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关于功能语类的划分标准?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梁燕 6月20日）
问：您提到汉语里的轻动词如“打”是个功能语类。但它的意思比英语的“do”实得多。
同样，也有人将量词当成当成一个功能语类。但有人反驳道，量词除“个”外意思都比较实，
因此它们不是功能语类。这样看来，似乎功能语类的划分标准不是很统一。所以我想请教您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功能语类的划分标准不是很统一。事实上，功能语类与
词汇语类的分别主要是其相 对 性 的虚与实之别。像“割、咬、砍”之类的动词当然是标准
的词汇语类，而在另一端的［e］
（没有语音成分的语素）显然则是标准的功能语类。但在这
两极之间仍然有些语素，其虚实程度只能以比较的方式来界定：
实义动词 > 轻动词 > 助动词 > 依附词 > 词缀 > [e]
(含语音)

(Clitic)

(不含语音)

我基本上把“打”与“do, make” [带语音成分的] 等都归为一大类，虽然有时后它们的
虚实程度还可以再细分。
“打电话”的“打”或许比 do the dishes 的 do 实一点，但“打哈哈、
打趣”里的“打”就比后者要更虚了。
（助动词的“do” 另属下一类。）当我们说轻动词、助
动词等属于功能语类之时，主要是因为它们比起实义动词来得虚，功能性比较高。但其功能
性显然仍不如依附词、词缀与[e]来得高。或许我们可以说实义动词是［+lexical, -functional],

轻动词、助动词是［+lexical, +functional］，而依附词、词缀、[e]（含不带语音成分的 DO,
CAUSE 与其他空词缀）等则应是［-lexical, +functional］
。一般说来，实义动词、轻动词、
助动词在语音上独立成词，不会引起移位现象。依附词、词缀与[e]在语音上不能独立成
词，必须依赖其它语素才能存在。但因其功能性强度的不同，其“存在” 的手段也不同。
依附词以移尊的方式附着于短语边缘（如 the King of England’s hat 里的“s” 属之）。在
词缀方面，法文的时制词缀的功能性比较强，因此“吸引”下面的动词往上移入；但英
文的时制词缀比较弱，无法驱动主要动词往上移，反而以移尊就座的方式遂行 Affix
Hopping 附着于动词之后。最后，不含语音成分的语素一般功能性比较强，都以 Attract
的方式驱动（显性）动词移位。这里所说的强与弱大约等同于Chomsky的［+strong,
-strong］。粗略言之，实词之虚化程度越高，其功能性就越强。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虽然一个功能语类的强与弱大约与其语义与语音的重量成反比
（或说与其语法化的程度成正比），当我们比较两个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差异之时，却很
难在细节上依此断定某一个语素在甲语言里的功能性是否比在乙语言里为强或为弱。
（如英文与法文之间的不同，必须在观察实际移位结构后才能断定。）这就说明了形式
语法的必要性，因为语法理论除了使用常识与逻辑之外，仍须做点“小跃进”的假设，
才能对实际语言现象作出有 趣 的 解 释 。（有人说生成语法认为语法规则是全然任意性
的，其实这是对生成语法的误解与（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其实生成语法只是强调“小
跃进”的必要性以及这“小跃进”不是能够藉常识或“想当然耳”得来的结果。）
名词性结构也一样。不管是“个”还是“本、条、张”都比实义名词为虚，但比起
英文的［e］量词或 –s 复数词缀来，就实得多了。

2． 问题：现代汉语名词是否都是不可数（无界）的？（北京大学 郭锐 6月20日）
问：黄先生，听了您的第一讲很有收获，不过也有一个疑问：现代汉语名词是否都是不
可数（无界）的？
我认为现代汉语的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两种，并非都是不可数的。由于汉语没有数的形
态标记，只能从其他角度区分可数与不可数。如果把可数理解为有界、有自然个体、离散的，
不可数理解为无界、无自然个体、弥散的，那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现代汉语的名词：
一、与不同种类的量词结合的能力不同。
A、可以与个体量词（classifier）结合：苹果、笔、电灯、狗、树、兄弟、夫妻。
B、只能与非个体量词结合：
（1）一碗水、一杯酒、两筐土（数词＋容器量词＋名词）
（2）一块土、一滴水、一团面（数词＋成形量词＋名词）
（3）一斤酒、一顿土、一升水（数词＋度量衡量词＋名词）
（4）一些水、一点土（数词＋不定量量词＋名词）
（5）两种思想、三类表情、两种爱（数词＋种类量词＋名词）
（6）一付中药、一副不满的表情、一桩生意（数词＋约定量词＋名词）
C、不能与量词结合：岁数、行政、医药、主流、主权、总和、人事、财务。
这三类名词性质是不同的：
A本身具有天然个体，是有界的，离散的，应看作可数名词。
B本身没有天然个体，是无界的，弥散的，应看作不可数名词，但这类名词加上量词后，
整体被有界化了，整个“数量名”结构可看作是有界的，可数的。
C本身是无界的，也不能与量词结合而有界化，是彻底的不可数名词。
二、A类名词在不与数量词结合时，仍可以表现出个体、离散、有界的性质，应看作可数
的。如：
（7）（我）哥哥来北京了。
（8）苹果吃完了。
（9）他把书卖了。
（10）太阳出来了。
三、A类名词有时可以不需量词而与数词直接结合，也体现出天然的个体性和有界性，更
证明时可数的。有以下情况：
A.大整数数词+名词：三千干部、两万学生。
B.大于“一”的数词+集合名词：五姐妹、三兄弟、两夫妇。
C.指示词+“一”+名词：这一地区、这一问题、每一成员、某一事物、上一阶段。这种情
况主要出现于书面语中。
D.数+“大”+名词：十大新闻、三大主力、三大工程。
E.“一”+名词。这种情况出现在口语中，如：
（11）前面来了一老太太。

（12）他打了一瓶子。

（13）一小孩儿跑丢了。

F.数+名词。这种情况出现在书面语中，特别是在论文和标题中，可看作文言用法的遗留。

例如：
（14）两数之和等于2的整倍数

（15）国有资产管理局等三部门

（16）马尔马拉海上一渡轮失火（标题） （17）香港两公司捐赠两千万港元（标题）
G.表示顺序的数词+名词。如“三食堂、二十五中学、三十二楼”。
我觉得现代汉语的名词与古代汉语、英语相比，差别不在于可数不可数，而在于实体和计
量单位的功能是否分离。要表示事物的数量，必需计量单位，对于无界的名词，一定要加上
有形的表示计量单位词语：
（18）一斤水、一筐土、一团面
（19）鬯二升
．一卣
．（甲骨文）
而对于本身有天然个体的有界名词，当不加有形的表示计量单位的词语时，实际是把实体
的天然个体当作了计量单位：
（20）五人
．卯五牛
．于二朋（甲骨文）
（21）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左传）
（22）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鼎。（韩非子）
也就是说，古代汉语的可数名词兼有表示实体和表示计量单位的功能，现代英语也如此。
而名词表示实体和表示计量单位的功能在现代汉语中则基本分离开：名词只表示实体，计量
单位需要用专门的词（量词）来表示。
但这种分离是逐步实现的过程，从先秦开始：
（23）孚车十两
．。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小盂鼎）
（24）王易兮甲马四匹
．，驹车。（兮甲盘）
（25）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
．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左传·襄八）
至今仍未完成，上面提到的现代汉语名词直接与数词结合的几种情况就可以看作古代
汉语名词兼表实体和计量单位的特点的遗留。
把现代汉语名词与古代汉语、英语名词的不同分析为实体功能和计量单位功能的差异，
而不是可数不可数的差异，同样支持现代汉语的解析性的特点。
此外，现代汉语名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解析性的特点：实体和位置的分离。
在古汉语中，实体和位置是合一的，一个实体名词也可以表示位置（直接放在处所介词
后）
，如：
(26)君子藏器於身
．，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周易·系辞下传)
(27)八佾舞於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28) 孙叔敖举於海
．，百里奚举於市
．。(孟子·告子下)
英语的名词也兼表实体和位置。
而现代汉语的名词通常只能表示实体，不能表示位置，要表示位置需要加位置标记（“上、
里”等）：
（29）君子把东西藏在身上（*藏在身）
（30）在庭上跳舞（*在庭跳舞）
实体和位置的分离在现代汉语中仍未彻底完成，有些名词可以不加方位标记而表示位置：
（31）在教室、在学校、在医院、在操场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名词的功能发生了两个分离：实体和计量单位的分离、实体和位
置的分离。这两个分离都表现出现代汉语解析性的特点。

以上意见不知对否，请黄老师指正。

答：谢谢郭锐老师把问题与相关的看法说得很清楚。郭老师指出下面三点：
A.

现代汉语的名词还是有可数与不可数之分，不能说所有名词都不可数。

B.

汉语的可数名词从原来（古代）可以包含［计量单位＋实体］两个成分的综合词简

化为（现代）纯包含［实体］单一成分的解析词。
C.

汉语的名词从原来可以包含［实体＋方位］两个成分的综合词简化为纯包含［实体］

单一成分的解析词。
关于	
  C： 郭老师 (26-31) 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在其他场合与课堂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31）
的例子似属较具有方位内涵的名词（又如在美国、在上海、在车站等等），这与若干具有单
位内涵的名词不用量词的现象是平行的：一天、五年、十三分钟、五十元等（但：
“三个月、
两块钱，三个钟头”与最近才听说的“一个亿”算是例外）。
关于	
 A ：郭老师说“我认为现代汉语的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两种，并非都是不可数的。”这
就语言的表面事实来说是很对的。如果我在第一讲时能更清楚地说，“现代汉语在语法上把
可数名词视同不可数名词来处理”就不至于和郭老师的话冲突了。从客观的概念上来说，可
能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可数和不可数名词。因为这个区别有其物理基础，是超越语言之间
的差异的。但在语法的手段方面，有时后意念上的可数名词也可能视为不可数名词，如英文
的 furniture, chalk, soap 等虽然指涉有界、离散的自然个体，但在英文是视为不可数名词来处
理的。
第一讲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认为现代汉语的名词词根（除“天、年、分钟”等例外），
在指涉意义上都属类指（reference to kinds）。
“人”指涉“人类”全体，
“水”指涉“水类”，
即宇宙间可称为水的总外延。
（在语义类型上属于谓语类，即 <e, t>。）因为是类指，不能直
接指涉个别成员。也因为是类指，所以必须经过单 位 化 ，才能指涉与计量其个别成分。要
将“人类”单位化，最自然的办法是以有界、离散的个人为单位，因此使用个体量词来单位
化。但“水类”没有一个有界、离散的成员，因此必须求助于外在的度量衡量词才能单位化。
（当然，“人类”也可以以外在的度量衡量词来单位化，如“一连步兵、三队人、五班学生
等。
）在类指的基础上，名词“人”和“水”一样，都是不可数名词。
那么，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和英语的分别何在？一个说法是，古代汉语和英语的名词词
根可以类指也可以个指（如果成员是有界、离散的自然个体的话），但现代汉语的名词词根
则只能类指。这个说法把事实算是说对了，但其缺点是无法跟现代汉语其他高解析现象连在
一起来看待。
我们采用的看法是，在词义分解的架构下，所有语言的名词词根都因类指而不可数（三
元、两天等例外不算）。因此都须经过单位化才能计量其成员。当其成员是有界、离散的个
体时，现代汉语用带有语音成分的个体量词（＝轻名词，助名词）来单位化。因为量词带有
语音能独立成词，结果就是解析性的可数名词短语（e.g. 本＋书，头＋牛）。但古代汉语和
英语则采用［e］为其个体量词（＝轻名词，助名词）来单位化。因为量词［e］的功能性强，
名词词根被吸引上去补位，于是造就了合成性的可数名词。因此，英语的 book 相当于现代
汉语的“本书”
，古代汉语的“牛”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头＋牛”），等等。
［BTW: 元＝块钱，
小时＝个钟头］
	
 
	
 

关于	
  B: 	
 上一段所述可以图解如下（又见第一讲阅读资料	
 “Handout 1” 及其引文）：
现代汉语：三头牛
#P
#
三

= 数词短语
nP

= 量词短语

n

NP

头

N

= 实义名词短语

牛
古代汉语与英语：三牛、three cows

#P
#
三

= 数词短语
nP

= 量词短语

n

NP

[e]

N

= 实义名词短语

three

牛
cows

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功能性强的量词（轻名词）被功能性较弱的显性量词所取代。
另外，显性方位词取代了隐性方位词，显性轻动词取代了隐性轻动词（见冯胜利xxxx）：
古代：［e］之 ［e］好  好之
中古：［以］之［为］好
现代：觉得它很好
这些演变大致上都是平行的。都是汉语解析化的表现。［BTW 顺便一提：我认为戴浩一的
Iconicity （临摹性）其实不过是解析性的一个表现或结果，可以归于解析性之下。因此不是
一个独立的概念。］
显然，在 B 与 C 两方面，我与郭老师的看法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郭老师是说古代
一个合成词分离为现代两个解析词，我是说古代这些二合为一的移位现象现在停止了。
至于 A 方面，上面的说明应该能对第一讲的内容做有益的澄清与补充。

3．问题：“他的NV得A”这个句式中，动词都是动作动词，但有的句子有歧义，而有
的却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表现呢？（北京大学 03级博士生，张仙友（韩国））
。
问：您说动作动词在轻动词的作用下，可以造成伪定语。不过“他的NV得A”句式中具
体句子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句子只有单义（他的篮球打得好），而有的句子是歧义（他的
鞋做得好）。我一直不解，为什么句式中动词都是动作动词，而具体的句子会有这样不同的
表现呢？
我现在正在准备我的博士论文，下面是我文章的摘要，请黄老师指教。
本文分析“他的NV得A”句式的歧义。有些句子之间“他的N”表示不同意义，这是句式
歧义。而有的句子本身具有歧义，是歧义句（有的句子本身无歧义）。产生歧义一方面是由
生成过程不同却形成相同结构而表达不同意义的结果。一方面由领属关系不同所产生。
可以进入“他的NV得A”这一格式的N分为[+指人]、[+指物]两类。
首先看N的语义特征为[+指人]的情况。从语料看，没有找到更多具有歧义的例子。N为
指人特征时，V是“当”的情况下才产生歧义。请看例子：
（1 5） 他的资本家当不成了

？他的资本家

（1 6）a 他的老师当得好

例（15）N为一般指人名词，不表示“称谓领属”的“他的N”只能形成准定语（只能在结构
中成立）。而例（16）N是一种称谓名词。
“称谓”名词一般为一价名词，语义上它和某人发
生一定的关系。在句法上，通常要求另一个名词作为配价成分与之共现。句中有歧义。
考虑N的语义特征为[+指物]的情况。从语义角度看，
“A”语义指向“V”时，没有歧义。
（1 0）a 他的棋下得很臭

b 他的钢琴弹得很好

而“A”的语义指向“N”时，会有两种情况。例（11）、
（12）
“A”指向“他的N”
（他的英
语很流利；他的信皱巴巴的）。
（1 1）a 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1 2）a 他的书帙放得齐齐整整

b 他的舞跳得很好

b 他的家布置得很清简

例（11）当“他的N”为V的“成事”（动作的成果或结果）时，V的隐性施事是“他”。例
（12）“他的N”为V的“受事”（动作的承受者），就没有这一限制。
从句法结构看，
“他的NV得A”有两种可能的生成过程：
“他的[VN]”和“V得A”组合；
“V得”和“[他的N]A”组合。用符号分别表示如下：
（1 3） [ [他的 [VN] ] [V得 A ] ]

（1 4） [ V得 [ [他的N] A ] ]

N是V的成事时，一些例子具有歧义。
（1 8） 他的笑话说不完 （某人i说他 j的笑话/他说笑话）

在不具有其他可能的歧义条件的情况下，当领属关系具有多种意思（或更多）时，会产生歧
义。

答 ： 也是个好问题。你说“产生歧义一方面是由生成过程不同却形成相同结构而表达不同
意义的结果。一方面由领属关系不同所产生。”这个基本策略是对的。
有没有歧义，主要看［他的 N］是否可以自成真定语结构在句子里出现。
(1) 他的头发理得好，他的鞋做得好，etc.
有歧义，因为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伪定语结构，如下：
(2) a.
b.

他［DO］［他的［理头发]］（… 得好） 动词移位：
他［理］［他的［tv 头发]］（… 得好） 形成受事主语句：

c. ［他的［tv 头发]］
［理］（… 得好）  （1）
(2b  2c) 形成受事主语句（=中动句）的手续是(i)删略主语而把主语的位置空出来，(ii)
宾语提升补入主语位置。
（我曾说过受事主语句是个“不主不被”（或半主半被）的中动句，
不十分主动因为施事主语不在，不十分被动因为没有使用被字。）
第二个来源是真定语结构，如下：
(3) a.

别人 DO ［理 ［他的头发]］（… 得好） 动词移位：

b.

别人 理 ［tV ［他的头发]］（… 得好） 形成受事主语句：

c.

［他的头发] 理 得好。 (=(1))

(3)的［他的头发]可以独立于句子之外，自成定语结构，但(2)的［他的头发]包含一个动词
的痕迹必须受到约束，因此不能独立于句子之外。
“他的书看完了、他的笑话没说完”有歧义，也因为有两个来源。
“他的资本家当不成了”没有歧义，因为真定语结构的语义不能成立（资本家不能为人
所拥有）。
“我念他的书”没有歧义，因为没有伪定语的来源。＊我DO他的念书。
“他的老师教得好”没有歧义，因为“他的老师”不是来自宾语位置不可能有伪定语的
来源。“他的老师很高兴”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