动词用作名词（：未见）

（ ３６）不及物动词用作形容词：最近小说不怎么走那人长得忒咧 ｌｉě）了（

（ ３７）不及物动词用作非谓形容词（：未见）

（ ３８）不及物动词用作名词（：未见）

（ ３９）形容词用作非谓形容词（：未见）

（ ４０）形容词用作名词（：未见）

（ ４１）非谓形容词用作名词（：未见）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谓词间的游移比较自由，而

谓词向体词游移却不那么容易。这就揭示了一个规律：现代汉语

共时系统里词法平面上谓词的体词化已经几乎没有非形式化的能

产途径了。

１４．５词类功能游移和词类句法功能

词类功能游移的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典型的词类有其

基本的意义和形式表现，如：名词：空间性：前加名量词；动词：时间

性：后加时体成分，凡是偏离基本用法的，都可以看作功能游移。

我们的语法研究中很少注意典型成分和非典型成分的区别，也很

少注意基本用法和偏移用法的区别。事实上，汉语里一些词类虽

然可以充当不同句法成分，但几种功能之间未必是等量齐观的。

朱德（熙 １９８５）里说“：在印欧语里，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有一种简

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朱先生对这种错综关系的描述中涉及名词和动词的性质有：名词

可以做主宾语和定语，动词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我们关心的问

题是，名词做定语时和它做主宾语时是否还完全一样？动词做主

宾语时和它做谓语时是否还完全一样？在本文里我们确认了前加

名量词是名词的典型特征，后加“ 了”等时体成分是动词的典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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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我们不妨用这两个特征测试一下离开主宾语位置的名词和离

开谓语位置的动词。

先看定语位置上的名词“。木头房子“”塑料口袋“”粮食产量”

不能说“成 一根木头房子“”一块塑料口袋“”一囤粮食产量”，可见

定语位置上的名词已不具备空间上的可计数性，只是表现出其内

涵意义，而不表现外延 即如“ 中国历史“”意义。 欧洲球队”这样有

明确外延的名词作定语时，也仅体现内涵意义。可以说，作定语的

名词已基本等同于非谓形容词的功能了。

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具有指称性已是公认的事实，不需多说。

笔者在《“ Ｎ的Ｖ”结构的构成（》《 中国语文》１９９３年第４期）一文

中考察了一个常作主宾语的名词性短语里动词的时间意义弱化的

过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朱德熙先生所说的名动词，如“ 调

查“”研究“”合作”等，也是部分地丧失了动词功能而获得了某些名

研究”里“，调查“”研究”词功能。比如说在“ 进行调查“”作 身上都

不能再加时体成分，却可以“说 进行一项调查“”作一个研究”，从意

义和形式两方面都可以看到时间性的减弱和空间性的增强。名动

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动词作定语的功能偏移表现；此

外，一部分动词还可以作补语，更多的丧失了动词本身的特征，刘

丹（青 １ 我们的考察就包括了名词和动词９９４）有详尽讨论。这样，

所能占据的所有句法位置。

刘丹青（ １９９４）一文里是这样描述汉语词类的系统性结构的：

“ 我们有名动形这三大类词，它们是多功能的，但名词和谓词分别

主要占据主宾语和谓语这几个主干成分的位置。我们有区别词、

副词、唯补词这三个词类，它们是单一功能的，分别占据定、状、补

这三个附加成分的位置。由此 然可见，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虽

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的，但毕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应。”现在

们从基本功能和功能游移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典

型词类实现基本功能时，跟句法成分是对应的；而偏离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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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要丧失一些特点，并非“ 没有改变性质”（ 朱德熙１９８５，５

页）。

１４．６结 语

汉语研究中对一些与句法变化直接相关的语义等级研究一向

重视不够，本章试图从词类活用这个很小的问题入手作一些尝试，

发现了过去我们习焉不察的种种词类性质的本质属性，从而为这

些个别的语法性质表现找到了逻辑上的联系。这种研究对于普通

语言学来说，可以有效地观察和归纳语言共性；对于汉语研究来

说，也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深刻地揭示语言变化（ 包括历时的

演变和共时的变异）中的动因和趋向，从而把个别的研究纳入更广

泛的研究视界里。

附 注

①王克（仲 １９８９）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 庄子·大宗师》）王依陈

鼓应说把“ 相与吾之”解为“ 互相称说这是我”。这个例子也可以讨论，一般认

为上古汉语“ 吾”不作宾格，可见其生命度略低于“ 我”，故有此活用法。关于

宾格跟高生命度的关系，看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８１）　。

这个图示跟Ｒｏｓ（ｓ １９７２）的ｖｅｒｂ／ｎｏｕ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思路相近，参看陈宁萍

（ １９８７）关于动词名化和张国宪（ １９９３）关于形容词与动／名功能联系的讨论。

Ｒｏｓｓ给出的英语动／名连续统模式是：动词＞现在分词＞完成式形式＞被动

式形式＞形容词＞介词＞形容词性的名词＞名词；陈宁萍并没有给出汉语的

动／名连续统模式；张国宪根据他对动／形单双音节功能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汉

语动／名连续统模式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双音

节动词＞名词

里．（熙 １９８２）把区别词划归体词朱德 而。

所谓形式化的体词化，指的是加后缀“ 子”“ 儿“”头”或后一音节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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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

从实质上讲，非名词成分的名词化，唯一的途径就是句法成分的提（取 见

朱德熙１９８３）。虽然我们一时还难以用历史材料证明“ 领导“” 教授“”警卫”

“ 调度”是从提取形式“ 领导者“”教授者“”警卫员“”调度员”省略中心语而来

的，但近几十年来产生的新词“ 教练“”裁 “ 指导”却明确是“由 教练员“”裁判”

判员“”指导员”省略而成，并非动词素“ 裁“”判“”指“”导”等组合成名词。所

以，说现代汉语里动词性成分“ 校对“”出纳“”炒肉丝“”煎鸡蛋”是不要任何形

式标记而直接实现名词化的，缺乏理据。同样，所谓非谓形容词向名词游移

（ 式　省略中心李宇明１９９６），也同样是提取形 语的结果：存活期＜存活期款，做

空头＜做空头买卖，呈中性＜呈中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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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性质形容词的范围和层次

１５．１形容词性质的诸方面

本章讨论限于一般所谓性质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不涉及状

态形容词。

汉语里有没有形容词，有的话范围有多大，怎么确定，都是有

争议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研究一下形容词身分没有

争议的那些语言里形容词的基本性质和确定形容词的标准。

表明形容词身分的应该有三项内容，一是基本语义，二是句法

功能，即在句子里作什么成分，三是形式特征，包括形态变化和组

合特征。

从基本语义看，古今中外都有用意义定义形容词的，如叶斯泊

森“说 形容词表示物质的特性”，王力说形容“词 表示事物的德性”，

黎锦熙说形容“词 用来区别事物之形态、性质、数量、地位的”等等。

概念定义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功能角度的定义显然有效得多。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形容词经常充当的句子成分主要是定语

和谓语，最重要的功能是作定语。有人认为，作名词的修饰语是形

容词的一个普遍特征，作谓语则不能当做一个普遍特征，如下事实

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有的语言里形容词可以比较自由地作谓语（ 如

汉语），而有的语言需要借助于系动（词 如英语），有的语言里形容

词则根本不能作谓语（ 如赫华语）。我们认为，这里似乎表明这么

一种倾向：形容词可以自由地作定语的语言里，形容词和名词有较

多纠（葛 见叶斯泊森的讨论）；形容词可以自由地作谓语的语言里，

形容词和动词有较多纠葛（ 如汉语的情况）。二者比较，显然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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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因为在前一种情况里，至少还有ｋｉｎｄ和ｋｉｎｄｎｅｓｓ，ｗｉｓｅ

和ｗｉｓｄｏｍ这种区别，而后者则往往没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

定（语 而不是 ）作谓　语　是形容词的　基本功能。

形容词的形式特征在不同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是程度等级的表

示法。很多语言里形容词有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态标志，也

有很多语言里有被程度副词修饰的特征，如英语的ｖｅ ，　ｔｏｏ，　ｓｏ，ｒｙ

ｒａｔｈｅｒ等，汉语的“ 很，最，挺，十分，非常”等。靠形式特征来判别

形容词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汉语恰恰没有这个，在以往的汉语形容

词研究中，各家范围大同小异，而所用标准却令人惊讶：有的只用

广义的形式特征，有的甚至几乎是用的概念特征。以下详细讨论

这些标准。

１５．２汉语形容词的范围

１５．２．１有没有形式标志？

汉语形容词唯一一受程度副词修饰是 个有形的特征，用它划

定形容词的范围行不行呢？显然，一大批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成

分被分析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于是有人补充了一条：后面还不能

”范带宾语。这样虽排除了各种短语形式，但依此划出的“ 形容词

畴，除了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和后面不能带宾语这规定性的两条以

外，还有什么共同特征呢？比如说，我们看看这“类 形容词”都能充

当什么句法成分，答案则有主语，定语，谓语，宾语，状语，补语等几

乎所有句子成分，这样宽泛的功能当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

上，若像这样把两条标准随意放在一起划出一个词类，则汉语里哪

个下位的小类（ 如动词的次类）都有理由成为独立的词类了。如果

我们全面地罗列出程度副词所能修饰的成分，可以看出那并不是

一个词类的范围，而是一种谓语成分的范围。

重要的是，我们划出的类别必须是综合反映了意义、功能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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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结果，虽然不能要求三者完全对应，但必须使三者之间有某种

可解释的内在联系。上述标准看不出这种联系。

就汉语的具体情况而言，没有可靠的形态标志，程度副词又不

能作为形式标准，就只有概念意义跟句法功能两项了。凭意义划

分词类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 传统语法在一

定程度上利用意义，可是对于如何利用，又如何控制，没有很好的

论述，这是它在理论方面的弱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使我们有了

把握语义的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以下§　 １５．２．３将作讨论。现在先

讨论句法功能。

１５．２．２如何看待句法功能？

如何看待句法功能这一条的价值，首要问题就在于在汉语里

要 “ 作定语是形容词的基本功能”这一条上。不要坚持

由于汉语里“ 形容词”作定语并不自由，所以好多论著里都无

法把作定语当做它的首要功能，往往把作谓语当做首要功能。但

这种作定语并不自由而作谓语相当自由的一个词类，跟不及物动

词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以下我们依次讨论“ 形容词”作谓语和作定

语这两项功能。

１５．２．２．１关于谓语功能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 １９９２）提出五条用以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普遍特

征：

Ｉ．动词可以直接跟宾语组合，但形容词通常不能，只能靠介

词引出名词宾语。

Ⅱ．动词可以接受三个论元成分；形容词最多只能有两个论元

成分，且通常只带一个。

．形 容词可Ⅲ 以直接修饰名词，而动词要靠某种形式变化才

ｅ行，如用分词形式，像ｓｌｅｐｉｎｇｃｈｉｌｄ（ 正在睡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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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无论在形态和语序上，程度成分和比较成分跟形容词结合

比跟动词结合更直接。

Ｖ．形容词作谓语时通常要靠一个系词连接，而动词不必。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用这五条逐一测试了汉语里所谓的“ 形容词”，得出了汉

语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形容词类的结论，认为所谓的形容词都不

过是动词而已。

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１９８５）指出，虽然所有语言都能区分出名词和动词这

两个开放的词类，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进一步从二者里分出

——形容词来。有开放的形第三个开放的词类 容词类的语言形容

词都有一致的形态表现。没有开放的形容词类的语言又分为两

类，一种是有一个封闭的形容词类，另一种是根本谈不上封闭还是

开放，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形容词类。后者根据表示形容词意义

的手段不同又分为两种：一种形容词意义基本靠名词表达，叫形一

名语言；一种基本上靠动词表达，叫形一动语言。汉语被认为属于

典型的形一动语言。

上面两种 由于以跨语言的比较作基础，其推理基本上还意见

是令人信服的。事实上，我国的语法学者也早就提出了汉语里形

一动一家的看法，如赵元任（ １９６８）就是把形容词当做动词的一个

次类。但我们的逻辑却似乎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好象是先认定汉

语里有一些跟英语形容词意义相当的词是形容词，再去观察其句

法功能，于是得出形容词都能作谓语的结论。朱德熙先生曾指出，

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是句法功能，甚至形态语言里也是这样。以

上讨论使我们明白了形容词的基本句法功能是作定语，那么我们

不妨看看用作定语这个标准划出的结果跟通常认可的形容词范围

是否一致。

１５．２．２．２关于定语功能

如果根据作定语是否自由来界定形容词的话，则“ 大方”“ 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1

通“”单纯“”孤独”等相当一大批词就没有资格算作形容词了。那

么排除了它们以后，“ 形容词”类里还剩下哪些成员呢？可以比较

清楚地看出，这些成员主要是两类：一是“ 大“”小“”黑“”白“”老”

“ 少“”好“”坏“”高“”低“”快“”慢““ 硬“”软”等表示基本的度量、色

彩、方位、速度、年纪、价值、属性等意义的一组词，以单音节的为

主；另一 “ 袖珍“”微型“”额外”等所谓“ 非谓形容词”。类是“ 初级”

这两组词共同的特点一是都能自由地作定语，二是语义上都表示

属性意义。它们都典型地具备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曾对第一组词的形容词身分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些

词作定语并不自由，他说“：如果‘好人’是一个短语组合，它的组成

部分就应该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允许有其扩展方式，‘好’就应该像

在其他场合一样能带有它的程度表达方式和比较表达方式。但所

有这样的形式却都是不合语法的：
＊ ＊他是ａ． 一个很好人。他是一个比你好人。

＊ｂ．他是一个不好人。ｄ．他是我的最好朋友。

如果要证实‘好人’是短语组合而不是复合词就必须证明它有很强

长度的增长，整个表达式的可的能产性ｃ以下例子随着中心语 接

受性就有所减弱：

ａ一 杯 好 酒 ｂ， 一 个 好 杯 子
？一杯 一个好玻璃杯好啤酒
？？？ 一个好玻璃杯子一杯好葡萄酒

？？一杯好绍兴黄酒

如果跟‘好’结合的那个成分的语音形式或形态形式是决定语义讲

得通的组合能否接受的主要因素的话，就表明制约这种组合方式

的规则是构词规则而不是句法规则，那么也就是说‘好人’实际上

是个复合词而不是短语。”

难道受语音规则制约的就一定是构词问题吗？试对比下面一

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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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吃米饭

吃大米饭

？吃中午剩的饭（— 把）中午剩的饭吃了

？？吃中午从饭馆带回来的剩饭—（ 把）中午从饭馆带回来的剩饭吃了

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 吃”不是一个独立的词，因为我们从不否认

汉语句法结构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语音制约。同样“，好”在定语位

置上能不能有程度和比较表达方式也部分地取决于音节制约，以

下是些中心语为双音节名词的例子：

较好状态最好证据不好身体 挺好一个孩子

事实上，在满足了音节制约条件的前提下“，好“”坏“”大“ 小“”黑””

“ 白”等 组词的 合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就从语法角度证明了这些

词作为形容词的合法性。

第二组就是所谓“ 非谓形容词”，在我们看来，这些词能不能

“ 谓”倒不是重要的，关键在于它们以作定语为主要功（能 其实是唯

），且意义上总一功能 是表属性的，可以说是合格的形容词。曾有

学者指出这些词不能 “ 形容词”资格，受程度副词修饰，似乎不太够

其实正如我们前边说过的，受程度副词修饰算不上汉语形容词的

类特征，仅仅是一种谓语标志。非谓形容词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正是“其 非谓”特点的写照。

１５．２．３如何认识语义性质？

我们常说语义在确定词类问题上没有作为依据的资格，那是

因为词类的语义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其身分常有游移性。近年来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意义可以作为划分词类的基础，人类

语言中共有的一些意义范畴必然在各种语言中都有所反映。拿形

容词最基本的语义特征来说，几乎所有语言里都有表示度量、色

彩、年纪和价值意义的形容词，尼日利亚的伊博语里只有八个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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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大概是迄今所知的形容词最少的语言，这八个形容词就是“ 大”

“ 小“”（黑 暗“）”（白 明“）”新“”老“”好“”坏”。具有封闭的形容词类

的语言里形容词大多是分布在这几个语义区域内。具有开放的形

容词类的语言也把这些意义范畴赋予形容词的基本成员，如Ｄｉｘｏｎ

：（ １９９１）把英语形容词的语义类型归纳为如下十类

ｒｏｕｎｄ，　ｎａｒｒｏ１）度量：ｂｉｇ，　ｇｒｅａｔ，　ｓｈｏｒｔ ｗ，　ｔｈｉｎ，　 　，ｄｅｅｐ．

２）物质属性：ｈａｒ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ｏｌ，　ｈｅａｖｙ，　ｓｗｅｅ ｒｅｓｈ，　ｃｈｅａｐ；ｔ，　ｆ

含身体的：ｗｅｌｌ，　ｓｉｃｋ，　ｉｌｌ　，ｄｅａｄ；　ａｂｓｅｎｔ．

３）速度：ｑｕｉｃｋ，　ｆａｓｔ，　ｒａｐｉｄ，　ｓｌｏｗ，　ｓｕｄｄｅｎ．

４）年纪：ｎｅｗ，　ｏｌｄ，　ｙｏｕ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５）色彩 ，ｅｄｇｏｌｄｅｎ．：ｗｈｉｔｅ，　ｂｌａｃ ｌｋ，　ｒｅｄ，　ｃｒｉｍｓｏｎ，　ｍｏｔｔ

ｌｏｖｅｌｙ，　ａｔｒｏｃｉｏ６）价（值：ａ）　ｇｏｏｄ，　ｂａｄ， ｕ（ｓ；　ｂ）　ｏｄ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　　ｒｕｃｉａｌ；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ｔ；ｌｕｃｋｙ．

７）难度：ｅａｓ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ｕｇｈ，ｓｉｍｐｌｅ．　

８） ： ｆｉｍｔｄ ，ｅ ｅ限制：ａ．确定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ｔｒｕｅ；

ｂ．可能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经常：ｕｓｕ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ｄ．或然：ｌｉｋｅｌ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确信：ｓｕｒｅ；

ｒｒｅ ，ｆ．正误：ｃｏ ｃｔｒｉｇｈｔ　，ｗｒｏｎｇ，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９）人的好恶：ａ．喜欢：ｆｏｎｄ；

ｂ．怨尤：ａｎｇｒｙ，　ｊｅａｌｏｕｓ，　ｍａｄ，　ｓａｄ；

ｃ．高兴：ａｎｘｉｏｕｓ，　ｋｅｅｎ，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ａｎｋｆｕｌ　ｃａｒｅｆｕｌ， ，　ｓｏｒ－

ｒｙ，　ｇｌａｄ；　ｐｒｏｕｄ，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ａｆｒａｉｄ；

ｄ．估量：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　ｒｅ，ｕｎｓｕｒ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ｅ．意愿：ｅａｇｅｒ，　ｒｅａｄ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ｗｉｌｌｉｎｇ；

ｆ．德性：ｃｌ　ｅｖｅｒ　，　ｓｔｕｐｉｄ　；　ｌｕｃｋｙ　；　ｋ　ｉｎｄ　，　ｃｒｕｅｌ　；　ｇｅｎｅｒｏｕｓ　．

１０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异同：ｌｉｋｅ，　ｕｎｌｉｋ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4

他指出其中度量、物质属性、速度、年纪、难度和限制等是基本的形

容词。从这种跨语言的比较中我们认识到，形容词所表示的基本

语义范畴是人类认知的共性，汉语里“ 大“”小“”轻“”重“”快“”慢”

“ 新“”旧“”好“”坏”等词不仅有悠长的历史，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

里都是表达人们评价、态度的基本词汇。所以，不管从句法功能

（ 自由地作定语，有替换能力）上看还是从意义范畴上看，汉语里的

这一一组词都应该认为是合格的形容词。

１５　．２．４

总结以上所论，我们不能同意ＭｃＣａｗｌｅｙ关于汉语中没有独立

的形容词类的说法，也不赞同把汉语完全归到“ 形—动语言”里。

用以上讨论的标准 语形容词的范围：本，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汉 质

属性词，以单音节的为主，能自由地作定语，也能作谓语；附加属性

词，以多音节的为主，只能作定语，不能作谓语。可以看出，这个范

围最明显的特点是排除了一些过去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形容词的

词，因为它们不能自由地作定语，应该算作不及物动词里的一

类。我们对郑怀德、孟庆海编《 形容词用法词典》的前半部进行了

一个粗略的统计，这些词计有：安静安宁安稳 安心暗淡肮脏

昂贵 昂扬懊 丧霸道 饱满悲 伤卑贱奔 放逼真 憋闷别 扭不

错残 暴残酷 仓促草 率敞亮 畅通潮湿 沉寂沉 着诚实 诚挚

吃香 迟钝迟 缓充分 充沛充 实充足传 神垂危 淳朴纯 粹纯

洁纯 净纯真 纯正慈 爱慈祥 匆忙从容 粗糙粗 大粗鲁 粗壮

大 方单 薄单 纯 单调单一淡薄得体低劣地道动听动摇端正

短促 短暂扼 要发达 烦闷烦 琐繁茂方 便放肆 肥大愤 慨愤

怒肤 浅浮躁 富饶干 脆干燥 高傲高贵 耿直工 整公正 孤独

孤立 古板古 老固执 光滑光 明广大广 泛瑰丽 过分过 瘾害

羞寒 心含糊 含蓄豪 放豪爽 好看好受 好听浩 大好强 好胜

合算和蔼和气黑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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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汉语形容词的层次

１５．　３．１时间层次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用上述标准划出的形容词类明显地

分为两个阵营？只要看看所有这些词项的历史就可以获得解释。

本质属性词都是古已有之，在汉语历史上曾经有很广泛的成

员构成和很自由的组合能力，到了现代汉语里，由于双音节化趋势

的制约，其成员的多寡和组合能力都有所萎缩，但几个基本的语义

区域内的成员仍然有较强的活力。可以说，这组形容词处在较早

的时间层次上。

单音词受的限制越来越多，很快就出现了一批专职作定语、表

“ 它属性意义的附加属性词来适应双音化要求，吕叔湘先生说 正在

发展、演变或者形成的过程之中，⋯⋯十之八九都是最近三五十年

里才出现的“”这样的词不仅是大量的存在，而且是不断产生，其增

殖率仅次于名词”。因此可以认为附加属性词跟本质属性词处在

不同的时间层次上。

处在较早时间层次上的形容词有功能萎缩的倾向，处在较晚

时间层次上的形容词有功能进一步发展的倾向，吕叔湘先生曾指

出“ 非谓形容词很容易转变成一般形容词。比如主观，客观，具体，

抽象这些词原来都是非谓形容词，现在已经变成一般形容词了，例

，‘这样的说法太抽象，不好懂如‘不要那么，要客观些’ ，能不能讲

得具体些？’“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属性词衍生出了不及物动词的用

法。（ 参看本书第十四章的讨论）它们如此容易生出作谓语的用

法，说明它们的形容词功能正呈现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１５．３．２意义层次

形容词按语义类别划分有没有意义层次呢？陆俭明（ １９９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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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小白花“”大黄狗”能说，而“ 白小花“”黄大狗”不能说，并“说 我

们推测形容词同类连用也是有规律的，只是我们目前还未研究发

现而已”。陆先生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种连用规律可

能就跟形容词的意义层次有关。陆丙甫（ １９９３）曾经指出，粘合式

分类性定语的顺序排列原则是：越是反映事物稳定的内在本质的

定语越靠近核心。把这个原则具体用来考察本质属性词的排列顺

序，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排序规律：

德性＞价值＞真假＞新旧＞属性＞度量＞色彩

表德性的词例如：笨馋 刁毒　　黑　　狠　　横倔　　冲　　蠢

懒 　　精 　　灵 　　猛 勤 傻 凶 严

表价值的词例如：差　　丑　　臭　　　　次　　怪　　好　　坏　　俊　　美旺

香 　　艳糟

表真假的词例如：错　　对反假　　真正

表新旧的词例如：旧　　老　　晚　　新早

表 属 性 的 词 例 如 ： 潮 沉 脆 淡 　　钝 　　干 光 滑 　　紧 乱

热 软 涩 生 　　湿麻 嫩 晴 松 酥

烫　　甜　　歪　　弯斜　　硬　　匀　　脏壮

表度量的词例如 短 肥：矮　　薄　　扁　　长　　粗　　大　　低　　陡

高 　　厚 近 宽 　　密 胖 浅 　　轻 深 瘦

稀　　细　　小　　远　　窄重

表色彩的词例如：暗　　黑红蓝　　亮　　绿紫

越靠前的越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越靠后的越少有主观色彩，而往

往是物体本身的客观属性 上连用时，应该遵从陆丙甫所说，两个以

的那条规律。

附加属性词连用的排序规律，马庆（株 １９９５）有详细的考察，可

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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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形 容词标记

我们说“ 大方“”畅通“”单纯“”孤独”等词不是形容词，似乎不

太符合一般语感，这语感恐怕就是出于它们的性质意义。的确，它

们作谓语的机会并不比作定语的机会多一一虽然不是直接作定

语，而是借助于“ 的”字。这就引出了一个如何分析“ 的”字性质的

问题。我们认为把定语位置上的“ 的”字看成形容词词尾为好。这

就如 　同英 －ｅ语里 　的－ａｌ：ｎ　ａ ：ｔ ｎ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 ｔｌ；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ｎｇｂｌ ｅａｂｅ：　 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ｄ：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ｆｕｌ　：ｈｏ　ｐ　　ｅ→ｈｏｐｅｆｕｌ；

ｉｃ　：　ｐｏｅｔ→　　ｐｏｅｔｉ　ｃ；－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等现象一样，是一种把名

词和动词当做形容词用的能产的构词手段。 这样，§１５．２．４所列

举的那些词为什么作定语比作谓语为常而作定语只有加了“ 的”才

能成立这个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就获得了解释。“ 举止大方→大

方的举止“”道路畅通→畅通的道路“”头脑单纯→单纯的头脑“”晚

年孤独→孤独的晚年”都不过是动词分别作谓语和作定语而已。

以下两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有些语法书已经把“ 头疼”

“ 吃醋”算作动／形兼类词了：

他头疼→很／特别／有点头疼→头疼的事儿

他吃醋了→挺／有点吃醋→吃醋的人／滋味“儿 的”字作为形容

词词尾标记，既可以加在名词后边（ 这本小说的作者／下个月的有

一天），又可以加在动词后（边 辅导新生的老师／调查研究的过程），

还可以加在形容词后边（ 最远 ／心爱的口琴）。的地方／辩证的方法

我们经常看见英汉词典里形容词的汉译是用“ ⋯⋯的”就是这个道

理。

附 注

“ 共同”固①本质属性词并不全是单音节的，如“ 安全“”疯狂“”公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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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等，而被我们划归不及物动词的也不全是双音节的，如“ 惨“”差“”乏”

“ 浮”等。这里的确存在界线不好掌握的问题。

②朱德熙先生根据独用的“ Ｘ的”为名词性而把定语位置上的“ Ｘ的”也

分析为名词性的，从而得出汉语偏正结构都是同位性的推论。这和一般人的

语感不太相合。问题恐怕在于两种“ Ｘ的”的同一性值得怀疑，杨成凯（ １９９０）

对此曾有讨论。如果把定语位置上的“ Ｘ的”中的“ 的”分析为形容词性词尾，

从系统看也许更讲得通。

③还可以考察作表语的情况：举止是大方的，道路是畅通的，头脑是单纯

的，晚年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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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汉语词类归属的理据

Ｊａｍｅｓ　Ｄ．ＭｃＣａｗｌｅｙ

０．引言

本文将从理据上讨论汉语里几种有争议的词的类属问题。在

讨论中，我将针对通常为词类归属提供的理由提出若干评论，主要

是些否定性的意见，同时说明，在很多情形下，那些词类归属的事

实依据与其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１“ 助动词”是不是动词？

ｉ和Ｔ我将首先讨论Ｌ 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１：１７３－５）关于汉语里种种

一般认为是助动词的词不是动词的说法（ 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似乎认为

助动词属于另一词类，但他们没有明确这么说）。首先我注意到

一个事实，这也是所有汉语语法学者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那就

是，汉语动词跟所有语言一样，在次类里有明显的区别：有的根本

不能带任何补足成分，有的能带一个名词短语，有的能带两个名词

短语，有的能带一个动词短语，有的能带一个句子，等等。如果我

们说一个汉语助动词是动词，就不该指望它具有所有动词的句法

表现，因为在那些毫无争议地被划定为动词的异质词项中，没有哪

一项具有所有其他词项的句法表现。合理的期望应该是，它在结

合能力上跟某类动词有相同的句法表现。这样，决定汉语助动词

是不是动词，就不应该跟普遍的动词进行对比，而应跟动词的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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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直接可比的一类相比，也就是像“ 打算”这样的能带一个表层动

词短语补足成分的动词。

从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想要说明助动词不像主要动词的七个方面

来看，助动词的表现都跟“ 打算”一类动词相像。我将列举Ｌｉ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证明助动词不是动词的依据，使用他们自己的例句，有的

作了些改动，以避免在可接受性上产生争议，还增加一些例子，以

证明“ 打算”有相同的句法表现。

（ Ⅰ“）助动词必须跟一个动词共现”：

（ １）　ａ．＊他能。

ｂ．＊他打算。

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说例（ ｌａ）“ 是不完全的，只有在上下文中能看出后

面跟有一个表示他能干什么的动词［原文如此，疑是动词短语］时

才能这么说”。按这个标准“，打算”比“ 能”更不像个动词，因为在

以下同样的语境中“ 能”后面允许补足成分不出现“而 打算”后面却

不允许：

（ ２）　ａ．问：他能不能跳舞？答：他能。

ｂ．问：他打算不打算去日本？答：＊他打算。

（ Ⅱ“）助动词不能带时体标记”：

－（ －３ ／／） ＊＊ －　 着ａ 跳． 舞。了他能＊ 过
？ ？－ｂ．他打算＊ ／－ ／－了 着去日本。过
？？－－ ／了／ ＊过 －着ｂ＇．他需 买要＊ 菜。

可以看出，事实上用“ 打算”的说法里有两个形式比相应的用“ 能”

的形式更具可接受性，但是换了“ 需要”那样也带动词短语补足成

分的动词，在可接受程度上大致近乎“ 能”。因为人所共知，即便是

那些公认的动词彼此之间在能不能加时体标记这一点上也是各不

相同的（ 见 Ｔａｉｌ９８２），能不能加时体标记只能用在确定动词身份

的测试上：如果一个词可以加体标记，它就是动词，但是一个不能

加体标记的词不一定就不是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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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助动词不能受‘很’或‘更’一类强调成分修饰”：
＊ ＊（ ４）　ａ．他 很／更能唱歌。

＊ ＊ｂ１ｂ．他很／更打算去日本。

因为多数动词都不能跟“ 很”或“ 更”结合，这一项算不上是对动词

身份的测试，而且在其他文献里（ 包括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自己的书）都

是把它当做形容词而不是动词的测试标准的。并且，正如蒋自新

和ＧｒｅｔｃｈｅｎＬａｉ所提醒我的，（ ４ａ）用“ 很”的那个例子实际上是能成

立的；而无疑是动词的“ 打算”在这项测试面前还不如所谓的不是

动词的“ 能”。

（ Ｎ）“ 助动词不能实现名词化”：

（ ５）　ａ 他是能的。．
＊ｂ．他是打算的。

因为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例子省掉“了 能　”后的补足成分，所以这仅等

了第一个观点而已。如果没有于是重复 这样的省略，“ 能”的名词

化小句是相当可接受的，在可接受性上跟“ 打算”的名词化小句没

有大的不同：

他是能跳舞（ ６）　ａ． 的。

ｂ．他是打算去日本的。

（ Ｖ）“ 助动词不能出现在主语前面”：
＊（ ７） 能两个人跳舞　ａ．
＊

ｂ．打算两个人去日本

不管是主要动词还是助动词，后面有一个补语性动词短语时，都不

允许主语放在动词之后。

“ 助动词（ Ⅵ） 不能带直接宾语”：

（ ８）ａ．他能那件事

ｂ．他打算那件事

能带补语性动 词短语的各种动词之 上间的不同还决定于其后位置

能不能出 上适合的名词性成分；．现一个语义 能”跟“ 打算”一样，不

允许有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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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而而

Ⅶ）“ 助动词后的动（ 词性补足成分永远不可能有一个跟助动

词自身的主语不同指称的主语”：
＊（ ９）　ａ．我（能 他）洗澡。
＊ｂ．我打（算 他）去日本。

即使是英语里那些公认的带一个表层的补语性动词短语的动词，

补语性动词短语往往也不能有一个显性的主语，因为动词不是有

）。从这点看，提升主（语 如ｓｅｅｍ）就是有强制性的等名消（除 如ｔｒｙ

“ 能”的表现跟那些公认的动词是一样的。

从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应汲取的教训是，在讨论词类归属

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到某一词类所有成员共有的性质，还必须正

视这个词类内部的差异，就动词这个类而言，必须正视不同的动词

纳入不同的次类这一显然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只有注意到这种异

质性，才能在一个已知词类里选择一个合适的次类，对那些在类属

上有争议的词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２“． 副动词”是动词还是介词？

汉语里种种被称作副动词的词属于什么词类的问题可以说是

相当混乱的。这一是因为早期学者理所当然地假定这些词全都属

于同一个词类（ 我将讨论这个问题，以说明这种假设不仅是没有

道理的而且也是错误的），二是把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一一

副动词是谓语的中心还是修饰语的中心——混淆起来。有些讨论

自认为与此相关，但事实上和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相关。

例如，许多作者（ 如Ｒｏｓｓ１９９１）提供了一些副动词在正反问句“ Ａ不

Ａ”中作Ａ的例子，试图说明他们是动词并且是谓语部分的中心：

（ １０）　ａ．你到底给不给他写信？

ｂ．你到底向不向他借钱？

但是，正像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１）用例证充分说明的，正反问句这个术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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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两个显著不同的句法结构体：一个我把它称为“ 重叠是非问句”，

表现为谓语短语起首成分的复现（ 如１ｌａ）；另一个我称为“ 选择是

非问句”，跟选择问句一样具有一对并列结构，其第二个连接成分

受省略通则的制约而不出现（ 如１１ｂ）：

（ １）１ ａ．你喜不喜欢这本书？（ 重叠是非问）

ｂ．你喜欢这本书不喜欢？（ 选择是非问）

像例（ １０）那样用以辨识副动词性质的例子无疑属于重叠是非问

句；如果Ｈｕａｎｇ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出现在该种问句中的复现现

象并不足以表明重现项目的词类，而仅仅是由于它位于谓语短语

的起首位置。跟（ １０）相当的选择句式事实上是不合语法的：

（ １２）　ａ．＊你到底给他写信不给？

ｂ．＊你到底向他借钱不向？

因为给定的选择问句的可接受性依赖于它们表现为省略的可接受

性，那么例（ １２）的不可接受性就间接地跟以下两方面相关，一是

“ 给” ——假如“和 向”的词类，二是它们作为谓语短语中心的身分，

具体的词类归属和中心身分对省略的可接受性确有影响的话。一

个非常粗略的关于相关成分省略的规则是把一个谓语短语简化为

其中心的规则；根据这个粗略的规则，（例 １２）的不可接受性仅仅可

以作“为 给”“和 向”不是它们各自谓语短语中心的证据，而丝毫不

能说明它们的类属。

另一类事实有时也常被作为确定某些词为动词的理由，那就

是看能否作为句尾带“ 吗”的是非问句的简答形式。如果我对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１）关于选择问句的理解和阐释不错的话，那么问句简

答的省略规则应该跟选择问句里的省略规则是一样的，这样，一个

词能作简答便不能证明其为动词，而仅可以证明它是问句谓语短

语的中心。有一个可以作问句简答形式的词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困

惑，但我自认为我的推测可以解决这一难题。这个词就是“ 在”。

在一些包“含 在”“的 吗”问句里，肯定的简答式不仅可以而且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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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而 “ 在”字另一些同样问句里肯定简答式不“是 在”而是跟

短语相结合的那个动词性成分的中心：
＊（ １３）ａ．问：张三在那个旅馆里住吗？答：在／住。

＊答：住过ｂ．问：你在那个旅馆里住过吗？ ／ 在。

我推测，决（定 １３ａ）（和 １３ｂ）不同的因素在（于 １３ｂ）里“的 在”字短语

不是动词的修饰成分就是补足成分，无论如何不在谓语中心之内；

反之，（ １３ａ）里“ 在”字短语具有表示处所和作为进行体标记的双

重功能“，在”作为体标记角色当然成为谓语短语的中心，因而最适

合于用作简答的只能是它而不能是跟它结合的动词。

许多语言学者在描写汉语时都在能否确认介词的成立问题上

踟蹰不定，多半是由于所谓介词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动词并且有

不少至今还可以用作主要动词。然而我仍然愿意指出汉语已经形

成了一个明显区别于动词的词类，应该明确地称之为介词，我将利

用建立在词类共性基础上的测试词类的标准来证实我的看法，这

些词类共性我认为是已经得到证实的。我将集中在表面成分结构

和从属关系都相似的那些句子上进行讨论，以便使句中那个被测

试成分的词性是造成句法差异的唯一因素。我将专门考察动词短

语前有一个修饰性短语的句子，如以下的（例 １４（），１４ａ）是一个由

公认的动词分词形式作修饰语的例子；（ １４ｂ）是一个可视作介词

短语而不能算作动词短语的成分作修饰语的例子（； １４ｃ）是一个

不同的分析者有不同看法的修饰语的例子：

（ 　１４）　ａ．张三［ｖ’穿着大衣］上了街，

ｂ．我家［ｐ’离公园］很远。

ｃ．张三［？跟李四］说话。

如果问我动词跟介词跨语言的系统性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

至少包括以下五点：

Ⅰ．介词通常就跟一个名词性成分结合，而跟动词结合的名

词．短语的数目可以是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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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介词短语的典型用法是作修饰语，动词短语的典型用法是

作谓（语 即，跟名词性成分结合成句子）。

Ⅲ．介词受随伴移位规则的制约，动词则不受其制约。

Ⅳ．动词的宾语往往可以被外移或删除，介词宾语却不太允

许自由地外移或删除（ 被外移或删除的自由度在不同语

言里表现各异，英语里这一点就不很自由）。

Ｖ．介词比动词更易于允许其宾语统辖较高层次的成分，如

以下二例的可接受性不同：

（ １５）ａ．　Ｊｏｈｎ　ｍａｄ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 约翰就各例说明一个观点。）

？ａ＇．　　Ｊｏｈｎ　ｍａｄ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 约翰利用各例说明一个观点。）

从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一个观点）在ｅａ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各例）语义上看，ａ　ｄｉ

的辖域之内，然而这个解释很难用于说（明 １５ａ＇），其可接受度也很

低。

－Ⅱ）普遍特征（ Ｉ 对确定（ １４ｃ）那样句子的句法范畴没有任

何帮助，因 Ⅱ）来衡量，相关的那个短语是为这类句子如果用（ Ｉ－

修饰语，宾语数不多也不少，似可归入介词短语，但归入动词短语

也是可以的。普遍特征（ Ⅲ）大体上能用于测试汉语里的动／介类

属问题，但把它作为一项测试标准首先须要辨清随伴移位的实例，

而汉语里 －缺少公认为随伴移位实例的种种外 移移手段（ 如ＷＨ

位），即，一个特殊类型的成（分 比如一个疑问代词）移位，把它作

为自己的宾语的介 词也伴随着移位。汉语里某些介词短语占据话

题位置的例子里可能牵涉到随伴移位，但在这种例子里也很难甚

至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论据以证明是介词的宾语话题化而不是整

个介词短语话题化了。

剩下的两条普遍特征对于汉语中把介词与动词区分开来是极

其有用的测试标准。汉语里至少有一种外移手段，即话题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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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ａ），至少有一种删除手段，那就是关系代词删除，（如 １６ａ＇）。由

于在大多数语（言 我相信包括汉语）里，动词允许外移或删除宾语，

而介词不允许外移或删除其宾语。因此这两条可以用来区分动词

和介词。

。（ １６）　ａ．张三［我没批评

ａ［＇．他昨天批评 ］的人

ｂ．那件大衣，他［ｖ’穿着 ］上过街。

ｂ’．他［ｖ’穿着 ］上过街的那件大衣

？ｃ．那个乐曲，他听着 做过饭。

？ｃ’．他听着 做过饭的那个乐曲

＊ｄ．那个公园，我家［ｐ’离 很远。

＊ｄ＇．我家离 很远的公园

＊ｅ．那栋房子，他［Ｐ，从 ］跑出来了。

＊ｅ’．他从 跑出来的房子

对于公认的动词来说，外（移 如例１６ｂ，ｃ）和删（除 如例１６ｂ＇，ｃ＇）对

句子的可接受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对那些可以叫做介词

的词来说，其宾语的外移和删除（ 如例１６ｄ，ｄ＇，ｅ，ｅ＇）使例子完全

不能接受。鉴此，外移和删除这两条还可以用在“ 跟”这类副动词

的归属争议问题上：凡允许其宾语外移和删除的时候，就表现为动

词，凡不允许其宾语外移和删除的时候，就表现为介词。下面的

例（ １７）显示了对有争议的词“ 跟”运用这种测试的结果：
＊

去看过电（ １７）　ａ．李四，张三［跟 影。

＊．张三跟ａ＇ 去看过电影的朋友
？ｂ．李四，张三［跟着 去看过电影。

可以看出“，跟”的表现像介词“而 跟着”的表现近乎动词。从历史

上说“，跟”是个动词“，跟着”是它的现在分词形式。（从 １７）得出的

可接受性判断暗示着“ 跟着”还保留着它历史上的动词属性，而

（ １７）所表现出的“ 跟”的用法已应该重新分析为介词了“。沿”和

“ 沿着”也基本上可以同样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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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那条海岸，潜水ａ． 艇［沿 走过。

ａ．＊潜水艇沿 走过的海岸

ｂ．那条海岸， ］走过。潜水艇［沿着

普遍特征（ Ｖ）也是一个对确定类属非常有用的标准，因为一

个修饰成分中的宾语如能充当“ 浮标”量词“ 都”的先行成分，那么

这个修饰成分是介词短语而不是动词短语，由此可以把介词短语

跟动词短语区分开来。
＊（ １９）　ａ．他［ｖ’穿着那三件大衣（］都）上过街。

ｂ．我家［Ｐ’离那三个公园（］都）不远。

似动词（的 １９ａ）跟“ 跟着”表现一样，似介词（的 １９ｂ）跟“ 跟”表现一

样，证实了我们在分析例（ ｌ７）时提出的词类归属，虽然在这一点上

“ 沿”和“ 沿着”没有表现出这种重要的区别：

（ ２０）　ａ．我［Ｐ，跟他们（］都）去看过电影。

ａ．我［ｖ’跟着他们（］＊都）去看过电影。
？ｂ．他沿这条（街 都）走了一遍。
？

都）走了一遍。ｂ．他沿着这条（街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作为词类判断标准的动词词尾标记往

往决定着一个词的词性。这些作词尾标记的语素只附着在动词

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出现在“ Ｘ着”或“ Ｘ了”这种形式里，那

么Ｘ就可以确定地称为动词。但是恐怕不能由此随意推出Ｘ在

其他用法时也是动词或“ Ｘ　”了”“ Ｘ着”组合也是动词的结论。一个

形式的某种用法可以重新分析而其他用法不一定受影响，就像英

语介词ｆｏｒ用在ｆｏｒ－ｔｏ补语里时就应该重新分析为标补成分而不再

看作介词。同样，像动词词尾“ 着”这样的形式 下文中也在一定上

不免要重新分析出一个新的类属来，（ 参看Ｋａｊｉｔａ１９７７）这就如同

英语里的ｃｏｎｃｒｎｉｎｇ和ｒｅｇａｒｃｌｉｎｇ显然是动词的分词形式，但当它ｅ

们用作ａｂｏｕｔ意思时就被重新分析为介词；从随伴移位可以看出其

介词性质，而不同于动词：

（ ２１）ａ．　 ｈｅ　ｍａｄｅ　ｉｎｑｕｉｎｅｓ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ｎ ｗｈｏ］ｉｎ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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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Ｊｏｈ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ａｖｅｂ　ｅ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ｖ　ｗｈｏ ｎ　

ｂ．　ａ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　ｗｈｏｍ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ｈａｖｅ　ｍｉｘｅ ｌｉｎｇｓｄ　ｆｅｅ　
＊ｂ． ｗｈ　ｏｍ ａｎ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 ｉｄｉｏ　ｔ］ｍｏｒｅａｎｄ ｐｅｏｍｏｒｅ 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虽然“ 跟着”和“ 沿着”还保留着它们的动词身分，有些“ 着”形式却

已获得了介词身分：

＊（ ２２）　ａ． ］放那条船，他们［往 过枪。
＊ａ．他们往 放过枪的船

ａ．”他们往那三条船都放了枪。
？？？ｂ． 那条船，他们［往着 ］放过枪。
？？？ｂ． 他们往着 放过枪的船
？”ｂ（．　）他们往着那三条船都放了枪。

我推测，这里修饰语里的“ 往着”恐怕是介词，尽管“ 着”尾标明了它

过去的动词身分。至少还有一个包含动词形态标记的形式也是介

词，那就是带完成体标记“ 了”的“ 为了”：

（ ２３）我为了那些（人 都）做出过牺牲。

这些测试可以支持我们把若干有争议的词归入介词类：

＊（ 剥了皮。２４）　ａ．　那个桔子他把

＊ 剥了皮］的ａ＇．［他把 桔子

ａ．”他把那三个桔子都剥了皮。
＊　ｂ．那个土匪，我被偷了钱。
＊［ｂ＇．我被 偷了钱］的那个土匪

．”李四ｂ 被那些入都请吃过饭。
＊ｃ．张三，李四比 高。
＊ｃ＇［李四比 高］的人

ｃ．”李四比他的哥哥都高

有一大类句子一眼望去容易误解为“ 被”的宾语并非像（ ２４ｂ＇）那样

不能删去，那就是（ ２５）那种“ 简约被动式”，我所说的不能删去的

“ 被”的宾语在这里恰恰被删去了。

（ ２５）我被偷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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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像（ ２５）这样的句子里，被动标记“ 被”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而

是复合动词的一部分。为证明这种句子的确是“ 被”跟动词的复合

而不能随意省去“ 被”的宾语，我注意到当“ 被”和动词之间有某种

插入成分时，所谓“ 被”字宾语的省略是不可能的。（ ２６ｂ）这种例子

很有意思，下面另外再谈。

（ ２６）　ａ．我被他从身上偷了手表。
＊ａ我． 被从身上偷了手表。

ｂ．他被残忍的杀了。

同样，当总括副词“ 都”以主语为先行词时“，都”既可以出现在一个

完全的“ 被”字短语前，也可以居于其后，但对一个光杆的不带宾语

的“ 被”字来说，却只能居其前，不能在其后，也恰好表明不带宾语

的“ 被”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而是复合动词的一个组成部分：

（ ２７）　ａ．那些人都被李四请来了。

ａ’．那些人被李四都请来了。

ｂ．那些人都被请来了。
＊ｂ＇．那些人被都请来了。

同样还需指出的是像“ 送给”“ 付给”这样的组合也是复合动词，例

如（ ２８ａ）不把“ 给他”分析为一个介词短语，而是分析为复合动词

“ 付给”带了两个宾语，完成体词尾“ 了”的位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

占，

（ ２８）　ａ．我付给他二百元。

ｂ．我付给了他二百元。

ｂ’．我付了给他二百元。

不是所有的这些复合词都允许外移第一个宾语，但是像（ ２９ａ）这样

的例子可以外移，原因在于它并非是介词“ 给”的宾语而是复合动

词“ 付给”的宾语：

（ ２９） 二百元］的人ａ［．我付给

ａ’．那个人 二百元，我付给

那么，像（ ２６ｂ）那样“ 被”字没有表面宾语，让人第一感觉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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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定了“ 被”是复合动词一部分说法的例子，该怎么看待呢？我

把那个拆开“了 被”和动词的成分推断“为 动词修饰语”，这是对照

于动词短语修饰语、句子修饰语和动词补足语而言的（ 如例

２６ａ＇）。根据我关于修饰语的基本假设，修饰语跟被修饰成分的组

合与被修饰成分应属同类，也就是说，动词修饰语加上一个动词

就相当于一个动（词 而不是一个动词短语），如“果 残忍的”是一个

动词修饰语，那么“ 残忍的杀”就是一个动（词 ３０ａ），可以跟“ 被”字

组合成复合词。反之，其他类型的表达式（ 如３０ｂ）根本不是跟动

词组合成句法结构的，更谈不上整体作为一个动词了，故而不适

合“跟 被”字组合成复合词：

ｖｖ ′′（ ３０）　ａ ｂ．

ＡＮｖ ｄＶ ′ＶＰ

Ｖ ＶＡｄｖ ＮＰ

残忍的杀

动词修饰语是一种可以插在无宾“ 被”字和动词之间的东西，这和

无宾“ 被”字是复合动词的第一个语素的假设并不冲突。

３．汉语里两类可以算作后置词的词

以上讨论中我们用几条假设的普遍特征得出了介词这么一个

类，这个类应既包括前（置 介）词，也包括后（置 介）词。这就出现了

一个问题，是否那些常被人们划归后置词的词也同样具有我所指

出的汉语介词的那些性质呢？除了那个无所不在的，其身份很难

被吸收到任何类别里去的“ 的”字外，有两类似乎可以叫做后置词

的语索可以讨论，一是．以前”和“ 以后”，一是方位词“ －上“” －

下“”－里”。这两类以往都被认为是名词而作动词

“ 以前”明显地具有我上面讲的介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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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买了啤酒。（ ３１）　ａ．那场球赛，他
＊ 以前买了啤酒］的那场ｂ［他 球赛

ｃ．他那三场球赛以前都买了啤酒。

这些事实说明“ 以前”符合介词用法，然而为了排除它是名词的可

能，我还需要找出一些它表现不像名词的事实。在“ 都”字的用法

上，名词事实上跟介词没有什么区别，至少当我们把一个领格修饰

语放在名词上的时候，跟动词／介词的宾语表现是相似的，因为像

（ ３１ｃ）那样例子里“ 以前”换成一个相对应的名词是可以接受的：

（ ３２）他三个人的书都看过。

至此我还难以对“ 以前”的词性在名词与介词之间作出抉择。

方位词在这些测试面前的表现同样是既适于解释成介词又适

于解释成名词。我首先注意到，“ 都”和它先行成分的关系不仅可

以越过一个介词短语或名词短语而且能越过两个，就是说，作为

“ 都”的先行成分的名词短语不仅可以是一个介词的宾语，而且还

能是一个作介词宾语的介词短语里的宾语，或者是介词宾语内的

一个领属语：

（ ３３）　ａ．在九龙车站比在其他车站都舒服。

ｂ．他的书比其他作者的书都有意思。

（例 ３４）表明作为介词宾语的“ 名词＋方位词”组合可以充当“ 都”的

先行成分，但是这个事实同样适用于说明方位词是介词或是名

词，即，如果方位词是介词（，３４）　就类同于（ ３３ａ），如果方位词是名

词（，３４）就类同（于 ３３ｂ）：

（ ３４）ａ．张三在那三家铺子里都买过东西

ｂ．张三从那三家铺子里都偷了东西。

我曾经在其他文章（ 　ＭｃＣａｗｌｃｙ１９８９：２６）里用Ｃｈｕ（ １９８３）的例子讨

论过方位词其实是名词，理由是凡是名词性成分适用的表达式里

方位词都可以出现在同样的位置而介词往往不行，例如作“ 把”字

的宾语和作“ 被”字结构的主语：

（ ３５）　ａ．孩子们（把 在）家里弄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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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家里被孩子们弄得乱七八糟。

但是，这样解决方位词的类属争论跟以上提出的介词普遍特征的

标准并不相关，因此对这里的讨论没有什么意义。

例（ ３５）为什么用“ 在”不能说，可以用（Ｌｉ１９９０：３０）提出的“ 介

词短语不能出现在‘语义格（’ Ｃａｓｅ）位置”的概括来解释，她曾用下

面这样的例子说明这个观点：
＊（ ３６） 在）公园里作为野餐地点。　ａ．我们（选

（ｂ．＊在）星空下是睡觉的好地方。

ｃ．他（从 ＊在）门的后边来。

（ ３３ａ）那样的例子说明事实并不总像Ｌｉ虽然例 的概括所说的那

样，介词的宾语位置有时并不排斥介词短语，汉语里名词短语和

介词短语在句法框架中的互补分布比英语分明得多。此外，Ｌｉ的

概括还涉及一条区分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的普遍特征，可以把

（ ３５ａ）归入此类，那就是，名词短语总是典型地占据论元位置，介

词短语总是典型地占据修饰语位置。不同的语言里名词短语和介

词短语在多大程度上能允许占据非典型位置各有不同（ 例如，英语

在有限范围的句子里允许介词短语作主语，比如例（ ３６ｂ）译成英

文是：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ｉ　ｓ　ａ　ｇ Ｊ ｒｏｏｄ　ｐｌａ ｓｃｅ　ｔｏ　ｓｌｅｅｐ．　 （ｋａ１ａ ９８６）ｗｏ 对这种

可能性有详细讨论）在像汉语这样的语言里，介词短语只在极有限

的范围内能作介词的宾语（ 即，“ 比”允许一个介词短语在特殊情况

下作其宾语），因此可以把能作介词的宾语这个事实作为把某些组

合归属为名词短语而不是介词短语的依据。

再回到“ 以前”等词的问题上来，它们在类似于（ ３５）的句子中

同样是可接受的，“ 晚饭以后”表现得更像名词短语不像介词短语，

因而“ 以后”是名词而不是介词：

（ ３７）ａ．张三把晚饭以后看作最好的休息时间。

ｂ．晚饭以后被张三看作最好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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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汉语里有形容词吗？

汉语里是否有形容词这样一个范畴的问题同样是很有争议

的 Ｌｉ和。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大概就是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１）提出

的叫做“ 形容词性的动词”，从而确认有相当于形容词的这么一个

类，但认为是动词的一个次类。下面我将给出一系列关于形容词

和动词范畴的普遍特征，以便在任何一种已知语言里为判定一类

词是形容词还是动词提供理据：

Ⅰ．动词可以直接跟宾语组合，但形容词通常不能，只能靠介

词引出名词宾语。

Ⅱ．动词可以接受三个论元成分；形容词最多只能有两个论元

成分，且通常只带一个。

Ⅲ．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动词要靠某种形式变化才

行，如用分词形式，像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正在睡觉的孩子）。

Ⅳ无论在形态和语序上，程度成分和比较成分跟形容词结

合比跟动词结合更直接：

（ ３８）　ａ．　Ｊｏｈ ｔｈａｎ　ｏｆ　Ａｉｍ．ｎ　ｉｓ　ｆｏｎｄ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ｙ

（ 约翰喜欢玛丽甚于喜欢安娜。）

ｌａ＇　．　Ｊｏｈｍ　ｉ　ｋｅｓＭａｒｙ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ｎｎ（． 同上）

ｂ．　Ｊｏｈｎ　ｉｓ　ｖｅｒｙｆｏ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ｙ．约翰非常喜欢玛丽。）

， ｌｉｋｅｓ　Ｍａｒｙ ｎｍｃｖｅｒｙ ｈｂ．Ｊｏｈ　ｎ （ 同上））

（ ｆｏｎｄ是形容词，ｌｉｋｅ是动词）

形容词作谓语时通常要靠一个系词连接，而动词不必。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公认的普遍特征有哪些能在汉语里确认出

形容词这一类来 Ｉ）反映在英语里表现在像ｌｉｋ。普遍特征（ ｅ

（ 动）／ｆｏ（ｎｄ形），　ｆｅ（ａｒ动）／ａｆｒａ（ｉｄ形）这样成对的近义词上，其中的

形容 总是要在其宾语前加上介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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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喜（ ３９）　ａ．　Ｊｏｈｎ　ｌｉｋｅｓ　Ｍａｒｙ 欢玛丽。）

ａ＇Ｊｏｈｎ　ｉｓ　ｆｏ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ｙ（． 同上）

ｂ．　Ｊｏｈｎ　ｆｅａｒｓ　ｓｎａｋｅ（ｓ．约翰怕蛇。）

ｂ’．Ｊｏ　ｈｎ　ｉｓ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ｓｎａｋｅ（ｓ．同上）

如果汉语里也有近似的成对的事实，就可以确定一个区分动词和

形容词的可靠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其他方面表现像形容词的

词带宾语时是带介词的，而其不像形容词的同义词不带介词这样

就可以进一步确认前者为形容词后者为动词。但是，要想用这个

标准得出某种结果的话，一则必须有那样成对的词存在，二则必须

有某种独立的形容词判断标准。我知道汉语里并没有这样清晰的

成对的词的实例，尽管蒋自新指出“ 不满”的两种用法有可能构成

这样的一对：

（ ４０）ａ．张三不满李四。

ａ’．张三对李四不满。

Ⅱ）是在业已建立了两个范普遍特（征 畴并且明了它们论元个

数的系统区分的前提下提供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目前状态下

这一条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并不具备那样的两个现成范畴。

普遍特征（ Ⅲ）在区分形容词和动词方面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

条，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１）也的确是用它来讨论以下例子“里 好”的

形容词性质的：

（ ４１）他是一个好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 好人”是一个短语组合，它的组成部分就应该

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允许有其扩展方式，“ 好”就应该像在其他场合

一样能带有它的程度表达方式和比较表达方式。但所有这样的形

式却都是不合语法的：
＊（ ４２）　ａ．他是一个很好人。
＊ｃ．他是一个比你好人
＊ｂ．他是一个不好人。

ｄ．他是我的最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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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都不能说，证“明 好人”不是一个句法结构体，其组成部分

通常可以任意扩展，而是一种必须适合于形态和／或音位模型的近

乎复合词的形式。

如果要证实“ 好人”是短语组合而不是复合词就必须证明它有

很强的能产性。以下“ 好Ｘ”，中Ｘ可以替换成不同类型成分的事实

Ｘ”中第二个成分不是很受限制：似乎表“明 好

（ ４３）一个好大学　　一把好二胡　　一块好肉

但是蒋自新注意到随着第二个成分长度的增长，整个表达式的可

接受性就有所减弱：

（ ４４）ａ．一杯好酒 ｂ．一个好杯子
？一杯好啤酒 一个好玻璃杯

？ ？？一杯好葡萄酒 一个好玻璃杯子
？？一杯好绍兴黄酒

如果跟“ 好”结合的那个成分的语音形式或形态形式是决定语义讲

得通的组合能否接受的主要因素的话，就表明制约这种组合方式

的规则是构词规则而不是句法规则，那么也就是说“ 好人”实际上

是个复合词而不是短语。

普遍特（征 　Ⅳ）是根据与程度成分和比较成分结合“的 紧密度”

来区分形容词和动词。但我知道汉语里不同的谓语成分跟程度、

比较成分结合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尽管谓语成分直

接带着宾语（ 不用介词），程度和比较成分还是能直接放在谓语前

面：

（ ４５）　ａ．我很喜欢张三。ｂ．我比李四喜欢张三。

这意味着这些成分用普遍特征（ Ⅰ）来衡量像是动词；用普遍特征

ＩＶ）衡（ 　 量时它又显示出很强的跟程度、比较成分结合能力，因此又

很像形容词。

最后，那些通常对译成西方语言中的形容词的成分作谓语时

是不需要系词的：只有名词性成分作谓语时才需要带系词。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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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条普遍特征能够确认汉语中存在一个确实体现形容词特点

的词类。据此，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汉语里可以说根本没有

形容词这样的范畴，也谈不上有Ｌｉ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称为“ 形容词性的

动词”那样的动词次类：那些各种各样的公认为形容词的东西并没

有什么特殊的类身份，全都是动词而已。

５．尚需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词类范畴的讨论还远不能说穷尽了汉语里有待解决

的词的归类问题的全部，在这些范围内至少还有以下一些词的归

属问题还需探讨，如，各种并列连词问（题 作为并列连词“的 跟”与

“ 和”是否同时也是介词？“而 或者”“与 还是”却除了连词之外没有

介词的功能？），那个无所不在“的 的”字问（题 直觉上看它像个后置

词，但它能归属于我们上面确认的介词吗？），各种数量组合问题

（ 像Ｌｉ１９９０那样把“ 三次“”三年”等归入名词短语或名词吗？），以

及各种从属连词问（题 可以归入介词吗？“如 要是“”虽然”等，不仅

可以出现在分句的开头还可以出现在中间，该如何处理？）。最后

我希望能把本文的这种词类处理方法发展得更全面，为把上述这

些词以及汉语里所有有待定类的词都归入一定的词类而提供一个

原则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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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１９９１）。

陈平１９９１　 《 现代语言学研究一一理论·方法与事实》，重庆出版社。

陈平１９９４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 中国语文》

第 ３期

１９８２同复合趋陈信春 向补语并见的宾语的位置《 中国语文通讯》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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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希亮１９９３汉“语 连”字句的语用分析《， 中国语文》第２期。

戴浩一　　薛凤生主编１９８《９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 中译本），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６１《 现代汉语语法丁声树等１ 讲话》，商务印书馆。

试论所范方莲１９６４ “谓 动词重叠”《， 中国语文》第４期。

３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 中国语文》第２期。范继淹１９６

句，《范继淹１９８４多项ＮＰ 中国语文》第１期。

汉语句范继淹１９８５ 段结构，《 中国语文》第１期。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中国语文》第５胡明扬１９８１ －６期。

９９（２ 海盐方言胡明扬１ 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９９３语胡明扬１ 体和语法，《 汉语学习》第２期。

２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 语言教学与研胡裕树１９８ 究》第４期。

《 语言系统与功能》胡壮麟主编１９９０ ，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国营 “ 的”字的句法、语义功能（，语言研究》第１期。１９８２

９８５现代汉语里的名作动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竟 成 １ 第１期。

９６２语助词“ 看”的形成时代，《 中国语文》第６期劳 宁 １ 。

《 现代李临定１９８６ 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

李 关于动词重叠，《 中国语文》第４期。人鉴１９６４

李 ３两对例子，在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会上的发言。荣 １９９

李兴亚１９８０宾语和数量补语的次序，《 中国语文》第３期。

李兴亚１９８９ 试说动态助词“ 了”的自由隐现《， 中国语文》第５期。

李宇明１９９６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中国语文》第１期。

廖秋忠１９８３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 中国语文》第４期，又

见廖秋（忠 １ ２）。９９

ａ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 中国语文》第４期，廖秋忠１９８４ 又见

廖秋（忠 １９９２）。

《 语言的共性与类型廖秋忠 １９８４ｂ 》述评《， 国外语言学》第４期，又见廖秋忠

（１９９２）。

廖秋 篇章中的框一棂关系与所指的确定《，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三），忠１９８６ａ

北京大学出版社，又见廖秋忠（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１９８６ｂ 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 中国语文》第２期，又见廖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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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１９８６ｃ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 中国语文》第６期，又见廖秋忠

（ １９９２ｂ）　。

廖秋忠１９８８篇章中的论证结构，《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１期，又见廖秋忠

（ １９９２ｂ）　。

廖秋忠１９９１ａ也谈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 国外语言学》第２期，又见廖秋忠

（ 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１９９１《ｂ 语言的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典型》评介，《 国外语言学》第

４期，又见廖秋（忠 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１９９１ｃ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４期，又见廖秋

（忠 １９９２　ｂ）。

廖秋忠１９９２ａ现代汉语并列名词性成分的顺序，《 中国语文》第３期，又见廖

秋（忠 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１９９２ｂ《 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刘丹青１９８６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 语言研究》第１期。

刘丹青１９９４《 南京方言词典》引论，《 方言》第２期。

刘丹青１９９４“ 唯补词”初探，《 汉语学习》第３期。

刘坚１９９２《 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 中国语文》第４

期 。

刘宁生１９９５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 中国

语文》第２期。

刘世儒１９５９ａ汉语动量词的起源，《 中国语文》第６期

刘世 儒１９５９ｂ 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 中国语文》第１１期。

刘勋宁１９８８现代汉语词尾“ 了”的语法意义，《 中国语文》第５期

刘勋宁１９９５清涧话的“ Ｖ瞧”（ 未刊）。

刘月华１９８３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 中国语文》第

期 。

刘月华１９８８趋向补语的语法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语法研究和探索》（ 四

社

刘月华 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潘文娱 故 １９９３《 实用现代

陆丙甫１９ 社上海教育出版９３《 核心推导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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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１９５９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 看”，《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陆俭明１９８０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 中国语文》第３期。

陆俭明１９８４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 中国语文》第５期。

陆俭明１９８５关“于 去＋ＶＰ”，和“ ＶＰ＋去”句式《，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４期。

陆俭明１９８６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 中国语文》第３期

陆俭明１９８８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 语法研究和探索》（ 四），北京大学

出版社。

陆俭明 １９９４ 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 中国语文》第５期。

吕叔湘１９４４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见吕叔湘（ １９９０ｃ）。

吕叔湘１９４６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见吕叔湘（ １９９０ｃ）　。

吕叔湘１９４“８把”字用法的研究，见吕叔（湘 １９９０ｃ）　。

吕叔湘１９５６《 中国文法要略（》 修订本），见吕叔（湘 １９９０ｂ）。

吕叔湘１９６５ａ“ 他的老师教得好”和“ 他的老师当得好”，《 中国语文》第４期，

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３）。

吕叔湘１９６５ｂ被字句、把字句动词带宾语，《 中国语文》第４期，又见吕叔湘

（ １９９０ｃ）。

吕叔湘１９７《６ 现代汉语语法提纲》（ 油印本）。

吕叔湘１９７７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２期，又见吕叔湘

（ ）。１９９２ｂ

吕叔湘１９７９《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０ｃ）。

吕叔湘１９８０临时单音词，《 中国语文》第５期，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３）。

吕叔湘（ 主编）１９８０《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Ａｎ　　Ｌ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ｒｎｍｃａ，《 中级英语语法》，北京出版

　社 。

吕叔湘１９８４　“ 能”和“ －得－”《， 中国语文》第２期，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３）。

吕叔湘１９８５ａ动趋式＋宾语的语序，《 中国语文》第３期，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３）。

吕叔湘１９ 疑问·否定·肯定，《 中国语文》第４期，又见吕叔湘（ １９９２ａ）。８５ｂ

吕叔湘１９８５ｃ《 近代汉语指代词》（ 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又见吕叔湘

（ １９９２ａ）

吕叔湘１９８９未晚斋语文漫谈·词类活用，《 中国语文》第５期，又见吕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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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３）。

吕叔湘 １９９０ａ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 中国语文》第６期，又见吕叔湘

（ １９９２ａ）。

吕叔湘 １９９０ｂ《 吕叔湘文集（》 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１９９０ 第二卷），商务印书馆。《ｃ 吕叔湘文集（》

吕叔湘 １９９２ａ《 吕叔湘文集（》 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第四卷），商务印书１９９２《ｂ 吕叔湘文集（》 馆。

吕叔湘 １９（９３吕叔湘文集（》 第五卷），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饶长溶１９８１试论非谓形容词，《 中国语文》第２期，又见吕叔湘

（ １９９０ｃ）。

马庆株 １９８３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 语言学论丛（》 第十辑），商务印书馆，

又见马庆（株 １９９２）。

马庆株 １９８４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 语言学论丛》（ 第十三

辑），商务印书馆，又见马庆（株 １９９２）。

马庆株 １９８７名词性宾语的类别，《 汉语学习》第５期，又见马庆株（ １９９２）。

马庆株 １９９《２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马庆株 １９９５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 中国语文》第５期。

　马　 真 １９８５把字句补议，《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孟 琮 １９８２口语里的一种重复—— 兼“谈 易位”《， 中国语文》第３期。

孟 琮 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１９８７《 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屈承熹 １９８３《 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朱文俊译，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１９９３。

饶长溶 １９６３主谓句主语前的成分，《 中国语文》第３期。

饶长溶 １９８４动宾组合带宾语，《 中国语文》第６期。

邵敬敏 １９８９语气词“ 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 中国语文》第３期。

沈家煊 “从 对答”“看 话题一说明”《，１９８９不加说明的话题—— 中国语文》第

５期。

沈 １９９４家煊 “ 语法化”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４期。

沈家煊 １９９５“ 有界”与“ 无界”《， 中国语文》第５期

沈 阳 １９９４《 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石毓 １９９５时智 间的一维性对 中国语文》第１期。介词衍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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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为１９９５主语后停顿与话题，《 中国语言学报》第５期。

叔　　湘１９８“４ 谁是张老三？”＝“ 张老三是谁？”？《， 中国语文》第４期。

宋玉柱１９８“１把”字句“、对”字句“、连”字句的对比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论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孙朝奋１９９４《 虚化论》评介，《 国外语言学》第４期。

太田辰夫１９５８（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太田辰夫１９８《８ 中国语史通考》（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

社，１９９１。

汤廷池１９８１《 国语语法研究论集》，学生书局，台湾。

王克仲１９８９《 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　　力１９８５《 中国现代语法》（ １９４４年初版），商务印书馆。

吴福祥１９９４尝试态助词“ 看”的历史考察，第六届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论

文。

萧国政１９８６隐蔽性施事定语，《 语文研究》第４期。

心　　　叔１９６２　关于语助词“ 看”的形成《， 中国语文》第８－９期。

邢福义１９８４说“ ＮＰ了”句式，《 语文研究》第３期，又见《 邢福义自选集》，河

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邢向东１９９３神木话的“ 尝试补语”和“ 短时补语”，《 中国语文》第２期。

徐　　丹１９８９北京口语中非指人“的 （他 它）”《， 方言》第１期。

徐　　杰李英哲１９９３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 否定”“ 疑问”，《 中国语

文》第２期。

徐枢１９８５谈谈句群．《 语文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徐枢１９８５《 宾语和补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杨成凯１９９０　 Ｅｍｉｃ 言学》，延边大学／Ｅｔｉｃ分析和语言单位的同一性《， 现代语

出版社

杨 国语文》第１期成凯　１　９９２ 广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 中

《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七），杨成凯　１　９９５高谓语“ 是”的语序及篇章功能研究、

商务印书馆。

余霭芹　１９９５ 广　东开 　平方言“的 的”宇结构《， 中国语文》第４期。

袁　宾１９９２《 近代汉语概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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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毓林１９９２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３期。

袁毓林１９９４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 中国语文》第４期。

袁毓林１９９４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 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

詹人凤１９９《５ 红楼梦》中宾语“在 动十趋１　十 ”中的位置及其他《， 中国语言趋２

学报》第６期。

张国宪１９９３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选择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张国宪１９９５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 中国语文》第３期。

张炼强１９８２人称代词的变换，《 中国语文》第３期。

张相１９５３《 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

赵元任１９６８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

书馆，１９７９。

郑怀德孟庆海１９９《１ 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郑鹅德１９８３福州方言单音动词重叠式，《 中国语文》第ｌ期。

钟兆华１９８５趋向动词“ 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 中国语文》第５期。

周焕常１９８１汉英处所状语和时间状语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硕士论文。

周小兵１９９０汉“语 连”字句《， 中国语文》第４期。

朱德熙１９８０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 中国语文》第２期。

朱德熙１９８《２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１９８３自指和转指，《 方言》第１期。

朱德熙１９８《５ 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１９８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中国语文》第５期。

朱德熙１９９３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

构《， 方言》第２期。

Ｂｏｌｉｎｅｅｒ．　Ｄ．　　１９８６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ｓ一 　Ｓｐｉｎ ｏｋｅｎ　ＥｎｇｌＭｅｌｏｄｙ ｉｓｈ．Ｅｄｗａｒｄ

Ａｎｒ ｔｏｌ（ｄＰｒａ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ｏｗ ＆ｎ，Ｃ． Ｃ．　Ｙｕｌｅ　１９８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　Ｐ．　１９８６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ｂｍａｇｅ，１０：

１　ｐｐ７９－９５．

Ｃｌａｒｋ，　Ｅ．　Ｖ．＆　Ｈ．Ｈ．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７９　Ｗｈｅｎ　ｎｏｕｎｓ　ｓｔｕｆａｃｅ　ａｓ　ｖｅｒｂｓ．　Ｌａｎｎｇａｕｓｇｅ　５５．４

ｃｏｎｕｃｉｒ．Ｂ．１９８１ＬａｇｎａｇｅｕＵｎｌｃｅｒｓａｌｓ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ｓｌｉｃＴｙｐｌｏｇ（ｙ语言共性和语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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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Ｃｒｏｆｔ，ｗ．１９９０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Ｃａｎｒ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ｉｘｏｎ，　Ｒ．　Ｍ．Ｗ．１９９１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Ｆｏｌｅｙ，　Ｗ．　Ａ．＆Ｒ．　Ｄ．　Ｖａｎ　Ｖａｌｉｎ，　Ｊｒ　１９８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Ｔ．

Ｓｈｏｐｅｎ　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与ｖａｃ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

Ｆｏｘ，　Ｂ．　Ａ．　１９８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Ｇｏｒｗ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

ｌｉｓ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ｉｖ６ｎ，Ｔ．　１９７６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　Ｎ．　ＬＩ．　ｅｄ．　１９７６，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Ｇｉｖ６ｎ．Ｔ．　１９９０ －　Ｓｖｎｔａｘ一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　Ⅱ．　Ｊｏｈｎ　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Ｍ．　Ａ．　Ｋ．　１９８５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Ｌｔｄ．

Ｋ．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Ａ．余霭芹）１９７１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宁春岩、侯方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Ｈｅｉｎｅ，　Ｂ．，Ｕ．　Ｃｌａｕｄｉ，＆Ｆ．　Ｈｉｉｎｎｅｍｅｙｅｒ　１９９１　Ｇｒａｒｕｎ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ｗ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Ｏ．　１９２７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ｒ语法哲学），何勇等译，语文出版

社，１９８８。

Ｋｕｎｏ，Ｓ．　１９８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１ｖ（ａｘ功能句法学），林书武译《， 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５

年第４期一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Ｌｅｅｃｈ，　Ｇ．　Ｎ．　１９８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见廖秋忠《： 语用学的原则》介绍，

《 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Ｌｃｖｉｎｓｏｎ，　Ｓ　．　Ｃ　．　１９８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沈家煊节译《， 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４

期；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３期。

Ｉｉ， －ｐｅｒｓｏ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ｚｅｒｏ－　Ｃ．　Ｎ．＆Ｓ．Ａ　．Ｔ　ｈｏｍｐｏｎ　１９７９Ｔ　ｌｒｉｒｄ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　Ｇｉｖ６ｎ　ｅｄ．，１９７９， Ｓｙｎｔ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Ｖｏｌ．　１２．　Ｎｅｗ

Ｖ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ｎｕｃ　Ｐｒｅｓｓ．

Ｌｉ　 ，Ｃ．Ｎ．＆Ｓ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１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　Ｆｒｕｗ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

ｍａｒ，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6

Ｌｉｇｈｔ，　Ｔ．　１９７９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Ｊｕｎｅ．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　Ｊ．　Ｄ．　１９９２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Ｐａｃｋａｒｄ，Ｊ．１９８６　Ａ　ｌｅｆｔ－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Ｍａｎ－

ｄａｒ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２１，　Ｎｏ．

３．

Ｐａｒｉｓ，　Ｍ　．　－Ｃ．汉语普通话中“的 连⋯⋯也／都”《， 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１年３期。

ＱｕｉｒｋＲ．　ｅｔ．　１９８５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ａｕｅｇｅ．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Ｃｒｏｕｐ．

Ｒｏｃｈｅｍｏｎｔ，　Ｍ．　Ｓ．　１９８６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Ｃ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ｒｓｔｅｒｄａ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Ｐ．　１９８５　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Ｓｈｏｐｅｎ　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Ｖｏｌ．　ｌ．

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　Ｒ．　Ｐ．　１９７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ｙｎｔａｄｉｃＴｈｅｏ（ｒｙ句法理论基础），吕叔湘、黄

国营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６。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ＯＶ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ｕｎ　，Ｃ．＆Ｔ．　Ｇｉｖ６ｎ　１９８５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ｅｘ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ｌ．　６１．

Ｔａｉ，　Ｊ．＆Ｗ．　Ｚ．　Ｈｕ　１９９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ＸＸＶＩ．Ｎｏ．３．

Ｔａｙｌｏｒ，　Ｊ．Ｒ．　１９８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ｔｙｅｓ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Ｃｌａｒｅｎ－

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０ｘｆｏｏｒｃ

Ｔｓａｏ，　Ｆ．　Ｆ．　１９７９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　Ｌｔｄ．，　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

Ｔｓａｏ，　Ｆ．　Ｆ．　１９８７ａ　Ａ　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Ｂ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

。Ｌｉｗｄｓｔｉｃ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ｓａ Ｓｏ－　ｃ山司＇　ｖｅ小ｏ，　Ｆ．Ｆ．　１９８７ｂ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ｉｎｇ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Ｌａａｇｇｔｕｔ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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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索引
术语后数码为所在章节

对比话题５半新半旧的４．２．３．１ ．４．２．２

本质属性词１５ 对比焦点６．１．１．２．４，１５．３．１

编码６ 对比项６．１．１．５

表称 对比性６．１．１宾语１３．３．３

不定 对比重音４．２．３．２，６．２．１，１１．３．２，１指成分７．５．２，８．２．１．２

补语否定式９． 对话语体３．３．１，４．１．２２．３

反问式９常规焦点６．１．１ ．２．１

反指１２．常规句３．３．１ １．１

泛指１１．３常规配位６．３．１ ，１１．３．１．２，１１．３．２．２，１２．　 １．１

非 常 规句 ３尝 试态 １０．０ ．３．１

承前性１． 非常规配位６．３．１３

呈 现 性 非谓形容词１４．３．２．１，１５．２．２．２６．１．１

程度等级（ １５．１ 非支配关系１３．３．２形容词）

非指抽象名词１４．２．２ 代化１２．１

分裂句６．２词类活用１４．１ ．２．２，６．５

否 定 预次要信息４．１．２ 设 ９．３．１

附加属性词１５．２．４，１５．“ 从旧到新”原则７．５．３．２ ３．１

功能游当前指１１．３．１．１ 移１４．１

典型性１ 后续句１．３４．２．２

定指成分１．３，７．５． 后照应１１．３．１．１２，８．２．１．２

动词重叠１０ 后置 主位３．３．２．３

动态过 互参代词１２．１．３程３．２．６

短 时态 １０． 话串４．２．３．２０

多项主位的 话 对 ４．２．３．２．５．５次序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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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功能弱化１４话 轮５．４ ．３．３

说题成分 内涵７．５．１，１３．５，１４．２．３１１．１．１

话题一说明３．１．１，４． 内 指 １１．３．１．１１．３

话 能愿否定式９．２．２题主位３．２．４

篇章成分互指１２．１ ３．１．２

篇章互指１２．１ 单位１．２

回指１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１．３．２ 篇章功能１．３．２，

１２．１．１ 篇章话题４．２．３．２

篇章主位３．兼类１４．１ ２．２

简练原则３． 启后性１．３３．１

前 照 应焦点结构２．３．１ １１．３．１．１

清楚原则３．旧信息７．５．３，８．２．２ ３．１

清结动词７．３，７．４ 景 指 １２．１

全新的４．２．３．静态的成品３．２．６ １

人际成分３．１．句类特征３．３．１ ２

句末焦点６．１． 人际主位３．２．３１

生命度１２．３．２，句末语气词４．２．３．２，４．３ 　 １４．２．１

句内话题４．２．３． 省 略 ５５２

句中语气词３．２ 时间范畴１２．２．１．１，４．０

句重音 时间顺序原则５．２．４４．２．１

可处 时间特征１４．３．１理原则３．３．１

实体７．５．空 间 范 畴 １２．２．１ １

空 间 实无所指１２．１．１特 征 １４．３．１

始发句１类指１２．１．３ ．３

说 明 性 ６．１．连 动 式 １０．３ １

他 称 １１．３．１临摹原则６．５ ．２

临时单音词１３． 特 指 １２．１．３２

特指问句６．１．零形代词１２．１ ２

领格 体词化１４．４．２短语１１．１．２

通指成分１．３领属结构１３．１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１２．１．３

领属性 同位性定语１３．１定语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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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同指关系１２．１．１

外延７．５．１，１３ 语体特征３．３．１．５，１４．２．３

外指１１．３ 语体制约１．１．１．１

语 序未然８．３．１ ３．１．１

谓词化１４．４． 语言行为３．２．６１

问答方式５．４．１ 语义强度６．４，９．１．１

预 设 ６．１．１，９．３无指成分１．３，７．５．１，８．２．１．１， ．１

１１．１． １，１３．５，１４．２ 章法１２．２．１，１２．４．３２，１１．３．２

支配关系１３．３．２先行词１１．３．１．１，１１．３．１．２，１１．３．２．２，

１２．１．１ 指别性６．１．１

限制性定 指称标记１２．１．２语７．５．２

指示新 信 息 ７．５．３，８．２．２ 域１２．２

信息单位３．１． 重要信息４．１．２３

重音焦信息度９．３．３ 点６．５

信息结 主题句４．２．２，４．２．３．２构３．１．１，　３．１．２

主位标志形一动语言１５．２．２．１ ３．２．１，３．２．６，４．１．３

主位成分３．２．１形一名语言１５．２．２．１

主位结构２．３性质形容词１４．３．２．２，１５．１ ．１，　３．１．２

虚指１ 主位一述位３．１．１２．１．１

叙述语体３．３．１，４．１ 主语一谓语３．１．１，４．１．３．２

已 专有名词１４．２．３然８．３．１

专指１１．３，１１．３．１．２，１１意念成分３．１．２ ．３．２．２

转指易 位现 象５．１ １２．４

准分裂句６．有标志反问式９．２．５ ３．３

有指 成分７． 准 定 语 １３．１５．１，８．２．１．１，

准主位标记４．１３．５，１４．２．３ ２．３

语 法化 ２．３．１，７．５．３．２，１０．３ 自指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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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１９８９年前后，我们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申请硕

士学位，不约而同的选了跟宾语有关的语序问题。初稿写成以后，

我们发现思路和方法惊人的一致，于是我们相约共同把宾语的语

序问题做下去。有了这个想法，才使我们有了钻研功能语法的动

力。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大学汉语专业学习的时候，

对汉语语法知识还不甚了了，朱德熙先生和陆俭明先生的语法课

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北大是我们启蒙的地方，不仅传授给

我们系统的语法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得到了从事语言研究的

基本训练。后来我们先后到了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文》编辑部工

作，语言所浓郁的学术气氛给了我们多方面的熏陶。记得当时吕

叔湘先生提出以廖秋忠、陈平、沈家煊等先生为主建立理论语言学

研究室，倡导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汉语的研究。我们在各种

场合接触到他们的学术思想，很受启发，发现功能主义的观点使我

们对过去熟悉的许多语法事实有了新的理解。同时我们又都有利

用自己熟悉北京口语的优势进行些系统研究的想法，一边学习，一

边研究，写出了一些借鉴功能主义思路的论文。

这本书是在１９９１年开始酝酿的。１９９２年我们以“ 当代北京口

语句式研究”的课题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的资助，使我

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经过了近四年的时间，如期完成了这个计

划。其中第一、七、九、十、十三、十四、十五章由张伯江执笔，第四、

六、八、十一、十二章由方梅执笔，其余各章均为合作。书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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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不成熟的，内容的安排也不尽合理，我们期待着得到批评和指

正。

我们从对功能语法一无所知，到能尝试着进行研究，并写出这

样一本书来，首先要特别感谢吕叔湘先生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感

谢引我们上路并给以我们许多具体指教的徐枢、饶长溶、廖秋忠、

陈平、沈家煊等先生。

最后，感谢沈家煊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吴明华先生为本书所

付出的劳动。

作 者

１９９６年２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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