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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區別於“語體語法”著眼於語體對某種語法特徵的選擇傾向性，語言特區是

指可有條件地突破慣常語法規則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語言特區中的非常規語

料甚至反映了語言的本質，語言特區是語言接觸、語言習得之外又一語言創新

的窗口。基於此，本文以漢語諺語這一特定語域中的語法突破與非常規語言現

象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語法突破的限制條件。

基於“語言特區”這一核心概念，本文的邏輯明線是以形式語法的三種語法

手段——移位（語序）、省略、重疊為內容框架，即与移位相关的諺語中非論

元成分的語序錯置、諺語中的非常規省略分析、諺語中的疊用分析，各用三個

案例分析了諺語中的非常规語言現象。其中，諺語中的“動詞+介賓”、“名+數+

量”語序並非现代汉语意義上的語序錯置而是对古代汉语中常规語序的繼承，佐

證了諺語“歷時語料、共時存現”的語料特徵。同時，還有一條暗線，就語法突

破的內涵看，可有形式、語義、語用不同層面的突破。移位（語序错置）部分

側重句法形式上的非常規，省略部分重在語義層面的形义失配，而重疊部分更

多地體現在用法上的創新。之外，從對舉式、語用、韻律制約、歷時演變和諺

語語域等多個角度探析了漢語諺語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限制條件與制約因素。

相較於辭彙、文化層面的諺語研究，諺語語法研究可加強諺語研究中的薄

弱環節。相較於語法研究的歷時/共時之分，針對散見於各類典籍、更多則無從

查考的諺語條目，我們採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的方法，對“普、方、古”語

法底層混雜的諺語進行跨時空的整體性觀照，彰顯了“語言特區”視閾下超常的

語料涵蓋力。區別於諺語形式結構描寫，本文的核心是諺語對常規語法規則的

突破及其限制條件，旨歸於普遍語法機制的語言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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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nguistic Special Zone (LSZ) refers to a specific field of language that can

break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grammatical rules conditionall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oice preference of register grammar that focuses on selecting certain

grammatical features for a register. As another window of linguistic innovation

besides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unconventional phenomena in

the LSZ even reflect the essence of linguistics. Based on the LSZ,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the grammatical breakthrough and unconventional language phenomena of

Chinese proverbs (one category of the LSZ)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grammatical violations of Chinese proverbs.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LSZ, the logical overt clue of this thesis

centers around the three grammatical means of the formal grammar: movement (the

displacement of non-argument elements in proverbs), ellipsis(the unconventional

ellipsis in proverbs) and reduplication(the reduplicating cases in proverbs). Each

unconventional phenomenon is exemplified by three cases. Among these cases, the

word orders of "verb+preposition+object" and "noun+number+classifier" in Chinese

proverbs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the displacement of word orders according to the

the standard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ut as the inheritances of the conventional

word orders in ancient Chinese. This proves that Chinese proverb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in modern Chinese. Meanwhile,

there is a covert clue through the thesis. In terms of the connotation of grammatical

violations, the grammar violations may be at the syntactic,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displacement of non-argument elements in proverbs displays the irregularity of

syntactic forms; the unconventional ellipsis in proverbs mainly reflects the dismatch

between forms and meaning; the reduplicating cases in proverbs embod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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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innovations. In addition,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restrictions and constraints

on the unconventional language phenomena in Chinese proverb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arallel form, rhythmic constraints,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the proverb register.

Compared with lex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Chinese proverbs, the

grammatical study of proverbs can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proverbs.

Different from the diachronic/synchronic distinction of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thesis adopts the method of "limiting the object and defining the grammar standard"

to deal with the proverbs scattering in various books, including those that even can’t

be searched from the literature. We take an integrated across-time-and-space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verbs with a mixed underlying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 and ancient Chinese”. That has demonstrated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of

corpus process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SZ.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proverbs, our focus is the violations of

conventional grammar existing in the proverb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violations,

aiming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versal grammatic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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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本文以漢語熟語中的諺語、俗語為研究對象。具體涵義如下：

諺語，這裏指狹義的諺語，不同於“熟語”中的成語、習慣語、歇後語等，

溫端政（2006a）界定為“以傳授知識為目的俗語”、“是漢語語彙的組成部分”、

“非二二傳承的表述語”，如“日久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等。

俗語，這裏指狹義的俗語，即通俗並廣泛流行的定型的語句，簡練而形象

化，反映人民的生活經驗和願望（金路 1998）。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等。

漢語諺語和俗語語義豐富、知識性強，句式精簡、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

語義結構與外顯的表層結構間有許多不一致，存在大量非常規語言現象。同時，

“這類熟語的組成成分往往有一定條件的限制”（楊曉黎 2006）。有鑒於此，

我們以漢語諺語和俗語為研究對象，從語言形式入手分析諺語和俗語在語序、

省略、重疊等方面的語法突破情況，並從語音、語義、語法及語用等因素綜合

考察語法突破的限制條件。

呂叔湘在《中國俗語大辭典》的序言中認為“典型的俗語是所謂諺語”。

為便於論述，下文統一用“諺語”（proverbs）指諺語和俗語1，不再分說，特

1 目前學界對諺語、俗語的研究多定位於文化、詞彙層面，相應地也多從這兩個角度定義“諺語”、“俗

語”，對這二者的劃分還不甚清晰，有認為“俗語”是“諺語”的上位概念，有認為“俗語”近似於“諺

語”，目前還沒有從語法角度的定義。我們認為俗語、諺語指的是不同於習慣語、成語、歇後語的“熟語”，

題目採用“俗語和諺語”的說法是照顧到現有學界對二者的認識有所不同；論述中用諺語通稱二者是考慮

到論述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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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明。

1.2 相關研究的概述

漢語諺語的研究，從研究目的看有兩大方向：一是諺語條目的收集整理、

辭書編纂；一是諺語的本體研究。諺語本體研究又有兩類定位：民間文學（“知

識性”）、語言（“語彙”、“表述語”）；其中，語言層面的諺語研究又分

辭彙、語法兩個角度。隨著諺語研究的深入，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諺語的

漸多。下面從諺語結構形式的綜合研究、諺語語法專題研究、其他研究三個方

面展開。

諺語結構形式的綜合研究主要指定位於諺語的結構形式，從語音、語義、

語法、語用等多個層面展開的諺語研究。郭紹虞（1921）首次提出把狹義諺語

作為研究對象，並高度關注了諺語的形式特徵。薛誠之（1936）最先提出諺語

是一種語言形式。語音層面，武占坤、馬國凡（1980）、孫維張（1989）等分

析了諺語韻律、平仄、押韻的特殊表現。這類研究為後來學界解釋諺語形式結

構的特殊性提供一種支撐和依據。語義層面，諺語研究中語義結構有兩類：一

是非語言學意義上按諺語內容的分類。如袁聖敏（2009）將諺語語義結構分為

氣象諺、生產諺、風土諺、哲理諺、生活常識諺等；二是語言學意義上諺語語

義結構的分析。如穀曉恒（2007）將諺語分為意合諺，深層語義諺、偏義複合

語義諺和直接組合諺，提高了諺語語義的研究水準；寇福明（2009）、王利

（2015）、裴瑞玲（2017）等相繼關注到諺語的表層義和深層義以及諺語語義

特殊性等問題；蔣靜（2009）深入分析了俗語糅合、疊加、截搭和直搭四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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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整合方式；劉靜靜（2020）則從時空變異、語碼轉換、修辭變異等多角度分

析了漢語俗語語義、形式上的變化與替換。第二類成果為諺語“語義—句法”

界面研究奠定了基礎。語用層面，包括綜合研究和修辭格。如胡淩淩（2014）

從表達方式、語境選擇、表達作用等方面討論諺語；朱介凡（1947）提出了諺

語修辭的特質，分析了諺語的十二種格（相當於“辭格”），魏爽（2009）則

討論了諺語中的多種修辭格。這類研究歸納了諺語結構形式的許多特殊現象，

為研究諺語的語法突破提供了借鑒。語法層面，諺語綜合研究中多將諺語分為

單句、複句、緊縮型（包括單句緊縮和緊縮複句）三類並進一步細化描寫。這

類研究除個別歸類不同外，研究同質化、流於平淺。上述四個維度可歸結為“語

音+‘三個平面理論’”，為研究諺語語法突破奠定了基礎，為探究語法突破的

限制條件提供了支撐。

諺語語法專題研究 主要包括詞法、句法兩個層面，是諺語綜合研究中語法

描寫進一步深入的必然。“詞法”層面，沈懷興（2005）專文討論了漢語諺語

的“關聯詞”，並提出“關聯詞表達主觀性與客觀表達需要的矛盾”的觀點，

論證了偏正複句的正句關聯詞歷時消隱這一語言演變事實。韓杰（2007）集中

分析了諺語對舉中的數詞，討論了數詞在對舉結構中的意義分化及焦點作用。

這類成果從詞的特殊用法入手提升了諺語語法研究水準。句法層面，在諺語句

子有單句、複句、緊縮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特有句式”。如武占坤、馬國凡

（1980）列舉並概括了諺語中的單句、複句、慣用格式三種類型。王建弢（2018）

則論述了諺語中結構多變的陳述句及幾種特有句式。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鴻雁

（2005），定量和定性相結合對諺語句法結構形式進行透析，對照了諺語與交

際中臨時生成的句子在句法形式上的異同。諺語專題語法深入研究還體現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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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某一特殊句法現象或語法問題的挖掘。如李勝梅（2001、2003）相繼分析

了諺語的體詞性偏正短語連用、句首詞複現兩種特殊形式；易花萍（2012）論

述了諺語中的名詞謂語句；易琴琴 （2018）則推進了諺語中句首特殊重疊的研

究。支亦丹、崔山佳（2018）則圍繞程度範疇分析了樂清方言諺語中程度表達

的五種方式，並概括出程度狀語、重疊形式兩種標記項。此外，諺語句法層面

的研究還體現在普通語法研究中諺語語例的佐證，如李宇明（1996）、劉丹青

（2002）、黃正德（2008）、李勁榮（2016）、沈家煊（2021）等，在涉及“有

定範疇”作賓語、否定句受事話題化、偽定語句、無定居首句、動主名謂句等

諸多語法問題時，引諺語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類研究不屬諺語語法專題，但

側面說明了漢語諺語中存在大量特殊的語言現象。總之，諺語語法專題研究提

高了諺語研究的科學水準。

其他研究 主要指諺語的認知、應用研究。國內外這類成果較為全面、深入。

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諺語中的隱喻及其架構

（Gibbs, R. W.Jr 1996，Mohammad Aliakbari and Fereshteh Khosravian 2013：

11-17，汪少華 2008等）；二是從認知語用學角度探究諺語的理解問題（Temple,

Jon G. & Honeck, Richard P. 1999，周紅英、張輝 2009，陳新仁 2017等）；三

是從神經認知科學角度探討大腦損傷、衰老等對諺語理解的影響（如 Martin

Brüne & Luise Bodenstein 2005，Jamie Rehmel & Warren Brown & Lynn K Paul

2016等）；四是探討諺語在廣告用語、演講中的使用問題（如謝慶芳 2004，紀

玉華、吳建平 2008等）。國內外諺語的認知研究較為成熟，為探究漢語諺語語

法突破的限制條件創造了契機。

綜上，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諺語涉及語音、語義、語法、語用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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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從結構主義描寫到認知語言解釋；從諺語形式結構綜合研究到諺語語法

專題研究；從專文對諺語句式全面分析到圍繞諺語某一特殊語法現象深入挖掘。

諺語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研究的科學水準不斷提升。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漢語

諺語的語法突破及限度奠定了基礎。但漢語諺語語法研究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關涉成果多，直接成果少。即諺語條目收集、整理、辭典編纂多，

定位於民間文學、辭彙層面的諺語成果多，而從形式結構層面研究諺語的少。

（二）諺語形式結構層面的研究，綜合研究多，語法專題研究少。諺語語

法同質研究多，真正創新少；諺語語料堆砌多，深入挖掘少；從語法研究的成

果類別看，論文散點研究多，系統研究少。

（三）諺語語法研究，分類描寫多，理論解釋不夠。外部切入多，內部切

入少。就漢語諺語的語法研究看，結構主義分類描寫列舉占多數，從認知、功

能、修辭格等外部切入研究多，很少運用當代語言學形式語法手段從內部切入

研究；諺語內部語法研究看，結構主義分類描寫多，理論解釋少。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我們以漢語諺語的語法突破及非常規語言現象為研究

對象，設題展開研究。

1.3 研究目標及對象

本文在語言特區理論視域下研究漢語諺語中的語法突破及非常規語言現

象，分析其限制條件，解釋動因。具體研究目標為：一、在現代漢語常規語法

的基礎上，搜集並整理漢語諺語中語法突破和非常規的語言現象，即語法上突

破或不規則的語言現象，建立漢語諺語在詞、句法、語義、語用等層面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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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所突破的語法語料庫。二、歸類並分析這些諺語語法突破的限制條件，突

破限度。三、從語音、語義、語法、語用等多維度、系統考察漢語諺語各類語

法突破現象及其限制條件和制約因素。

研究對象方面：一、語料上，包括狹義的諺語和狹義的俗語，並且指的是

現代漢語中口頭或書面上仍在使用的“活”的語料。在此基礎上，所取語料從

語句形式上看具有語法突破或不規則的語法特徵。二、現代漢語相關正常句法

規則、語法意義和語用功能的厘定或定性，並進行相關理論的梳理、概括，以

確定標準。三、對比基礎上，系統分析漢語諺語的語法突破或非常規現象。其

中一、二是基礎，三既是對象也是目的。就“語言特區”研究對象的內涵層次

及取向，我們在下文的 2.1小節中將詳細論述這一問題。

漢語諺語語料的幾點說明：

1）限定對象範圍，界定“突破”標準。漢語諺語條目散見於古今各類典籍

中，非一時一地一人所為，有的甚至無從查考。這既是造成從語法角度研究諺

語“很難為之”的原因，也是將諺語歸入辭彙“回避處置”的緣起。我們的做

法是：①限定語料對象：諺語指狹義的諺語，本文也包括狹義的俗語，但不包

括“熟語”中的習慣語、歇後語、成語等；根據諺語在白話文獻和實際生活中

的存現、運用與否，將諺語分為“活”、“死”兩類。研究對象限定為“活”

的諺語，即 1919年以後仍在使用的諺語。②界定“突破”標準。將現代漢語語

法規則系統界定為語法突破的參照標準，自建漢語諺語的語法語料庫。

2）選取語料的來源：本文所選的諺語、俗語主要來自於《中國俗語大辭典》

（辭海版）、《中國諺語大辭典》（辭海版）（溫端政 2010），《中國俗語》

（金路 1998），《中國民間俗語》（劉俊文、秦畢嘯），相關碩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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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中的部分語例，網絡上搜集到的俗語、諺語等。本文常規語料主要採

用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

庫（CCL）、相關文獻資料，兼有部分內省的語料。

需要說明的是，“熟語”各品類之間的界說，遵循約定俗成的習慣大體區

別，或有一點交叉並不妨礙大局（語法分析），無關宏旨（分析結果），可不

予考慮。如果出於某種需要而必須嚴格區分，則採取必要的測試手段，定量、

定性審慎對待。

3）關於語言現象的“語法突破”。就語句的“合語法”“可接受”，覃業

位（2016）、羅堃（2017）先後有過較為深入的論述。覃文指出常規語言現象、

非常規語言現象都遵守普遍語言規則，即 UG。“合語法”是指句子符合、遵循

常規語法規則，這類句子屬常規語言現象；“可接受”是指符合、不符合語法

規則的語言現象都可入句且被理解。所不同的是，常規語言現象與非常規語言

現象的接受度高低不同。在此基礎上，羅文分析了“合語法性”、“可接受性”

二元特徵的四種組合情況，並指出語言特區的“語法突破”現象屬於“不合語

法”但“可接受”這種組合情況。從語法性質上，對“語法突破”的內涵做了

進一步的說明、界定。在此基礎上，本文的 2.1小節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1.4 研究構想及方法

1.4.1 研究構想

基於“語言特區”理論，即可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的特定語言領域

（徐杰、覃業位 2015），就漢語諺語這一特定語域中存在大量非常規甚至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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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語言事實，本文系統分析諺語中的語法突破及受限條件，並探討諺語中

的語法突破現象對普遍語法的意義。我們嚴格界定漢語諺語的研究範圍和語法

突破的標準，並以形式語言的三種語法手段——移位（語序）、省略、重疊為

研究內容的邏輯框架，從挖掘諺語中的語法突破現象入手，分類考察其語法突

破及其限制條件。需要說明的是，形式語法有四種語法手段，因“添加”在句

式精簡的諺語中極少運用，本研究不予論述。

1.4.2 研究方法

一、“限定對象，界定標準” 鑒於漢語諺語條目散見於古今各類典籍中，

語法上歷時語法、方言語法、共時語法共現，有的甚至無從查考，較為複雜。

將研究對象限定為 1919年後白話文獻或口頭中使用的漢語諺語，語法突破的參

照標準界定為現代漢語語法規則系統。

二、自建語法語料庫 即建立漢語諺語的不規則語言現象語料庫。目前，既

無法用各類諺語辭典查找所需的語法突破現象，也無法用現有的語料庫快速查

找漢語諺語中的語法突破類別。為此，以溫端政（2014）的諺語辭典（辭海版）

等為底本逐條排查，自建諺語條目的語法語料庫。不得不承認，窮盡式歸納是

一種理想，難免會遺漏一些語法突破現象。這是研究的基礎，諺語語法的語料

庫需不斷改進、完善。

三、對比 確定諺語語法突破的參照標準，即現代漢語語法體系。並以之為

標準進行諺語“移位（語序）”、“省略”、“重疊”上的語法突破研究。對

比有兩個層次：自建語料庫時的語例遴選；研究中語法突破類別的歸納。

總之，研究主要採取定性的方法，定量只是一種輔助手段。語法突破類別

的定性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礎上。避免“孤例”情況，語法突破類別的語例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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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豐富性甚至規則具有一定的生成性，甚至體現出對語法機制的影響。

1.4.3 理論視角

本文基於“語言特區”這一核心概念展開研究，具體分析中涉及到“原則

與參數”理論、韻律語法理論、語體理論。

（一）“語言特區”理論

“語言特區”理論（Special Linguistic ZoneTheory）由徐杰、覃業位（2015）

提出，援引如下：語言特區是指可以有條件的突破慣常語言規律約束的語言運

用特定領域。主要有詩歌文體、網絡平台和標題口號三大特區類型。“語言特

區”往往是語言創新產生的溫床，與語言習得和語言接觸一樣，語言特區也是

觀察語言創新的窗口之一。“語言特區”允許語言使用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突

破常規語法規則的束縛，進行語言創新，但“語法有突破，突破有限度”，不

能突破普遍語法原則，即受 universal grammar（UG）的制約。

諺語條目精簡定型且講究傳播效果，與標題口號與類似之處，可將諺語歸

為標題口號一類。在“語言特區”理論框架下，探究諺語的語法突破現象及其

限制條件具有可行性，“語言特區”理論也成為分析諺語中語法突破現象的理

論註腳。

（二）“原則與參數”理論

原則與參數理論（Principle and Parameters Theory）是生成語言學的根本理

論（可參看 Noam Chomsky 1981、1986，Noam Chomsky & Howard Lasnik 1993

等），其理論理念和精髓是通過“原則”（常數）與“參數”（變數）描述自

然語言之間的異同關係（徐杰 2001a：3）。“原則”是人類語言的共有屬性，

人類語言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實現“原則”的“參數”的不同。“各種具體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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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和現象”正是“原則”應用，“參數”賦值，“詞法和不規則的語言現

象”三個模組相互作用的結果。作為“語言特區”，諺語中的特殊語言現象正

是通過“詞法和不規則語言現象”這一模組作用於“具體語言的語法和事實”。

由此，“語言特區”也是基於普遍語法原則理念提出的命題，這也是各類型“語

言特區”研究的理論意義所在。

（三）韻律語法理論

韻律語法理論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一個語法理論（參看 Mark

Liberman 1975，Mark Liberman &Alan Prince 1977 等），經學者們不斷完善，

相繼提出韻律對構詞（John J. McCarthy & Alan, Prince 1993）、韻律句法理論（馮

勝利 1998、2000）、“標準韻律詞”（董秀芳 2004）等。韻律句法理論認為，

除了句法、語義、語用等層面外，語言的韻律結構也應視為語言中相互作用的

諸多層面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層面。句法規則、語義規則、語用因素和韻

律規則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合法的句子。韻律句法理論是基於句子韻律與句法界

面提出的。

學者們注意到漢語諺語語句的形式美、對舉格式及其影響因素，並詳盡地

描述了諺語中的音主和諧（郭紹虞 1921，薛誠之 1936，王夢龍 1961，馬清文

1979，武占坤、馬國凡 1980等）。我們認為韻律對漢語諺語中的非常規語言現

象也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如諺語中黏著語素可以獨立使用，是造成諺語非常規

移位、省略等現象的機制之一。

（四）語體理論

“語體” 主要是從語言的交際性角度來定義的，是說話的體式，是一種話

語交際的方式或結構系統。“語體”是人們在說話交際時，標識會話人之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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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係的產物。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語體必兩極對立而後成存，“莊典與便俗”、

“正式與非正式”是構成語體的兩對基本範疇（馮勝利 2010）。該理論實質上

是一種“距離說”，如正式和莊典就是通過拉開交際雙方的距離而達到嚴肅、

端莊的效果。實現這種“距離說”的方式很多，主要是通過某語體對某些語法

特徵的傾向性選擇來實現。Feng（2015）用語體理論分析了駢文中功能性成分

的省略現象。

諺語的情況較為複雜，產生於歷史各個時期，許多甚至無法查考產生來源。

諺語的跨時空性，給諺語的語法研究帶來諸多不便。諺語中雅如“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渴者易為飲，饑者易為食”等，“俗”如“占著茅坑不拉屎”、

“親兄弟，明算帳”等，按說難以用“雅”、“俗”的語體特徵來界定。但是，

易花萍（2012）就將“諺語”作為一種特殊語體（即“諺語體”），並分析了

其中的名詞謂語句現象。事實上，諺語多表長期積累的經驗、道理，這帶來諺

語一些語法上的特點。如諺語的知識性要求現代漢語中的疑問形式在諺語中幾

乎無例外地表示非疑問功能。這種意義上，我們說語體也是造成諺語非常規語

言現象產生的動因。

1.5 研究思路和價值

1.5.1 研究框架、思路

本文旨在研究漢語諺語中的語法突破與非常規語言現象及其制約條件，以

探求諺語中的語法突破與非常規語言現象對語言創新的影響。研究總體分為三

個部分：研究基礎部分，建構諺語語法語料庫；研究實證部分，對諺語語法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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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和非常規現象的分類分析；研究總結及研究展望部分，包括研究價值。具體

提綱如下：

第一部分 研究基礎部分 宏觀層面研究，包括緒論、漢語諺語的語法特性

及其信息加工模式。緒論部分是研究的緣起和落腳點，涵蓋漢語諺語研究概述、

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價值。漢語諺語的語法屬性及其

信息加工模式章節主要從宏觀理論層面討論漢語諺語的非常規語法問題、諺語

的性質、語法屬性、非常規語法規則的制約條件及諺語的信息加工模式等等。

第二部分 研究實證部分 本部分以形式語言的三種語法手段——移位（語

序）、省略、重疊為研究的邏輯框架，分類挖掘諺語中語法突破和非常規語言

現象，並考察其制約條件，是論文的主體部分。設為三個章節：與移位（movement）

相關的漢語諺語中的語序（word order）錯置、與省略（ellipsis）相關的漢語諺

語中的語法突破現象、與重疊（reduplication）相關的漢語諺語的疊用法。

第三部分 研究總結及研究展望部分 本部分是實證研究的總結及研究展

望，包括研究總結、研究價值、研究不足及展望。研究思路如圖表 1所示：

圖表 1 語言特區視角下的諺語研究思路框架

1.5.2研究價值

本文在語言特區視域下，以漢語諺語的語法突破和非常規語言現象為研究

對象，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具體如下：

諺語非常

規語言現

象及其限

制條件

基礎研究

實證研究

研究總結

建构谚语语法语料库

語序、省略、重疊維度的分析

總結；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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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價值上，提升諺語研究的科學水準，揭示漢語獨特結構規律。運用形

式語法手段進一步深化諺語形式結構研究，推進諺語本體研究，強化對漢語獨

特結構的認識；促進語言理論創新，探究諺語語法突破對普遍語法機制的作用。

生成語法學派以“可能的人類語言（possible human language）”（Frederick

Newmeyer 2005）作為描述、研究的對象。語言中，普通的、慣常的語言現象自

然是核心語言規則的體現；邊緣的、接受度低的語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甚

至某些方面反映語言的本質。徐杰、覃業位（2015）明確提出“語言特區”這

一概念，認為一些非常規的語言現象往往能在特定的語言領域捕捉到，“語言

特區”是語言接觸、語言習得之外又一語言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通過“漢語

諺語”這一特定語言領域的語法突破及限度研究，因應“語言特區”理論，探

究漢語諺語的不規則語言現象對語言發展演變的影響，並對該理論進一步豐富

和推進，具有普通語言學價值。

應用價值上，有助於對漢語諺語的準確理解和進一步認識，優化漢語諺語

教學尤其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口語教學。無論是漢語的語文教學還是對外漢語教

學過程中，諺語教學要麼被忽略，要麼遇到語句“不聽話”，其中很重要的一

個原因沒有搞清楚諺語中的特殊語言現象。通過對諺語的語法研究，特別是其

中語法突破和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分析，可為中國學生尤其是二語習得者學習漢

語諺語，正確理解乃至更好地運用諺語提供重要的參考。

1.6 論文結構

本論文共分六章，除去緒論和研究總結兩章外，主體部分共有四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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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為理論部分，三四五章為具體案例實證。具體案例部分三個章節的編排，

以形式語言常用的三種語法手段——移位（語序）、省略、重疊為邏輯框架。

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對象、梳理前人相關研究。在評論前人研究的基礎

上，提出課題的研究價值、意義，重點闡述了本課題所運用的理論、方法。

第二章主要闡述了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表現及信息加工問題。從宏

觀角度討論了語言特區的研究對象及相關研究、諺語的語言特區性質、特徵及

表現、諺語的信息加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語言特區研究對

象的內涵層次及研究取向、語言特區“語法突破”標準的選定方法、漢語諺語

的語言特區性質及其表現、諺語的語法制約機制、諺語的信息加工模式。

第三章與移位（movement）相關的漢語諺語的語序（word order）錯置分析。

語序是漢語的類型學特點，作為語法手段非常靈活，這部分是研究的重點也是

難點。①語序理論及語序層次：語序及其理論概述；語序層次劃分，包括漢語

常規語序、漢語靈活語序、漢語諺語中的語序錯置。②重點分析諺語的語序錯

置，主要指語序錯置的類別。譬如：謂詞錯置，如動主名謂句“打仗親兄弟，

上陣父子兵”；與謂詞相關的狀語、補語的錯置。狀語錯置如“破墻亂人推，破

鼓亂人擂——破墻人亂推，破鼓人亂擂”。補語錯置如“親兄弟，明算賬——親

兄弟，算明賬”；與體詞相關的定語錯置，如“鹹吃蘿蔔淡操心——吃鹹蘿蔔淡

操心”等。③漢語諺語語序突破的動因和限制條件。從韻律、語義、句式（如

對舉）、語用等考察漢語諺語“語序”突破的動因及制約條件。

第四章與省略（ellipsis）相關的漢語諺語語法突破分析。①省略理論及省

略層次。省略的研究及理論；省略層次劃分：諺語常規省略、諺語中的非常規

省略。②重點分析諺語中的省略突破類型。譬如：“的”字短語省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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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打鼓弄琵琶，相逢是一家——打鼓（的）弄琵琶（的），相逢是一家”；

介詞懸空，如“狗不能喂太飽，人 i不能對 ei太好”；非常規動詞省略，如“寶

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Ø良醫”等等。③漢語諺語“省略”突破的動因及限制條

件，從語義、句式（如對舉、緊縮等）、語用等因素分析諺語“省略”突破的

限制條件。

第五章與重疊（reduplication）相關的漢語諺語語法突破分析。①重疊理論

及重疊層次。重疊的研究及理論；重疊層次劃分：漢語常規重疊、漢語諺語中

的重疊突破（即疊用）。②漢語諺語的“重疊”突破類別及特點。譬如，句首

名詞 ABAB複現疊用，如“國家國家，先國後家”；肯定義的“X不 X”正反

疊用。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謂詞拈合疊用，如“兵熊熊一個，將

熊熊一窩”，等等。③漢語諺語中“疊用”突破的動因及限制條件。從韻律、

語義、語用等因素探究漢語諺語“疊用”的動因及限制條件。

第六章結論部分。主要對文章的主要內容進行歸納、概括和總結。在此基

礎上指出研究的不足，並展望研究的未來方向。

1.7 原創聲明

本論文是本人在導師徐杰教授的悉心指導下，獨立研究完成的，絕無抄襲、

剽竊之成分，也不曾用其在其他學術機構申請學位。除 2.3節、第 5節部分內容

在《河南大學學報》《澳門語言學刊》上發表，5.2節的案例在《漢語學習》上

待發表外，其餘部分尚未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

本文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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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特的研究對象，新穎的研究視角。漢語諺語表義豐富、知識性強，

在功能上相當於一個靜態單位（“詞”），又有不同於一般詞語的外顯特徵（句

子形式），而這種句子形式又不同於交際中臨時生成的語句，研究對象特殊。

不同於多數定位於文學、辭彙層面的漢語諺語研究，本研究立足於諺語的句子

性質，研究漢語諺語的語法突破及限制條件，研究視角新穎。

（二）研究方法的創新。

既往諺語研究並不區分常規現象與非常規現象，存在重共時輕歷時、重描

寫輕解釋等問題。本文重點分析了諺語中的語法突破現象；並根據諺語語法底

層“普、方、古”並存的語料特點，採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的方法，在

語言特區理論視角下作整體性觀照；并從對舉、韵律等多個維度探討了諺語語

法突破的制約條件，描寫與解釋並重。

（三）新理論的推進和普遍語法機制價值。相較於語法研究有歷時/共時之

分、通語/方言之別，本研究採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的方法，對“普、方、

古”語法底層混雜的漢語諺語進行跨時空的整合性觀照。通過研究漢語諺語的

語法突破，彰顯“語言特區”理論超常的語料涵蓋力，豐富並推進了對慣常語

言規則突破研究的“語言特區”理論。“各種具體語法的事實和規則”是“原

則應用”、“參數賦值”和“詞法和不規則的語言現象”三種因素相互作用的

結果。作為“語言特區”之一的“諺語特區”，其不規則語言現象則通過“詞

法和不規則語言現象”模塊作用於“具體語法的事實和規則”，並最終通過語

言接觸、演變影響普遍語法機制。“諺語特區”的語法突破旨歸於普遍語法機

制中的作用與價值。如圖表 2所示：

圖表 2 涵蓋“漢語諺語”的普遍語法機制



17

本人在博士攻讀期間的公開發表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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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語法

的原則和參數

“原則”應用 “參數”賦值 詞法和不規則語言現象

相互作用

各種具體語法的事

實和規則

諺語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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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語言特區”視域下的漢語諺語及其語義加工模式

本章從宏觀角度討論了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確定方法與研究取向、漢語諺

語的語言特區性質、特徵及表現、漢語諺語的信息處理及語義加工模式等。主

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確立方法，語言特區的研究

取向，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及表現，諺語的語法制約機制，諺語的信息處理加

工模式。

2.1 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確立方法

本節首先根據“語言特區”已有相關研究成果，討論不同類型“語言特區”

“語法突破”對比標準的不同，重點討論漢語諺語“語法突破”標準的界定方

法。以此明確“語言特區”語料庫建立的不同語法標準。

“語言特區”研究特定領域內語言慣常規律的“有條件突破”，“語法突

破”參照標準的確立是“語言特區”後續研究的起點。這裏，確立對比標準實

質就是“慣常語言規律”的具體化。既往“語言特區”研究看，呈現出以下特

點：語料來源不同，標準不同——或以現代漢語語法為准，或以古代某一時期

語法為准；語料性質不同，標準確立方法不同——有的語言特區可以確定標準，

有的語言特區只能界定對比標準。具體論述如下：

（一）對比標準的確定

有以現代漢語語法體系為參照標準的。以網絡平臺、現當代詩歌、標題口

號等為研究對象的語言特區研究，其對比標準可明確地確定為現代漢語語法體

系。譬如覃業位（2016）“網絡平臺”的語法創新突破，劉穎（2016）、高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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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分別從虛詞、實詞的角度討論了現當代詩歌語言對語法規則的突破，

羅堃（2017）的標題口號對語法規則的突破。上述幾篇“語言特區”的博士學

位論文都以現代漢語語法體系為對比標準。對比標準可明確為：朱德熙《語法

講義》、邢福義《漢語語法學》、張斌《現代漢語描寫語法》等理論語法學著

作，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劉月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等語法著作中

的規則為參照標準。並且有鑒別語言突破的明確標準，以羅堃（2017）為例，

細化為三條標準：一、母語者語感；二、語法學家對相關語法規則的描述；三、

能否入句。

有以古代漢語語法作為突破標準的。有的“語言特區”其語料來源於某一

歷史時期，其對比標準可確定為歷時該歷史階段的常規語法規則。比如張力

（2018a）語言特區視域下宋詞非常規語言現象的研究，就以宋代漢語的常規語

法規則為研究參照，發掘宋詞中的特殊語言現象。其研究參照標準：一是宋代

漢語的研究文獻，亦即宋代漢語的常規語法規則。主要以宋代口語文獻的語法

規則作為主要的參照。具體為：一是從反映宋代口語的文獻中歸納、概括某一

語言現象的語法規則。如《近代語法資料彙編·宋代卷》、《朱子語類》、《宋

儒語錄》、《三朝北盟彙編》、《乙卯入國奏請》、《簡帖和尚》、《碾玉觀

音》等；二是對以往針對宋代語法所作的專題或個案研究中來尋找某一具體語

法規則的“蛛絲馬跡”；三是從漢語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中把握宋代漢語語法的

具體面貌，並通過反映宋代各時期的口語文獻來驗證。顯然，選取古代某一時

期的“特定語域”進行研究，其常規語法規律儘管可從時間上明確，但規則本

身的零散性仍要進行甄別、整理、歸納。

（二）對比標準的界定：限定對象、界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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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網絡平臺”、“現當代詩歌”、“標題口號”和“宋詞”可分別

以“現代漢語語法系統”，“宋代漢語語法”為研究參照，有明確的標準可以

確定，是比較理想的情況。但是，有“特定語域”的語料性質較為複雜，語料

來源古今不一，沒有一個明晰、統一的時間。譬如漢語的諺語、俗語，其語例

條目散見於古今各類典籍中，非一時一地一人所為，有的甚至無從查考。語例

條目的產生時間和作者很多時候難以厘清甚至無從甄別。原因是：一、存現於

古典籍中的諺語，並非產生於其時。正如清代學者杜文瀾所言：“謠諺之興，

其始止發乎語言，未著於文字。”以典籍所著年代為標準，所引諺語條目的產

生時代當在其前（引語的開場為“自古有道是、古人說得好、自古以來、古諺

曰、有句老話叫、常言說、有句老話說的是、俗語說”等說辭），而與典籍故

事相關的諺語條目，產生時代則在其後（像“天上掉下來個林妹妹”受現代影

視劇《紅樓夢》影響）；二、典籍中的很多諺語條目，類同於南北朝時期的“古

樂府詩”，其作者多為無名氏。是廣大人民群眾口頭相傳，又在歷時流傳中逐

漸定型。鑒於此，哪怕是同一本古典文獻中的諺語，其語法底層也不是一個時

期的，而是興於歷史不同時期的諸多諺語條目共現於該典籍罷了。也就是說，

我們無法按照以往的共時語法或斷代語法來研究。這些既是造成從語法角度研

究諺語“很難為之”的原因，也是將俗語、諺語劃為辭彙“回避處置”的緣起。

漢語諺語、俗語這類“特定語域”的語言研究，應採取限定對象、界定對比標

準的辦法。

具體做法是：一，限定語料對象。根據諺語在白話文獻和實際生活中的存

現與否，將諺語分為“活”的諺語和“死”的俗諺兩類。將研究對象限定為“活”

的諺語，即 1919年以後，白話文獻中存現或口頭中使用的諺語（包括古典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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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代仍使用的諺語）；二，界定對比標準，即以現代漢語語法規則系統為語

法參照標準。

需要指出的是，將漢語諺語這種語法底層不一且共現於共時特定語域的語

料置於“語言特區”視域下，對其產生於歷時各時期而共現、應用於現時的特

殊語料進行整合性觀照，既是對以往漢語語法研究語料選取標準的推進和突破，

也彰顯了“語言特區”理論超常的語料涵蓋性和獨具的理論生命力。這種意義

上，“語言特區”理論具有方法論意義。

上述可概括為：對比的關鍵是對比標準的確立。語料來源不同，標準不

同——或共時語法規則，或歷時某一斷代語法規則；語料性質不同，標準確立

的方法不同——或確定，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相較於以往語法研究有歷時/

共時之分、通語/方言之別，將漢語諺語、俗語這類特殊語料置於“語言特區”

視域下研究，一定意義上，體現出“語言特區”理論的方法論價值。

2.2 語言特區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分佈及研究取向

本小節討論“語言特區”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分佈情況及研究取向，接著

從性質上區分漢語諺語語言創新的兩種方式，進一步明確“語言特區”語料搜

集及研究方向。

2.2.1 語言特區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分佈及研究取向

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語言特區”（Special Linguistic Zone）這一重

要概念，指出“語言特區”是發現語言變異、深刻認識語言機制的一個寶貴窗

口，這為我們甄選研究課題並集中分析不規則語言現象提供了有效思路。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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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到某一“語言特區”的研究，面對散見於浩瀚語料中的各類非常規語言現象，

我們仍要有明確的思路，進行有效、科學的選擇與取捨。也就是說，語言特區

內哪些非常規語言現象才具有研究價值？如何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研究？為更

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討論“語言特區”研究對象的內涵層次，重點討論非

常規語料的分佈及研究取向。

（一）“語言特區”研究既可以從理論、方法的建構入手，也可以聚焦於

“語料”對語法規則的突破、創新，且後者是語言特區研究的重點。研究語言

特區內“語料”的語法突破，也是該理論對語法研究的價值和貢獻所在。

（二）語言特區“語法突破”的研究，既可以有形式上的突破，也可以有

語義、語用上的創新。形式上，如網絡語言特區中的非常規重疊式 VVV（覃業

位 2019a）、VVVO（覃業位 2019b），選擇問句的選擇項“A 還是 A”（劉

穎、羅堃 2019），新聞標題特區中的“又”“再”連用（羅堃、劉穎 2020）

等等；語義上，如謎語、圖畫說明句、新聞標題、漢語諺語等特定語域對無定

名詞主語句語義的突破（羅堃 2017，耿國鋒 2021）；語用上，漢語諺語中“X

不 X”正反疊用位於謂語等語法位置表非疑問功能，對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

小句限制條件的用法突破等。

（三）就某一“語言特區”來看，搜集過程中非常規語料的存有數量及分

佈情況，大體可有以下幾種情況，如圖表 3:

圖表 3 “語言特區”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分佈情況

語料數量 大量存在 大量存在 量少 量少

語料分佈 僅特區有 非特區僅有 僅特區有 非特區僅有

語料性質 語法突破 非常規語言現象 語法突破 非常規語言現象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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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看語言特區的研究對象：情況 A，非常規語言現象的語料“大量存

在”且“僅特區中有”，屬語法突破現象，是語言特區研究中的理想對象語料；

情況 B，語料“大量存在”但“非特區僅有”，嚴格意義上，這類語料不屬“語

法突破”而歸屬於“不規則語言現象”，是特區研究中較為理想的對象語料；

情況 C，非常規語言現象語料“量少”且“僅特區中有”，這類情況也屬語法

突破現象，在語言特區語料搜集過程中會遇到很多，但研究展開較難，屬於一

般的對象語料；情況 D，語料“量少”且“非特區僅有”，屬於非規則語言現

象，由於語料較少，研究價值不大，基本不屬於語言特區的研究對象。

可見，上述情況 A、B、C三類情況都可以納入“語言特區”理論框架下進

行研究。所不同的是，具體研究時，研究的範式、取向不同。具體為：

情況 A，可進行描寫-分類-解釋，對該類型語法突破的動因和限制條件進行

挖掘、推導。有事實，有理論，且相對容易成文。像網絡中的“VVV”重疊、

“VVVO”重疊、網絡語言中的“A還是 A”選擇問的選擇項類同等等，就屬

這類情況。此時，“語言特區”就是該類型語法突破的藩籬，是語法突破的界

限。

情況 B，也可進行描寫——分類——解釋。有語言事實，也有理論解釋，

相對容易展開。像新聞標題中的“‘動賓’+賓”、漢語諺語、宋詞中的名詞謂

語句等就屬這類情況。此時，語言特區僅是所研究語料的界定或框定邊界，而

不是語法突破的界限。“語言特區”是所研究語法問題的語料背景色，而不是

“語法突破”存在的必然土壤。如果認為非“語法突破”現象不可研究，這是

對“語言特區”研究對象的一種“誤解”。

情況 C，語料數量少且語例不具有生成性。只能放到大的語法背景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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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特區中顯示的“語法突破”現象放到研究的高潮部分處理，給整個研究做“錦

上添花”的深入牽引。讓語言特區“語法突破”的理念在研究中得到“瞬間”

但“璀璨”的體現和貫徹。

至於情況 D，語料量少且非特區僅有，語言特區一般不對這類語言現象展

開研究。

就語言特區中非常規的語言現象而言，上述情況 A、C屬於“語法突破”

的語料，情況 B則屬非常規語言現象。語言特區中歸屬 A、B、C情況的語料，

可作為研究對象納入到“語言特區”視域中來。具體到本文漢語諺語的非常規

語言現象的語法研究，主要針對上述情況 A、B、C三種情況。

2.2.2漢語諺語中性質不同的兩類創新

“語言特區”語法突破的語言創新方式有兩種：一是“無中生有”的“創

新”；一是“古為今用”甚至“死而復生”的“維新”（張力 2018）。漢語諺

語中，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的非常規語言現象，從性質審視其語言創新方式也可

歸屬這兩類。

首先，“無中生有”的“創新”。“創新”就是指以前不存在而開闢出來

的全新語言現象。這是一種原創的開拓創新，是語言特區中非常規語言現象最

主要的產生方式。譬如，漢語諺語中獨立“的”字結構省略“的”這類語言現

象，就屬現代漢語中“無（沒有）”而漢語諺語中“存有”的創新方式。語例

“打鼓弄琵琶，相逢是一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現代漢語中當為

“打鼓（的）弄琵琶（的），相逢是一家”。諺語中的“X不 X”正反疊用作

謂語或處於所有賓語小句中表疑問功能甚至肯定項 X的語義，突破了現代漢語

中“X不 X”的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的限制條件，等等。諺語中這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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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語言現象的語言創新歸屬為“無中生有”的創新。

其次，語言特區中的“維新”用法。這類特殊語言的“創新”實質是語言

歷時用法的“共時存現”，進而產生一種曆久彌新的語言效果。歷時的一些語

言用法棄之不用後，僅在或後又在某一“語言特區”中出現、使用。“這些用

法”因時間間隔久遠，在後來正常的語言生活中顯得“特殊”，也成為了“語

言特區”中的“創新”現象。其實，“語言特區”中的這類“維新”用法並不

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像諺語中的“動詞+介詞+賓語”，即通常所謂的介賓短

語後置於謂語動詞之後。現代漢語中，介賓短語置於謂語動詞之前作狀語是常

規用法，置於謂語動詞之後作補語則屬特殊用法；而古代漢語中，介賓短語置

於謂語動詞之後作補語卻是常規用法。諺語中的“動詞+介詞+賓語”用法就屬

“維新”用法。還有諺語中的偏句關聯詞省略的非常規用法，在明朝時則是常

規用法，也屬語言創新中的“維新”用法。再有諺語中的“名+數+量”，即通

常所謂的定語後置。而中古以前“名+數+量”語序則屬正常語序，中古、唐宋

以後，“數+量+名”則成為正常語序，“名+數+量”語序僅存現於計數、計量

或帳本、諺語等特定語域。諺語中像這類“歷時語料、共時存現”的語法特點，

其語言創新就是“維新”用法。

從創新的性質看，語言“無中生有”的“創新”用法和“古為今用”甚至

“死而復生”的“維新”用法有著本質的不同。“創新”是一種“無中生有”

的新，是“語言特區”中創造且獨有的全新語言現象；“維新”則是一種歷時

用法在“語言特區”中的“留存”或“復活”，因時間間隔和現時語言生活不

同而顯得“新”，“維新”其實是一種“偽新”。二者性質不同，但共同點都

是“新”，都是“語言特區”語言創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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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漢語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及表現

作為一種群眾中廣泛流傳、形式精簡、表意豐富的語言現象，諺語有其獨

具的語言學價值。在性質、功能上，諺語相當於一個詞，學界通行的說法是“詞

的等價物”。與辭彙不同的是，諺語又具有句子的外顯形式——單句、緊縮句、

複句等，形式上具有句法分析的可行性（王鴻雁 2005）。與自然語言交際中臨

時生成的語句不同的是，諺語的句子形式又具有固定性、定型化（溫端政 2006），

說話人可像“辭彙”一樣整體提取使用，似乎沒有所說的自然語言“編碼”這

一過程。語義上，既可直接分析“語義透明”的諺語，也可通過 “語義不透明”

諺語的表面義與非表面義之間的“語用充實”加以理解、分析。諺語的結構形

式、表意方式、語義理解、邏輯語義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獨特特徵，表現出一

定的語言特區屬性。

下面從語言特區的屬性及類型、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和語言特區的表現三

個方面展開。

2.3.1 語言特區的屬性及類型

與“經濟特區”、“行政特區”不同，“語言特區”（Special Linguistic Zone，

可簡略為 SLZ）這一重要概念是由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的語言學理論構

想，指的是“可以有條件突破慣常語言規律約束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同為

“特區”，三者是不同層面、不同領域擁有的特殊權利平臺，在這些不同層面

的特區內可以合法的不守常規甚至有所突破的特區平臺。如，“行政特區”可

以突破一些常規行政法則的束縛（如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博彩業等）；“經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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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區”則可以允准一些特定的經濟法則存在（海關稅的減免等）；而“語言特

定”內，也存在許多“語法有突破，突破有限制”的語言現象。“語法有突破”

是語言特區內的語言特權，“突破有限制”則是語言特區內語法突破的界限，

必須遵守普遍語法規則，即 UG（董思聰、黃居仁 2019）。

根據徐杰、覃業位（2015）的研究，網絡平台、詩歌和標題口號是語言“標

新立異”的三個特定領域，存在大量語法突破或非常規的語言現象。分別示例

如下：

（一）網絡語言中的新興重疊式 VVV。作為一種語法手段，一般認為動詞

重疊時多為 VV式，語法意義上多表示嘗試義、少量1，重疊式 VV可以擁有基

式無法表達的意義（朱德熙 1982）。覃業位（2019a）通過共時分析和方言驗證，

認為網絡語言中的三疊式 VVV是語法重疊，具有穩定且明顯的“增量”語義。

如：

（1）今年萬聖節，要不要和我相約香港一起吃吃吃？

（2）誰在為買買買推波助瀾？”

（3）今天考了寫寫寫的《大學語文》《馬原》、毛概》。

（覃業位 2019a）

（二）詩歌語言中的“不及物動詞+賓語”。現代漢語中，不及物動詞一般

後面不能帶賓語。劉穎、高瑒（2015）分析了詩歌中不及物動詞帶賓語的現象，

一類是焦點驅動下，不及物動詞臨時帶賓語的基礎形式出現；一類是“陌生化”

動因下古代漢語為動用法的類推。由“介詞+名詞+不及物動詞”經省略、移位

而為“不及物動詞+名詞”所致。如：

1 胡偉（2017）認為動詞重疊表嘗試義、少量時，雖動量減少但時量频次会增加，這類語法意義仍可視作

“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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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發如雪，紛飛了眼淚。（方文山《發如雪》）

——你發如雪，眼淚紛飛。

（5）你鎖眉，哭紅顏換不回。（方文山《發如雪》）

——你鎖眉，為紅顏換不回哭。

（6）我能叫嚷困難嗎？（郭小川《望星空》）

——我能因為困難叫嚷嗎？

（三）標題中的“又”“再”連用現象。現代漢語中，“又”、“再”都

是常用的副詞，語義上都具有重複義。一般情況下，只能在各自情境下使用，

不可連用。羅堃、劉穎（2020）分析了“又”“再”表重複“語義羨餘”式連

用。認為受限於“又”前“再”後的語序；在語用焦點突顯的驅動下，可在標

題這種特定語域內出現。如：

（7）又再遇到你（歌曲名 張立基）

（8）又再起步（歌曲名 景黛音）

（9）“兩會”又再派出政策“大紅包”（《中國投資諮詢網》2015 年 3

月 13日）

類型上，漢語諺語句式精簡、便於口頭流傳的特點，比較接近標題口號。

形式結構上，諺語一般句式精簡，這就造成許多非常規語序、省略、緊縮等語

言現象，如時體助詞（指“了”“著”“過”等助詞）等的省略。表達上，諺

語通俗易懂、便於口頭流傳、傳播，如一些非常規的“疊用”現象等。鑒於此，

諺語可大體歸於“標題口號”這一特區類型。

2.3.2 漢語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

下面主要從諺語的語料特殊性、形式結構特點，語義特徵、邏輯表現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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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深入探析諺語的語言特區屬性。

（一）諺語語料的特殊性

既有研究的處理方案。在承認諺語是語句的前提下，將諺語歸為熟語並將

之作為辭彙來看待是目前一種通行的做法（目前流行的《現代漢語》教材：胡

裕樹版本，邢福義版本，黃、廖本等）。現有研究中很難找到單篇研究諺語語

法的論文，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既承認諺語是“語”又將之劃為“辭彙”的定位，

而從修辭角度研究諺語則顯示了諺語中存在諸多非常規語法現象。諺語產生散

見於歷時的各個時期，經歷時反復使用、共時廣泛傳播，語料上具有“歷時語

料、共時存現，方言、通語並置”的特點。

我們的處理方案：將諺語納入“語言特區”分析，並認為“語言特區”不

僅可以觀照某一時期共時層的特定語言領域，而且可以處置諺語這類跨時段，

跨地區的特殊語料，最終對“諺語特區”進行整合性的語法觀照與分析。相較

於以往語法研究有歷時/共時之分、通語/方言之別，很多時候一些“諺語”很難

厘清甚至無從甄別。將諺語這種“歷時/共時共現，通語/方言並置”的特殊語料

納入“語言特區”進行整合性觀照，是對既往漢語語法研究語料選取標準的推

進和突破。毫無疑問，也彰顯了“語言特區”理論超常的語料涵蓋性，具有方

法論意義和獨具的理論生命力。

（二）語句定型、固定與不完整的結構形式

諺語不完整的結構形式主要指大量非主謂句、空位、省略句以及意合式1的

緊縮句、複句等。

諺語既可像辭彙一樣整體提取使用，性質、功能上相當於詞（即具有“類

1 所謂“意合式”是指緊縮句或複句直接組合的方式，與使用關聯詞相對。沈懷興（2004）以幾部諺語辭

典為語料，統計得出複句形式諺語 95%以上都是意合式。並認為這一現象是“諺語的知識性要求客觀”決

定的，關聯詞多有主觀性，而意合則較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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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性”），又具有句子的結構形式，有其內在的詞法和句法結構。雖然一般

把它歸屬在辭彙系統的熟語裏, 但顯而易見, 它具有不同於一般詞語的外顯特

徵——以句子的形式出現，即形式結構的組構性。從句子生成的角度看, 諺語這

種句子形式顯然又不同於我們在交際中臨時生成的自然語句，具有結構的固定

化、定型性。因此，諺語既是詞彙學又是語法學的研究對象。語法上，王鴻雁

（2005）通過對《常用諺語詞典》的統計分析，得出諺語有 3種句子形式：單

句、緊縮句和複句。為更好地說明諺語的句法形式，我們將單句分為主謂式、

非主謂式，緊縮句分為意合式、關聯式，複句分為意合式、關聯式，以金路《中

國俗語》的 12000餘條俗語為研究對象，統計結果如下。如圖表 4：

圖表 4 漢語諺語句子結構的分析統計

諺語

形式

單句式 緊縮句式 複句式

主謂式 非主謂式 意合式 關聯式 意合式 關聯式

數量 2079 1360 2148 180 5892 348

百分比 17.3% 11.3% 17.9% 1.5% 49.1% 2.9%

總體看，諺語中的緊縮句、單句所占比例並不高，反倒是複句式占 52%之

多。與一般所認為的諺語、俗語“形式簡短”顯然不相吻合。我們認為，俗語、

諺語表意豐富，是知識經驗的總結，句子多具抽象義而非具體義或陳述義，故

句子一般沒有時體助詞。另外、意合式的緊縮句、複句占比達 67%，句子也顯

得比較“簡練”。 再有，非主謂式句占 11.3%，少於主謂句 17.3%。實際上，

諺語中許多緊縮句式、複句句式的分句也有很多非主謂句，非主謂句的實際占

比要高於 11.3%。這也體現了俗語、諺語的口語色彩，省略現象多。以上，諺

語句子顯得較“簡練”。但出於口頭傳播、廣為流傳的需要，又需要表意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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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顯、強調，這是緊縮句式總占比不高而複句反而大量出現的原因之一。漢

語諺語句式特點實質是“簡練而不簡短”。

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單位，俗語、諺語句式定型、固化，功能上要求表意

自足、完整。而意合式緊縮句和複句、非主謂句這種不完全結構的句子占比卻

很高。我們認為，緊縮句、複句採用意合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意合諺語往

往可表多種關係，可添加不同關聯詞，滿足不同需要（或語境）。如“酒香不

怕巷子深”可添加“只要……就”“只有……才”“如果……就”“因為……

所以”等不同關聯詞，從而紓解了諺語語句定型、表義單一與實際表達多樣性

需求的矛盾。而非主謂句“空缺”的主語位置1恰好可根據需要用語境中的“主

體”（指發話人或受話人或談論對象）來填充，主語“空位”現象某種程度上

彌補了俗語、諺語語句定型性、固定化的缺陷。如此，也就紓解了諺語有“空

位”、不完整的形式結構與要求表意完整、自足性的諺語知識性之間的矛盾，

結構“空位”的實質是定型化、固定化的諺語語句為滿足表意需要多樣化所做

的形式上的變通。

（三）表意的單一性與語義的雙層性

諺語表意的單一性是就語句的內容而言，指諺語表意的無歧義性，且內容

多為單一解釋。表意豐富、富含經驗、道理的諺語一般不具有表意的多樣性，

只有極少數諺語有兩種或以上解釋，這方面遠遠少於多數辭彙表意上的多義性。

諺語具有知識性，這一特點使得其表意上多為抽象義。而諺語語句的陳述義、

具體義，則往往通過在既有諺語中添加情態助詞、副詞或時體助詞來實現，從

1 俗語中也有一些“賓語空位”的句子，多為“賓語成分”（尤其是受事賓語）話題化前移，如“敬酒不

吃吃罰酒”等，或者有辭彙化、習慣語傾向，如“神不知鬼不覺”、“人間少有，天上無雙”等。且總體

上要遠遠少於主語空位的句子，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給個甜棗，打個巴掌”等。這也印證了謂語

動詞與賓語的關係較主語更為緊密。存有大量主語“空位”，卻不易造成賓語“空位”這一特點，仍顯示

出句法規則對諺語、俗語的制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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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彌補了諺語表意單一性的缺陷，紓解了諺語表意的多樣性需求。如下：

（10）打鐵必須自身硬。（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打鐵先得自身硬。

——打鐵還要自身硬。

（11）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金路《中國俗語》）

——種了瓜得瓜，種了豆得豆。

（12）丟個西瓜，撿個芝麻。（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丟了西瓜，撿個芝麻。

還有，諺語、俗語中的句子主語多為類指（或通指）、不定指名詞，專有

名詞泛化等。如下：

（13）人怕出名豬怕壯。（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14）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同上）

（15）三個臭皮匠1抵一個諸葛亮。（金路《中國俗語》）

（16）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同上）

與諺語句子結構形式的不完整有異曲同工之妙，交際中，表類指（或通指）

或不定指的主語名詞“人”、“三個臭皮匠”、“一朵鮮花”等可用語境中的

“主體”具體化、明確化，作為“類”（或轉喻“類”）、“不定指”的實例

化、特指化，是一種語義上的填充、具化。而專有名詞如“諸葛亮”語義泛化，

指具有智慧的人，也可用實際語境中“主體”填充、具化。從而紓解了諺語句

式定型、固化、語義單一性與實際表達多樣化需要之間的矛盾。

表義特點而言，諺語語義多具有雙層性。根據字面義與非字面義的關係，

可將諺語分為兩大類：字面義和實際表達意義一致的諺語；字面義和實際要表

1 一說“臭皮匠”為“臭裨將”的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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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意義不一致的隱喻性諺語。第一類諺語語義“透明”，可“望文生義”， 諺

語意義與句子各構成成分的意義密切相關，如“六月的天，娃娃的臉，說變就

變”。第二類諺語語義“不透明”，字面義是某一領域的現象或事件，而實際

要表述的意義（非字面義）是另一領域的事物或道理。非字面義不是諺語各構

成成分意義的簡單相加，字面義與非字面義之間存在投射關係或隱喻機制。如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等。第二類諺語在漢語諺語中占大多數，諺語語義的

雙層性也是就此而言。我們的重點是分析諺語語句形式結構的組合，暫不考慮

諺語語義的隱喻機制和投射關係，且盡可能地避免諺語語義的雙層性對分析諺

語形式結構帶來的干擾。其實，像例（16）“一朵鮮花”“牛糞”的不定指、

類指義的具體化，則是通過“鮮花”“牛糞”與現實所折射的隱喻關係來實現、

明確。實質上，諺語的字面義與非表面義的隱喻關係也是固化、定型化且語義

單一的諺語語句滿足實際表達多樣化需要的一種折射機制。

2.3.3 漢語諺語語言特區屬性的表現

語言特區視域下，諺語在語序、省略、重疊等層面都存在著非常規語言現

象。就語法突破的內涵看，有句法、語義和語用等不同層面的突破。

且看漢語諺語在語序、省略等句法方面存在的非規則語言現象。如下：

（一）句法上，漢語諺語中的語法突破現象

主要指諺語中的語序錯置、一些句法結構的非常規省略現象。

首先，看諺語中的語序錯置。主要包括謂詞錯置，與謂詞相關的狀語、補

語的語序錯置，與體詞相關的定語的錯置。

漢語諺語中的謂詞存在語序錯置現象，這裏的謂詞包括動詞、形容詞及其

相關短語等動詞性成分。David M. Perlmutter（1978）提出“非賓格假說”（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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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ccusative Hypothesis），並把不及物動詞分為非賓格（unaccusative）和非作

格（unergative）兩大類，非賓格動詞的論元是域內論元（internal argument）。

非作格動詞則是真正的不及物動詞。慣常語法規則中，非作格動詞、非賓格動

詞的唯一論元應出現在主語位置。諺語中，唯一論元出現在了賓語位置，突破

常規語法。如下：

（17）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和尚跑了廟跑不了。

（18）無風不起浪。（孫月《俗語在熟語中的定位及其特徵》）

——無風浪不起。

（19）好了傷疤忘了痛。（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傷疤好了忘了痛。

（20）揀了西瓜，丟了芝麻。（溫端政《諺語》）

——揀了西瓜，芝麻丟了。

（21）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兵熊一個熊，將熊一窩熊。

與謂詞相關的狀語錯置。胡阿萍（2002）在考察副詞的句法功能時指出，

狀語一般位於所修飾的形容詞、動詞之前，並且要與其所修飾的形容詞、動詞

緊密相連。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也提到“凡狀者，必先其所狀，常例也”。

然而這一規則在諺語中被突破。如下：

（22）人窮窮在債裏，天冷冷在風裏。（陳學昭《工作著是美麗的》二二）

——人窮在債裏（更）窮，天冷在風裏（更）冷。

（23）鼓破亂人捶，牆倒眾人推。（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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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破人亂捶，牆倒眾人推。

例（22）是狀語後置，（23）是狀語前置。

與謂詞相關的補語錯置。朱德熙（1982：125）認為補語、賓語應在動詞之

後，補語的作用在於說明動作的結果或狀態。黏合式補語位於謂語動詞之前和

賓語之後（即前置、後置）以及較為自由的組合式補語位於謂語動詞之前（即

前置）都屬於補語的違規語言現象。例如：

（24）親兄弟，明算賬。（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親兄弟，算明賬。

（25）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打三天魚，曬兩天網。

（26）自知翎毛短，不敢遠高飛。（金路《中國俗語》）

——自知翎毛短，不敢飛高遠。

（27）偷雞不成蝕把米。（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偷不成雞蝕把米。

（28）吃飯不進怪筷子。（金路《中國俗語》）

——吃不進飯怪筷子。

例（24）——（26）補語前置，例（27）、（28）補語“不成”、“不進”後

置。

與體詞相關的定語錯置。石毓智（2015：664-675）認為偏正結構中定語一

般位於中心語之前，不論是形容詞、動詞、數量詞作定語都是如此。但是諺語

中卻出現了突破這一語法規則的現象。例如：

（29）鹹吃蘿蔔淡操心。（張賢亮《綠化樹》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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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鹹蘿蔔操淡心。

（30）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金路《中國俗語》）

——大碗喝酒，吃大塊肉。

例（29）、（30）中的定語“鹹”、“大塊”都前置為狀語，屬定語錯置。

（二）語義上，諺語中的省略與“無定名詞主語句”

語義上，諺語中有一些形義無配的非常規省略現象，像獨立“的”字短語

省略“的”。例如：

（31）打鼓弄琵琶，相逢是一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打鼓（的）弄琵琶（的），相逢是一家。

（32）會打打一棍，不會打打一頓。（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會打（的）打一棍，不會打（的）打一頓。

像介詞懸空，即介詞後面沒有體詞性成分。例如：

（33）可與共安樂，亦可與共患難。（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可與（之）共安樂，亦可與（之）共患難。

（34）一以當十，百以當千。（金路《中國俗語》）

——以一當十，以百當千。

像關聯詞的省略。例如：

（35）挨了打還當被告。（孫月《俗語在熟語中的定位及其特徵》）

——（不但）挨了打（而且）還當被告。

（36）婚姻前註定，遲早不由人。（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婚姻前註定，（或）遲（或）早不由人。

再看，語言特區中的“無定名詞主語句”。現代漢語中，無定名詞主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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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關涉句法語義範疇的有標記句式。1其癥結在於：從語言類型學看，英語

是主語顯著的語言，漢語則是一種話題優先的語言。話題多為舊信息，具有有

定性，這就要求句首名詞主語的有定。范繼淹（1985）則認為“無定 NP主語

句是漢語的一個句式，並不罕見，也不特殊”，這是學界對無定主語句的第一

次思考，引發了系列後續研究。就該句式語法特點（范文稱“可能的語法特點”）

的論述，仍以范先生的概括最具導向性、啟發性。無定名詞主語句特點有二：1）

無定名詞主語句多為“謂語為動詞，沒有發現形容詞謂語句”；2）某些文體中，

似乎以用無定 NP句為宜。特點 1）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將“形容詞謂語”引申

為“描述對象性質的形容詞”。理由是，因其主語無定，謂語就無從描寫其性

質。在特點 2）的基礎上，許多學者討論該句式易出現的文體，像新聞文體、敘

事小說等。探究該句式使用的句法條件：數量分配句（如“一鍋飯吃十個人”）；

後續句，句首多有話題、關聯詞等；評價性句子等。由“適宜文體”引發出該

句式出現的特定文體、特定句式、特定語境。

為此，我們在“無定名詞主語句”的框架下，推導了其在不同類型“特定

領域”（即謎語、圖畫說明句、新聞標題）的突破情況：在謎語、新聞標題這

類特定語言領域中無定名詞主語句的謂語可為描寫性形容詞；而在圖畫說明句

中“一量名”形式的主語則具有了特指性。推演了“無定主語+形容詞謂語”甚

至“特指性無定名詞主語句”的句法語義創新。詳細論述參見耿國鋒（2021）。

就“無定名詞主語句”這一句法語義有標記句式，漢語諺語的非常規在於：

存在大量“一量名”“數量名”做主語的句子，而已知的、表定指或特指的名

詞甚至專有名詞作主語的諺語則數量很少，且特指時突顯的往往是名詞的內涵

1 語言類型學看，英語是主語顯著的語言，漢語則是一種話題優先的語言（曹逢甫 1996、石定栩 1999、
徐杰 2003、劉丹青 2016、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76等）。話題的有定性要求直接關涉著

句首名詞主語的有定。可以說，漢語主語有定或傾向於有定，主語無定是受限的。這種意義上，漢語無定

名詞主語句是一種有標記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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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據我們對金路《中國俗語》的統計，僅“一（量）名”作主語的諺語就有

623條，與其他字開頭的諺語條目相比，數量最多。再加上“三、六、九、十、

百、萬”等開頭的“數量名”短語作句子主語的諺語條目，數量更多。諺語特

區中，“無定名詞主語句”是無標記句式，而主語有定則成了有標記句式。造

成這一語言現象反常的原因，既是諺語這一“語言特區”多表知識、經驗或評

價性道理造成的，也是諺語的語意單一性與表意需要的多樣性矛盾必然的選擇，

“無定”的主語更方便語境中已知“對象”的填補或具化。

（三）語用上，諺語中“X不 X”正反疊用對其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突破

現代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的慣常語法功能表示疑問（黃正德 1988、

朱德熙 1991、徐杰 2001a等）。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與疑問有著某種

天然聯繫”、“本質上是一種動態的針對疑問範疇的語法處理方式” （徐杰

2001a：178）。我們考察了現代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的非疑問功能和受

限條件。認為不同類型“小句”對“X不 X”的疑問功能限制性強弱不同，並

認為漢語中謂語位置是“X 不 X”正反重疊表疑問的敏感位置。漢語諺語中，

謂語位置的“X不 X”正反疊用卻表示非疑問功能，突破了現代漢語語法規則

的制約。示例如下：

（37）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

（38）醜不醜一合手，親不親當鄉人。（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醜（不醜）一合手，親（不親）當鄉人。

諺語裏，“X不 X”作謂語前置句首非但不表示疑問，反而是“美”、“親”、

“醜”的肯定義、表強調，突破了現代漢語“X不 X”正反疊用位於謂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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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疑問的用法規則，5.2節我們將詳細論述漢語諺語中這一用法突破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漢語諺語所具有的語言特區屬性。與“標題口號”

在結構形式上有近似之處，諺語具有作為一個特定語域進行分析的可行性。諺

語又獨具特點：語料上，諺語“歷時語料、共時存現，通語、方言語料並置”，

有別於通常語言學研究語料作歷時/共時、通語/方言之分，增加了語言學研究語

料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結構形式上，形式固定、定型與結構形式的不完整。諺

語句式“精簡”，有大量省略現象，也省略了一些表主觀的關聯詞、時體助詞

等，符合諺語的口語特色，但“精簡不精短”，諺語中複句尤其是對舉的結構

形式占比很大，契合了諺語表意的豐富性。但與自然生成的句子不同，諺語句

子定型性、固定化，非主謂句占一定比例（主語“空缺”），另還有一些諺語

賓語“空缺”，其實質是，紓解定型、固化的句子表意單一與實際表意需求多

樣化之間矛盾的變通方式。語義上，諺語既具有表意上的單一性，又多具有語

義特點上的雙層性。內容上，不同於很多辭彙有多個義項，諺語大多表意單一，

多為評價句、抽象句，所表的具體陳述義、描述義則可通過添加情態詞、時體

助詞等方式實現。而諺語中類指、通指、不定指的名詞滿足了實際運用中語境

“主體”明確化的需要。諺語語義的雙層性其表面義與實際義的映射隱喻機制

其實也是一種現實“主體”、“關係”的折射實例化，與諺語結構形式的不完

整，類指、通指、不定指名詞的運用有異曲同工之用。最後，諺語語言特區的

表現。在句法、語義、語用等層面，諺語都有不規則語言現象或突破語法現象。

有鑒於此，在語言特區視域下，我們分析漢語諺語中的不規則或語法突破語言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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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漢語諺語語法的觸發機制

漢語諺語中有諸多非常規甚至語法突破現象。綜合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

觸發機制：對舉、韻律、語體。

（一）對舉機制

研究文獻中，“對舉”的稱名不一而足，但實質大體相同。所謂對舉由“兩

個字數相等或相近、結構相同、語義相反相成的語句”組成（張國憲 1993）。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似成分放在一起使用而形成的結構”就是對舉式（劉雲

2006）。對舉是“人在空間中組織語言”（甘蒞豪、范之 2010）、“非線性的

結構遞歸”（Ray Jackendoff 2011），“對稱格式的投射放大”（沈家煊 2019），

“非線性”狀態的對舉機制往往可觸發語言多個層面的變化，促使“非法句”

的合法化。辭彙層面，可“締構詞”（張國憲 1993），不成詞語素可獨立使用，

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語法上，具有“語法突破”作用；語義上，對舉

可使“語義增值”（張國憲 1993、劉雲 2006）、“互文統合”（Ray Jackendoff

2011、沈家煊 2019 ）；音韻上，對舉具有“增強韻律”作用（劉雲 2006）。

作為一種常見的語法手段，對舉的一個突出作用就是對現有語法規律的突

破。資中勇（2005）討論了對舉可突破一般語法規則的限制，如“受事主語+

光杆兒及物動詞”、“單音節不及物動詞”可不帶“了/著/過”等助詞、“不+

名詞”、“有+動詞/形容詞的賓語”等非常規語言現象。甘蒞豪、范之（2010）

分析了對舉對“非法句”合法化的觸發，從“非邏輯結構”、“非自足句”、

“非常規搭配”、“非常規語序”、“非韻律結構”“不成詞語素單用”等六

個方面的合法化加以描述。顯然，對舉是造成漢語“語法突破”的一種機制。

對舉可使語句中的句法、語義甚至用法功能發生變化。沈家煊（2020）認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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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語法以主謂結構為主，續中偶爾有對，漢語語法以對言格式為主，對而有續，

並比較了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對舉是“漢語的一種結構性的普遍格式”，指

出“‘對言語法’是‘大語法’”“已經超越短語、單句、複句的區別，包含

主謂、動賓、偏正等各種結構關係，覆蓋雅俗等多種語體”，是線性遞歸之外

的非線性遞歸（non-recursion），意在“字句章篇貫通，音形義用一體”。

（39）英語主謂句：We talked to each other.

漢語對言句：你說一言，我說一語。

其實，不惟漢語，以主謂結構為主幹的英語，也有少量對舉式。如：

（40）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41）No zuo no die. （例出沈家煊 2020）

需要說明的是，類型學理論中沒有針對對舉現象的範疇。這一方面源於中

國學者的語言類型學研究通常將已有的研究結論引入漢語，而西方語言類型學

大家又往往缺乏對漢語事實的深刻理解。有鑒於此，對舉也許可為語言類型學

提供新的理論增長點。漢語特殊語言機制的思考固然需要更多地關注西方當代

語言學的理論，但更需要發揮漢語學者自身的創造性解釋。

對舉既是一種語法機制，更是一種富有漢語特色的語言現象。漢語諺語中，

出現許多對舉結構的條目。據韓杰（2007）的統計，金路《中國俗語》中，僅

數詞對舉的條目就有 1004條，占條目總數的 8.4%。這與諺語多表知識、經驗、

道理，多表抽象義有關。而“對舉結構一般用來表達泛時性狀況或未然狀況”

（陳一 2008）的用法趨於一致。對舉這一機制觸發了諺語中諸多非常規語序、

非常規省略、非常規搭配等語法突破現象。

（三）韻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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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韻律理論，我們在 1.4節已作了簡述。韻律與語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諺語體現出“齊整、和諧”的韻律特點。

從整體形式看，諺語句式精簡、音韻齊整、富於語音美，便於口頭流傳、

傳播。對舉、對偶甚至排比是諺語、俗語常用的句子形式。如“饑不擇食，寒

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

窯堡的炭，想吃糖果走橫山”、“ 一個籬笆二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愛

在華師，玩在武大，學在華科，吃在華水”等俗語。顯然，這些諺語句式勻稱

整齊、講究對稱，節奏感強，便於記憶和口頭傳播。

諺語音節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四音節、五音節、六音節、七音節的條目

數量較多。關於語句音節數的內在音節模式與自然韻律關係，前人時彥歸納出

一個符合漢語語句較為自然的韻律音節模式組配。馮勝利（1998）認為，四音

節的有[2+2]、[1+3]、[3+1]三種音節模式，較為自然的音節模式為[2+2]，如“兄

弟/同心，其利/斷金”(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七音節的[4+3]、[3+4]兩種

音節模式，較為自然的音節模式為[4+3]（如“不說自己/沒褲子，反笑人家/膝

蓋破”、“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等（金路《中國俗語》））。

在此基礎上，劉雲（2003）列舉了七音節形式的六個小類，全部為[4+3]形式，

印證了馮先生關於七音節語句自然音節模式為[4+3]的觀點。羅堃（2017）認為

五音節音節模式傾向於[2+3]（如“人窮/志不窮”、“窮廟/富方丈”等）。而

六音節的則有[2+4]、[4+2]、[3+3]三種模式。語句的自然韻律形式對音節模式的

內在要求，成為制約漢語、諺語韻律句法的規則，韻律的強制約作用體現在符

合語句的音節韻律模式，卻與語義規則、句法規則不一致。音節韻律是造成諺

語中語序錯置、非常規省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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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句較自然的音步為參照，分別對四音節、五音節、七音節的諺語語句

試做解釋。四言格式的諺語：“人靠衣裝，神靠金裝”，音節模式為[2+2]，動

詞與賓語的關係較主語更為緊密，其句法層次為“人/靠衣裝，神/靠金裝”；“三

天打魚，兩天曬網”，音節模式為[2+2]，而肯定句中時量成分應在動詞之後（儲

澤祥 2005），自然語序應為“打三天魚，曬兩天網”，句法層次為[1+3]“打/

三天魚，曬/兩天網”或[3+1]“打三天/魚，曬兩天/網”，都不如[2+2]音節模式

自然。而這則諺語常規的說法應為“打了/三天魚，曬了/兩天網”，分句各添加

時態助詞“了”，成為五言格式句，符合[2+3]的自然音節模式。再有“恨鐵不

成鋼”，音節模式也為[2+3]，其句法層次則為[1+4]，即“恨/鐵不成鋼”。七音

節有[4+3]、[3+4]兩種音節模式，較為自然的音節模式為[4+3]。如“兵不在多/

而在精”（見曲波《橋隆飆》三），宋代时為“兵在精/而不在多”（見《宋史

兵志八》），音節模式為[3+4]，演变为如今更自然的韻律音節模式[4+3]；“桂

林山水甲天下”（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其完整形式應為“桂林山水

甲於天下”，省略為七音節，並構成自然的音節模式[4+3]。可見，韵律音節模

式是造成非常規移位、省略等現象的機制之一。

（三）語體機制

語體是說話的體式，是一種話語交際的方式或結構系統，其研究對象主要

為語體對某些語法特徵的傾向性選擇。語體機制對諺語的語法制約和非常規語

言現象的觸發也體現為一種傾向性，而非微觀、技術層面的限制條件。圍繞“語

體”主要闡述兩點：1）諺語與標題口號語體上的異同；2）語體特徵對諺語的

語法制約。

馮勝利（2003a、2003b、2010等）闡述了語體理論，認為語體“兩體對立”



44

而存在，思想精髓在於“交際距離”。語音（如語速、語調、語氣、韻律等）、

辭彙、表述方式、結構等語言要素可成為表現、判定甚至改變交際者之間距離

關係的語言手段。距離不同，語體不同；推遠距離產生正式嚴肅語體，拉近距

離產生親密隨意語體。漢語語體最高層級分為兩類：“主觀近距互動式語體”、

“主觀遠距單向式語體”（王洪君、李榕、樂耀 2010）。在此基礎上，摒棄“主

觀”的內涵特徵，變“交互”為“單向”，羅堃（2017：32）將標題口號的語

體特徵概括為：遠距單向。並指出“口號”作為口頭呼喊的簡短語句，雖正式

性有所欠缺，似與正式嚴肅語體不合，但是口號是精細加工的言語產品（可轉

化為書面形式的標語）且不具有即席性（單向性），呈現形式不影響其自身特

點。標題口號屬正式嚴肅語體，信息流動呈單向性。而諺語、俗語形式精簡，

語句定型、固化不具有生成性，便於口頭流傳，近似於口號。諺語、俗語也具

有信息“單向”流動的特點。所不同的是，標題、口號的主要功用在於傳遞信

息，諺語、俗語的主要功用在於傳遞知識、道理、事理。

與自然語句相比，標題、口號罕用“了”（尹世超 2001），禁止單獨使用

句末的“了 2”（羅堃 2017）。這與標題為“非事件句”（沈家煊 1995），標

題口號具有“遠距單向”而非“主觀近距互動”的特徵密切相關（羅堃 2017）。

諺語、俗語非但不是“事件句”，而且多為具泛時空性或評價性的“非敘實句”、

“非現實句”（張雪萍 2009）。諺語、俗語也罕用“了 1”、“了 2”，之外，

還很少使用時態助詞“著”“過”等，語句具有“客觀性”而非“主觀性”。

“距離”看，諺語與“推遠距離產生正式嚴肅語體”的觀點相類，而俗語

多形象且口語化，與“推遠距離產生正式嚴肅語體”的觀點相悖。距離有空間

距離、時間距離和心理距離之分。空間距離、時間距離的遠近很容易形成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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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距離遠近，很多時候三者一致，但絕不排除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遠而心

理距離近的情況，我們認為馮先生語體中的“距離”本質上傾向於指心理距離

的遠近。像諺語尤其是俗語這種多產生於歷時，時空比較遠不具即時生成性的

“語句”，交際時的選用恰是為了拉近與聽話人的心理距離，如各國政要和各

類演講中常引用諺語、俗語，其目的就是為了拉近與聽眾的心理距離。在時空

距離遠而心理距離近的糾纏中，傳遞知識、道理的諺語尤其是俗語宜概括為“近

距”。語體有兩類範疇：共時層面的正式與非正式之分，歷時層面的典雅與便

俗之別。諺語具有“近距單向”的特點，屬於便俗非正式語體。語法上，諺語

用詞通俗、句法層次相對簡單、存在大量省略等口語語法的特徵，進一步佐證

了諺語屬於便俗非正式語體。標題、口號、諺語、俗語的距離、單向特徵比較，

如圖表 5（“+”表示是，“-”表示不是）：

圖表 5 標題與諺語、口號“距離、單向”特徵的比較

距離 單向

時空距離遠 心理距離遠

標題 + + +

口號、俗語、諺語 + - +

-

語體上看，標題具有遠距單向的特徵，屬正式嚴肅語體，而口號、諺語、

俗語則具有近距單向特徵，屬非正式便俗語體。相應地，非正式便俗語體機制

也制約著諺語的語法特徵，並觸發了諺語中諸多非常規甚至語法突破現象的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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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漢語諺語的信息處理與語義加工模式

通過諺語與自然語言信息處理的對比，著重介紹諺語的語義加工模式及諺

語的理解。

2.5.1諺語與自然語言信息處理的對比

自然語言交際是說話人和受話人雙方通過語言形式符號交流資訊的過程。

自然語言資訊處理包括說話人的“編碼”（encoding）和受話人的“解碼”

（decoding）兩個逆向的過程。“編碼”多指說話人的語言生成，“解碼”指受

話人的語言理解。對此，徐杰（2001b）作過清晰、詳盡的論述，概括如下：一

般而言，“編碼”在前，“解碼”在後。兩個過程既可串聯、貫通，又可各自

獨立運行。之外，自然語言交際過程中，還涉及到說話人信息編碼時的“損耗”

和受話人解碼時的“重建”，編碼“重建”中還包括受話人知識的超前匹配與

預測。整個自然語言信息處理過程，如圖表 6所示：

圖表 6 自然語言信息處理過程

從圖表中可知，“編碼”中的語言生成，因信息“損耗”造成的語言形式符號

不完備、不清晰（如省略等），是生成語言學研究的重點；“解碼”中的語義

加工和信息“重建”則是認知功能語言學研究的偏愛。拋開學派的各執一端，

秉承分析語言、解釋語言的精神，我們認為，語言中語法特徵受句內核心詞允

准、特定結構限制、特定語域制約的不規則語言現象都可納入到“語言特區”

說話人要表達

的初始信息
受 話 人 的

理解信息
語言形式

編碼

受話人知識超

前匹配與預測

解碼

重建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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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進行研究。

自然語言的信息處理，具體到漢語“諺語”這一特定領域有些特殊。“編

碼”過程看，諺語一般非直接生成而是“形成”：非一時一人所為；歷時語料，

共時存現。較自然語言的“編碼”生成，諺語的形成過程更為複雜——有的諺

語條目歷經語句的調整，如宋時的“兵在精而不在多”演變為如今的“兵不在

多而在精”等。再有，諺語語句定型化，說話人常將諺語作為“詞的等價物”

整體使用，似乎也不存在信息的“編碼”。我們認為，諺語“非一時一人所為”

甚至“歷時”形成的特點，還有說話人表達時的整體使用，並不能抹殺諺語形

成之初（即諺語生成時）的“編碼”過程，更不能無視諺語外顯的句子結構形

式這一事實。諺語具有句子的結構形式，以單句、緊縮句、複句的外顯形式存

在（王鴻雁 2005）。有鑒於此，我們認為諺語仍有一個信息“編碼”過程，只

不過“編碼”過程的執行者不是說話人罷了。“編碼”的時間距離遠以及實際

“編碼”人（或許是多人）的 “隱身”或無從說出阻斷了自然語言信息處理常

見的“編碼——語言形式——解碼”流程。其實質是，說話人以更為“省力”

的方式“選擇、提取”早已編碼好的諺語取代了即時的信息“編碼”生成。“解

碼”看，諺語廣為流傳、多具有知識、道理的特點，這為受話人“解碼”理解

時的“知識匹配和超前預測”帶來便利，語言形式的“解碼”可忽略不計甚至

可直接理解。加上諺語的表層義和深層義多不一致等特點，諺語語句形式本身

的“解碼”往往“出力不奏效”。這是諺語“解碼”理解的特點，也是諺語語

法研究多從語義入手的原因。諺語的信息處理過程，編碼過程中的“損耗”信

息和解碼過程中的“重建”信息用省略成分（elliptical components，縮略為 EC）

代替，諺語的信息處理過程，可用圖表 7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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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諺語信息處理的過程

2.5.2 漢語諺語的語義加工模式

諺語的信息處理過程看，“解碼”理解過程中的語義信息加工尤為重要。

首先看諺語的語義類型。根據字面義和非字面義的關係，諺語（即語言形式符

號）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字面義與實際表達意義一致的諺語。這類諺語的語

義是“透明”的，語句形式具有組構性，諺語意義與諺語語句各構成成份的意

義密切相關，如“偶然犯錯叫做過，存心犯錯叫做惡”；一類是字面義與實際

表達意義不一致的諺語。這類諺語的語言形式符號具有表義的雙層性：字面義、

非字面義。字面義是諺語句子各組成成分意義的簡單相加，非字面義則具有非

組構性，有隱喻性質。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實際意思比

喻一處情況不利，還有別處，做事應當靈活通變，不可拘泥。如此，字面義與

實際表達意義一致的諺語可直接“解碼”理解；而字面義與非字面義不一致的

諺語，其語義信息加工的方式則成為諺語解碼“重建”的難點關鍵。Marilyn A

Nippold（1996）通過實驗認識到字面加工在諺語語義加工中的作用，認為諺語

的語義加工是一個分析、建構性的過程，而非從記憶中直接整體提取。基於這

種認識，Marilyn A Nippold 認為諺語字面義加工在諺語非字面義通達過程中具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周紅英、張輝（2009）認為人腦的語言加工有兩種方式：

串行和並行。所謂串行加工是指“解碼”操作程式按先後順序進行，並行加工

EC EC

說話人 聽話人

聽到的諺語 理解的信息已編碼的諺語 選擇、表達諺語

EC EC

諺語信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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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操作程式（指字面義和非字面義）同時進行。從信息加工方式與意義通達方

式的關係看，串行加工則字面義先於非字面義通達，並行加工字面義與非字面

義同時通達。

目前，學界對諺語語義加工的具體模式尚無定論。下面幾種諺語語義加工

模式可供參考。

第一種基於語言信息串行加工方式的“標準語用模式”（Standard Pragmatic

Model，SPM）。該模式認為諺語語義加工有三個步驟：1）受話人通過諺語的

語言形式符號和自身對背景知識的推理，解碼出諺語的字面義（即言內意義）。

2）諺語的字面義與當前語境不相關聯，受話人必須對諺語做出非字面義的解讀；

3）根據“合作原則”， 受話人在字面義的基礎上，對說話人的交際意義（即

非字面義）做出合理的信息加工。詳細可參見 Richard P. Honeck, Jeffrey Welge &

Jon G. Temple（1998：258）。該模式支持諺語語義加工過程中字面義的優先理

解。但是，考慮到受話人對諺語的熟悉度、諺語自身的具體度（相對於抽象）、

語境等外界條件，諺語非字面義的加工有可能在信息加工早期開始。

第二種諺語語義加工的分級突顯模式。該模式由 Rachel Giora（1997）提出，

認為不同突顯地位的語言成分有不同效果，最凸顯的最先被加工，同等突顯的

意義同時加工，突顯意義的新生意義是串行加工的結果。該模式反映了諺語語

義加工受語言自身條件的制約（影響突顯性的各種因素）而有不同的加工過程

和結果。根據突顯等級的高低不同，Rachel Giora（1997：201）將具有隱喻性

的諺語分為高度規約性、規約性和新穎的隱喻性諺語三個等級，並提出詳細的

語義加工模式：高度規約性隱喻性諺語突顯度很高，非字面義超過字面義直接

加工；規約性隱喻諺語突顯度一般，字面義與非字面義並行加工；新穎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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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諺語突顯度低，先字面義、後非字面義串行加工。

之外，還有學者主張諺語理解的“語用-語義動態交互模式”，這是一種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互模式。所謂自上而下是指通過語境獲得交際意圖的語

用信息；所謂自下而上指通過語言形式符號分析得到字面義。二者動態交互、

互為補充是諺語理解的最佳途徑。該模式支持語境（自上而下）和字面信息（自

下而上）對諺語理解“重建”的共同作用。

2.5.3 漢語諺語理解“重建”中的“語用充實”

這裏主要講諺語理解“重建”中的兩類“語用充實”（pragmatic enrichment）：

一、由語言形式驅動的“自下而上”的“所言”意義上的語用充實；二、由一

種語境或百科知識驅動的“所含”意義上的語用充實。

“語用充實”這裏指“語言解碼而來的邏輯式中的某個空位、位置或變項

加以充填的語用加工過程”（Huang Yan 2007），由語言形式驅動的“自下而上”

（bottom-up）的語用加工過程。屬於“所言”（what is said），與之相對的是

“所含”（what is complicated），詳細請參見 Paul Grice（1989）。陳新仁（2015）

敏銳地指出所言所編碼的命題有時可能是不完整、不清晰的，並認為理解相關

話語時需要進行“語用充實”。話語意義的所言不僅包括指稱確定、消除歧義

的語言編碼意義，還應包括語用充實的內容。如：

（42）Chomsky’s minimalist program is less promising [than itsｓprinciples

－and－parameters predecessor].（Huang Yan 2007：191）

（43）John was late [for the seminar].（同上：221）

（44）成也[是]蕭何，敗也[是]蕭何。（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45）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控制/做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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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人不可[憑]貌相，海水不可[用]鬥量。（同上）

例（42）——（46）都是因句子結構“不完整”進行的語用充實，是由話

語中特定的語言表達方式本身、帶有自由變項空位的表達所觸發“自下而上”

的“所言”意義上的語用充實。

與之對應的是一種“自由充實”，指對語言解碼的語言符號形式進行概念

意義上的充實。就諺語而言，是一種發生在被編碼的整個語句層面或整個命題

層面上的語用充實，是一種“命題弱化”，詳見陳新仁（2017）。“命題弱化”

是一種語境驅動的“所含”意義上的語用充實。邏輯語義上看，諺語語句往往

採用毫無例外的斷言、任意條件下的事理等，語句本身具有 “過度概括”、“指

稱泛化”的表述特點。如下：

（47）失敗是成功之母。（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48）無酒不成席。（金路《中國俗語》）

（49）人少好過年，人多好種田。（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述諺語語句命題的全稱性、斷言程度、指稱的類指義（或無定義）理解

時往往要弱化。整個命題語句層面、一般要加上“通常情況下”（usually）、

“多數情況下”（more often than not）、“一般說來”（in general，generally

speaking）、“有時候”（sometimes）、“原則上”（in principle）、“理論上”

（in theory）等模糊化限制，弱化命題的斷言程度、事理的任意無條件性和全稱

量化，以達到去普遍化、去絕對化、去全稱化的效果，從而將諺語命題涉及的

知識、經驗理解為要傳達的相對真理。對此，陳新仁（2017）概括了諺語“弱

化命題”的幾種常用方法：概率類弱化、條件類弱化、指稱類弱化。

概率類弱化，指此類諺語所述的道理往往有過度概括之嫌，涉及概率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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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always、never等）。為準確把握這類諺語，理解時需要從概率或可能性

角度加以弱化，即採用 more often than not甚至 sometimes等存在變數的限制。

轉引陳新仁（2017）如：

（50）Aman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活到老，學到老。）

→More often than not/sometimes，a man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條件類弱化，指此類諺語涉及某種特定結果的必要條件，由於語句斷言式

表述方式而仿佛成了一種充分或充要條件。理解時需要將充分（或充要）條件

弱化，將其理解為一種必要或可利用的條件。可採用“如果正確利用……這一

條件，那麼……”（if properly taken advantage of）加以命題弱化。轉引陳新仁

（2017）如下：

（51）Adversity leads to prosperity.（窮則思變。）

→If properly taken advantage of，adversity lead to prosperity.

此類諺語也有過度概括之嫌，因此，對條件部分從概率或可能性角度加以

弱化也未嘗不可，如：

→Sometimes, adversity may lead to prosperity.

指稱類弱化，指諺語含有使用全稱或泛稱的特定對象，相關描述斷言存在、

過度概括。理解時需從指稱範圍角度對這類諺語加以弱化，突出特指或突顯優

秀的部分，可採用 a good X加以弱化。轉引陳新仁（2017）如下：

（52）Clothes make the man.（人靠衣服馬靠鞍。）

→Good clothes make the man.

這類諺語也涉及概率類弱化。以（52）為例，更為完整的弱化，如下：

→By reading good things we can often enrich the mind；by good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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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often polish it.

從諺語命題弱化的路徑看，命題弱化類發生在整個命題加工之後，是自上

而下由“百科知識”驅動的弱化。陳述普遍道理的諺語，語句層面的理解往往

需要涉及命題語義的模糊化限制：概率弱化、條件弱化、指稱弱化。也正是這

種模糊化限制，使得諺語語句所表徵的命題不可能始終為真，但命題所傳達的

道理為真。邏輯語義上，諺語語句的斷言、絕對條件、全稱命題與理解上的命

題弱化相統一。

2.6 本章總結

本章首先討論了語言特區研究中的兩個問題：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判定方

法和研究取向。對比的關鍵是對比標準的確立：語料來源不同，標準不同——

或共時語法規則，或歷時某一斷代語法規則；語料性質不同，標準確立方法不

同——或確定，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其次，語言特區語法突破的內涵可有

句法形式、語義、語用等不同層面的突破，並根據它們在語言特區中的存有數

量及分佈情況確定不同的研究取向，明確語言特區視域下“不聽話”語言現象

實際有兩類：語法突破現象與不規則語言現象。其三，概括了諺語的語言特區

屬性。諺語與語言特區中的“標題口號”尤其是“口號”類似。諺語語料納入

語言特區視域研究的必要性和優越性。諺語句式定型化、表義多單一性以及雙

層語義的映射等特點與實際表達需要多樣性的矛盾與統一是制約諺語多省略、

空位、主語名詞多類指、不定指等諸多語法特徵的根本原因。其四，詳細闡述

了觸發諺語語法的三種語法機制：對舉、音節和諧的韻律及“近距單向”的語

體機制。最後，闡述自然語言信息處理與諺語信息處理機制的不同。認為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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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一個信息“編碼”過程，只不過“編碼”過程的執行者不是說話人罷了。

“編碼”人（或多人）的 “隱身”甚至無從說出以及“編碼”時間的久遠阻斷

了自然語言信息處理常見的“編碼——語言形式——解碼”流程。其實質是，

說話人以更為“省力”的方式“選擇、提取”早已編碼好的諺語取代了即時的

信息“編碼”生成。“解碼”看，諺語廣為流傳和知識性為受話人“解碼”理

解時的“知識匹配和超前預測”帶來便利，以至語言形式的“解碼”可忽略不

計甚至可直接理解。加上諺語的表層義和深層義多不一致等特點，諺語語句形

式本身的“解碼”往往“出力不奏效”。為此，介紹了諺語的語義線上加工模

式及理解“重建”中的語用充實、命題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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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與移位（movement）相關的漢語諺語語序錯置分析

本章主要探討漢語諺語中與移位相關的語序錯置現象及其動因和機制。主

要討論以下幾類諺語語序錯置現象：諺語中謂詞的語序錯置、諺語中與謂詞相

關的狀語和補語的語序錯置、諺語中與體詞相關的定語語序錯置。

3.1 移位與漢語諺語語序

本節首先從宏觀層面探討諺語中靈活語序的不同性質以及常規語序認定中

的問題與處理方案。接著討論了移位含義、移位成分的性質和移位的不同生成

路徑，強調“漂移”生成方式下的諺語語序錯置。最後探究了不同性質移位的

語序區分標準以及“漂移”下諺語語序錯置的甄別標準。本節諺語的語序錯置，

指的是不符合一般轉換移位規則的語序與“漂移”語序。

3.1.1 漢語諺語中靈活語序的不同性質

漢語語序相對自由，句法規則具有靈活性（呂叔湘 1986），例如（1）——

（3）。哪怕是形式相對固定的諺語語序也概莫能外，例如（4）——（10）。

如下：

（1）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2）a.辣不怕 b.不怕辣 c.怕不辣。

（3）a.我吃過晚飯了。 b.晚飯我吃過了。 c.我晚飯吃過了。

（4）無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常志。（《中國民間俗語》）

（5）窮人衣穿四季，富人四季穿衣。（《中國民間俗語》）

（6）人不見長，總見衣短。（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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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人長，總見衣短。

（7）鹹吃蘿蔔淡操心。（《中國俗語大辭典》）

——吃鹹蘿蔔淡操心。

（8）破墻亂人推，破鼓亂人擂。（《中國諺語大辭典》）

——破墻人亂推，破鼓人亂擂。

（9）親兄弟，明算賬。（《中國俗語大辭典》）

——親兄弟，算明賬。

（10）暖“驚蟄”、冷“春分”；冷“驚蟄”，暖“春分”。（《中國民

間俗語》）

——“驚蟄”暖、“春分”冷；“驚蟄”冷，“春分”暖。

現代漢語中，例（1）的三個分句和例（2）a、b、c三個句子分別具有相同

的組成詞語，詞語出現的位置或語序不同，語義相近卻不同，語義上各自呈遞

進義；而例（3）三個句子具有相同的組成詞語，儘管詞語出現的位置或語序不

同但語義基本相同。1同樣，諺語中，例（4）、（5）各分句中劃線部分的組合

詞語相同，但語序不同，表意不同，在句中甚至相反；而例（6）——（10）的

諺語則都是語序不同，但意思基本相同的表達。顯然，上述例句語序自由的性

質有所不同：例（1）、（2）、（4）、（5）各例所顯示的是組成詞語相同，

語序不同，表意也不同，即“異形異義”語序2，這種語序靈活是一種表意甚至

修辭手段；例（3）、（6）——（10）各例所顯示的是組成詞語相同，語序不

1 石定栩（2000）敏銳地發現像例（3）這樣的三個句子雖然具有相同的真理條件，實際意義卻並不完全

相等，而且三句話各自有特定的使用場合。我們認為，像話題化這樣句法-語用介面使用的語法手段，儘

管生成的語句使用條件有所不同，但語句的意思基本相同。
2 漢語中有一些主賓互換的句子，像大家熟悉的“分配句”。譬如：（1）a.那張床睡三個人。b.三個人睡

那張床。（2）a.一鍋飯吃八個人。b.八個人吃一鍋飯。陳平（1994）認為 a句與 b句的主賓互換時，句中

的動詞在語義上有較大分別，即例句 a句與 b句中用的是不同的動詞。這種意義上，這些主賓互換的分配

句也屬於“異形異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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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表意完全相同和基本相同，即“異形同義”語序，這種語序多是因詞語

不同形式的“移位”造成的，我們稱之為移位語序。像第一類“異形異義”靈

活語序多是修辭學研究的對象；而第二類“異形同義”移位語序，不管移位的

觸發機制是什麼，移位的形式是什麼，是我們的關注對象。1

但在靈活語序參照語序（即現代漢語常規語序）的認定上，仍會遇到一些

問題。語序類型學家Matthew S. Dryer（1992）曾指出 VO語言與 OV語言在語

法上會有一系列截然對立的傾向性表現，並找出 15組句法組配作為測量語言基

本類型的標準。而金立鑫（2016、2019）發現在現代漢語中其中有 4組句法組

配卻同時具有 VO語言和 OV 語言的語序表現，並沒有表現出句法組配上的對

立。具體語例如下：

（11）把桌子/桌子上

（12）（張三）高過李四/（張三）比李四高

（13）在地上躺著/躺在地上

（14）快點兒走/走快點兒

例（11）——（14）這幾組例子的句法組配依此為：前置介詞+名詞/名詞+

後置介詞2、形容詞+比較基準/比較基準+形容詞、介詞短語+動詞/動詞+介詞短

語、方式副詞+動詞/動詞+方式副詞。由此，金立鑫（2019）認為現代漢語是一

種 VO-OV混合型語言。3對於語言中出現類似這樣的句法組配情況，類型學家

1 安玉霞（2006）提到語法現象的兩種序列：各種語法單位（如語素、詞、短語、分句等）的排列次序，

簡稱“單位序”（word order)，可以認為是廣義的詞序；另一種是語法結構體（主要指短語或句子）內部

的各種結構成分的排列次序，簡稱“成分序”（constituent order），也叫語序。其中，“成分序”就是我

們這裏的語序，包括“異形異義”靈活語序和“同形同義”移位語序。
2 現代漢語中，還有前置介詞、後置介詞與名詞（或名詞短語）一起用的情況，如“在家裏”。再有，例

（11）介詞與名詞的句法組配，其實就是Matthew S. Dryer（1992）的附置詞與名詞短語組配，即前附置

詞與名詞短語（adposition-NP）還是名詞短語-附置詞（NP-adposition）組配。
3 根據Matthew S. Dryer（1992）的研究，這四組句法組配在 VO語言和 OV語言中有近乎相反的一致性表

現。在 VO語言中分別表現為：附置詞-NP、Adj-比較基準、V-附置詞短語、V-方式副詞；而在 OV型語

言中則表現為：NP-附置詞、比較基準-Adj、附置詞短語-V、方式副詞-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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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H. Greenberg（1960）、Matthew S. Dryer（1992）分別提出“形態類型指

數”（index of morphological typology）、“語序指數”( word order index) 來處

理解決。這也就是說，語言類型再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不同的類型，而更多

地表現出一種類型學上的傾向性甚至混合型語言的特徵。就語言類型而言，理

論上的語言類型在世界語言中很難有純粹單一性的樣本，很多語言類型或多或

少都有其他語言類型的一些 “雜質”。

語言類型學的啟示是：現代漢語中，既然我們一時無法確定例（11）——

（14）所代表的四組句法組配的哪一種組合是常規組配（即正常語序），就采

信“現代漢語是 VO——OV 混合型語言”（金立鑫 2019）的處理方案，即上

述四組句法組配的兩種對立組合都是常規組配。也就是說，諺語中涉及這四組

句法組配不同組合形式的諺語確認為符合現代漢語常規規則，不認為是移位語

序。例如，諺語“釣魚憑竿，捉雀憑篩”為“動詞+介詞短語”組合，也可有“憑

竿釣魚，憑篩捉雀”這樣表述的“介詞短語+動詞”組合，而這兩種對立的句法

組配都是常規語序，即“釣魚憑竿，捉雀憑篩”並非移位語序。

漢語語序自由，句法規則具有一定的柔性，語言類型上的“雜質”甚至混

合型，無疑增加了從語序角度研究漢語諺語的難度。句法規則的靈活性甚至常

常成為一些學者反對用形式句法理論研究漢語的重要論據之一（石定栩 2000），

但難度和質疑也激發了學者們從形式句法探討漢語的興趣，我們對從移位角度

分析諺語的語序錯置作一嘗試。

3.1.2 移位與“漂移”下的漢語諺語語序錯置

什麼是“移位（movement）”？簡言之，移位就是一個句法結構的某一句

法成分從原始句法位置移動到另一句法位置，進而改變其原型結構的線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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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儉明、沈陽 2005：162，岳中奇 2008）。原型結構移位後的線性句子結構

就是我們所說的移位語序。譬如例（3）的 a 句就可作為 b、c句的原型結構；

例（6）—（10）中的諺語，其原型結構分別是各自破折號後面的句法結構。反

過來也可以說，例（3）的 b、 c句，例（6）——（10）的諺語語句是移位語

序。

就移位成分的語義、句法性質而言，生成語法中的“移位成分”與“語跡 t”

相對應，“語跡 t”主要是指原型結構中的論元 NP成分（即主語、賓語成分）

和Wh-疑問成分的空位置（溫賓利 2002：189）。生成語法中的“移位”一般

不涉及非 NP非論元成分（如定語、狀語、補語）等位置變化。呂叔湘（1986）

則指出移位“就是一個成分離開它平常的位置，出現在另外的位置上”。不難

看出，呂先生的移位成分沒有論元與非論元的區分，移位成分既可以是論元成

分，也可以是非論元成分，既有名詞性成分，也有非名詞性成分。譬如，例（3）

中的“晚飯”，例（6）中的“人”就是名詞性的移位成分；例（7）——（10）

中的“鹹”、“亂”、“明”和“冷”“暖”都是形容詞，為非名詞性非論元

成分。

為此，我們必須弄清諺語中移位的性質、類別。從例（6）——（10）來看，

這些諺語中句法成分句法位置的變更，性質有所不同。移位既可以僅改變原來

句法結構的線性語序，使一種句法形式生成另一種句法形式（如例（6））；也

可以改變原來句法結構的類型，使一種句法結構生成另一種句法結構（例

（7）——（10））。前者可在句法層面運行，是話題化操作的結果；後者則是

句子在邏輯、語音層面運行甚至是語言演變的結果，受限於句法外的諸多因素

所作出的移位。針對移位性質的這種不同，徐杰（2019）從形式句法角度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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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進行了概括性的總結：移位是語法理論處理和解釋異形同義句法格式間異同

關係的語法手段之一。語法中的移位根據其發生的層面可以分為三類：明移、

暗移和漂移。其中明移發生在顯性句法結構的推導過程中，所見即所得；暗移，

看似未動，實際已移，發生在邏輯式層面；而漂移，看似已動，實則未移，它

在語音式層面。三類性質不同的移位操作不僅發生的語法層面不同，其誘發動

因和運行條件也各不相同。明移的誘發動因多半是為了表層結構中句法條件的

要求，比如“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受非賓格動詞和形容詞格位驅使，佔

據賓格位置的名詞短語應移位至主格位置，該諺語的正常語序應為“張屠夫死

了，不吃混毛豬”。而暗移則是為了滿足邏輯式中某些特定的語義解釋條件。

漂移的誘發動因既非表層句法條件，也非邏輯式中語義解釋的要求，而多數是

語用因素的驅動，如例（7）——（10）的“鹹”、“亂”、“明”、“冷”“暖”

在各自諺語中就屬漂移成分。移位的性質類別、生成過程、動因可表示為圖表 8：

圖表 8 形式句法中移位的類別、生成及動因

移位類別

明移 暗移 漂移1

移位性質 句法推導，所見即所得 看似未動，實際已移 看似已動，實則未移

發生模組 句法層面 邏輯層面 語音層面

動因 句法條件 特定的語義解釋 語用因素等因素

“漂移”的提出為分析漢語靈活語序提供了工具方法和理論支撐。對諺語

1“漂移”既是漢語研究中語用動因下的語序錯置語言現象，也是移位生成和進行語法分析的一種語法手

段。以往研究中採用“易位句”（陸儉明 1980）、“倒裝”（呂叔湘 1986，岳中奇 2008）等不同術語

概括語序錯置這類語言現象，徐杰（2019）則在生成語法的統攝下將之歸為“移位”的下位概念，簡化了

不必要的術語界定，既豐富了移位理論的概括力，也紓解了生成語法理論面對漢語靈活語序諸多不能分析

的詬病，具有漢語研究的實踐價值和移位理論的推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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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語、狀語、補語、謂詞的語序錯置（分別如例（7）——（10））等非常規

語序移位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漂移”概念對移位理論的拓展，一系列重要的語法現象和語法案例將會

在形式句法下得到重新分析和重新解釋，而這些案例的研究也將會對移位理論

帶來更具概括力的支撐。

3.1.3 漢語諺語的語序錯置與移位的甄別標準

靜態來看，漢語語序可區分為兩種：異形異義式語序、異形同義式語序（見

3.1.1節）。動態來看，可對“異形同義”式語序（即移位語序）進行移位生成

分析。就移位的生成而言，可在句法層、邏輯式、語音式等不同層面1移位。其

中，“漂移”的提出有助於我們運用移位理論分析諺語中因語用等外部原因形

成的語序錯置現象。

事實上，將漢語靈活語序中的異形同義語序歸為移位語序，並以此作為我

們的研究對象只是一個界定性的分類，並不具有理論上的嚴謹性。一般情況下，

“異形”表述“異義”，語言經濟不允許語言中的異形同義，“異形”必然會

被擠壓甚至淘汰。譬如，“來客人了”與“客人來了”，兩句語序不同（即“異

形”）且意思似乎也相同。其實，“客人”在前一句中表示無定，在後一句中

表示有定、已知。所謂的兩句意思相同，是指邏輯真值相同，而其語義甚至語

用還是有細微的差別甚至使用上的不同的。但生成句法中，前一句可作為初始

結構（深層結構），後一句為表層結構，後一句是話題化移位的句式。也就是

說，這類“異形異義”也可歸為移位語序。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常規語序與

錯置語序（非常規語序）、“漂移”與其他移位的區分還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

為快捷地篩選出語序錯置與“漂移”的諺語語料，我們試圖尋找一些可操作的

1 我們主要分析句子層面的語法現象，暫不考慮詞法層面的生成，也就不考慮詞庫中詞匯的生成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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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別標準。

圍繞兩個問題展開：如何將正常語序和非常規語序區分開來？如何將漂移

句從移位句中區分出來？

首先，看正常語序和非常規語序的區分。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形式

語義上，以“是否有‘異形同義’形式作為輔助手段將非常規語序（即移位語

序）從靈活語序中區分出來。“異形異義”形式多為修辭語序，而“異形同義”

語序才是移位語序，是我們的研究對象。鑒於“異形形式”之間“同義”的辨

別有時不夠直觀，甚至難以避免“異形”形式之間在語義、語用上的細微差別，

該標準只能作為輔助手段。2）語法上，以“可否進行直接層次分析”區分出常

規語序和非常規語序（即移位語序）。能直接進行層次分析的諺語是常規語序，

反之，不能直接進行層次分析的多是非常規語序，即移位語序；3）語義上，以

“可否直接修飾”作為判斷常規語序和非常規語序的標準。句子成分之間可直

接進行修飾的是常規語序，反之，句子成分之間不具有直接修飾關係的則為非

常規語序。

接下來，再看“漂移”語序如何從移位語序出甄別出來。根據徐杰（2019），

主要概括為以下三點：1）形成的層面不同。“漂移”語序形成於語音層，不同

於明移、暗移分別發生於句法層、邏輯式。譬如，例（6）——（10）都是移位

語序，例（7）——（10）則發生在語音式，是“漂移”語序，而例（6）是話

題化移位，發生在句法-語用介面，是明移；2）移動的成分不同。“漂移”語

序中，移動的成分多為非名詞性非論元成分，而明移、暗移的成分多為名詞性

的論元成分。例（7）——（10）移位成分為形容詞，在句中做定語、狀語、補

語、謂語，為“漂移”成分；例（6）的“人”為名詞，從賓語位置移到主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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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話題移位屬於明移。3）形成的動因不同。“漂移”語序的動因多是語用、

格式甚至語言歷時演變等外部原因形成的；而明移、暗移則是句法、語義等內

部規則或原因所致。

以上這些甄別標準，可更好地區分出常規語序（包括修辭語序）與非常規

語序、移位語序與漂移語序（即錯置語序）。

3.1.4 小結

本節首先宏觀地探討漢語諺語靈活語序的不同性質，區分出“異形異義”

語序（包括語序修辭）和“異形同義”兩類語序（即移位語序），並在類型學

視閾下討論現代漢語基本語序認定中的問題和處理方案。接著就諺語的移位語

序，討論了形式句法中移位的含義、移位成分的性質，語序從句法、語用以及

格式等內外不同維度分析了移位的性質。“漂移”成為分析諺語倒置語序的有

力手段。最後討論了諺語常規語序和錯置語序，移位語序和漂移語序的甄別標

準，明確本節諺語中的語序錯置就是不符合一般轉換移位規則的漂移語序。

3.2 漢語諺語中謂詞的錯置

本節圍繞漢語諺語中謂詞的語序錯置，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諺語中謂詞

錯置與中心詞移位理論，諺語中謂詞語序錯置的類別，諺語中謂詞錯置的特點

及限制條件。

3.2.1 漢語諺語謂詞的語序錯置與中心詞移位理論

我們發現，諺語中的謂詞存在語序錯置現象，這裏的謂詞包括動詞、形容

詞及其相關短語等動詞性成分。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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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一腳，低一腳。（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一腳高，一腳低。

（2）小心天下可走，鹵莽寸步難行。（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天下可走小心，寸步難行鹵莽。

（3）窮廟富方丈。（河南俗語）

——廟窮方丈富。

與英語形容詞作謂詞需要前面加 be動詞不同，漢語中的形容詞可直接作謂

語。與現代漢語中“形容詞+比較基準”（具體見 3.1節）不同，例（1）中的

“一腳”是謂語形容詞的感事，當為主語。1也就是說，例（1）不是“形容詞+

比較基準”，而是“謂語形容詞+主語”，即通常所說的“主謂倒裝（錯置）”。

例（2）既可看作主謂錯置，也可看作“動主名謂句”（沈家煊 2021），是漢

語中特有的語法結構。例（3）可看作兩個小句的拼接，“窮”“富”為單音節

性質形容詞。現代漢語中，性質形容詞一般只能作定語，不可充當分句謂語。

朱德熙（1982：118）敏銳地指出“性質形容詞單獨作謂語含有比較或對照的意

思”，熊仲儒（2013）也認為帶有比較或對照的意味其實就是通過焦點允准，

可充當謂語。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在含有比較、對照的句子或語境中，性

質形容詞更宜於作謂詞。“窮”“富”互為反義詞，如此，例（3）中的“窮”、

“富”可視為兩個分句的謂詞，其正常語序當為“廟窮方丈富”。也就是說，

形容詞謂詞移位到主語定語的語序錯置現象，即謂詞“定語化”。

當代句法學理論認為，句子生成過程中根據移位成分的不同性質，移位可

分為三類：論元移位（Argument Movement）、非論元移位（Non-argument

1 陈平（1994）提出句子成分充任主语、宾语语义角色的优先序列：

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

在充任主语方面，位于“>”左边的语义角色优先于右边的角色；而充任宾语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位于“>”
右边的角色优先于左边的角色。



65

Movement）和核心詞移位（head movement）（張力 2018）。溫賓利（2002：

311——312）指出中心詞移位與論元移位的顯著區別是移動的對象不同：論元

移位（包括 NP移位和 wh-移位）移動的都是短語，而中心詞移位移動的是一個

中心語。換句話說，中心語移位是指中心語從一個中心語位置移到另一個中心

語位置。中心語移位可以發生在 VP到 vP中，也可以發生在 IP到 CP中，如圖

表 9，中心謂詞 V（漢語包括 V和 adj）基礎生成於 V位置，可從 V移到 v，再

移到 I，最後移到 C。

圖表 9 生成句法中中心謂詞的移位

然而，諺語中像例（1）——（3）的中心謂詞語序錯置並不符合圖表 9中

所示的中心謂詞移位路徑，當屬中心謂詞的“漂移”現象。

3.2.2漢語諺語中謂詞語序錯置的類別

根據我們的調查，諺語中謂詞的語序錯置主要可分為三類：主謂錯置，如

例（1）；動主名謂句，如例（2）；謂詞的“定語化”，如例（3）。

（一）漢語諺語中的主謂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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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句法學中，擴充的投射原則（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即 EPP）

要求每個句子都必須有主語（溫賓利 2002：69，而主語基礎生成於 V的標誌語

Spec（即 Specifier）位置。實際語句中作主語的 NP可進行移位，移到 v、I、C

等中心詞的標誌語位置。正常情況下，主語總是居於謂詞中心語之前。但諺語

中，卻有一些謂詞居於主語之前的情況，即主謂語序錯置。例如（例句中主語

用雙下劃線表示，謂詞用單下劃線表示。其他例同，不再說明）：

（4）能屈能伸大丈夫。（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大丈夫能屈能伸。

（5）好吃家鄉飯，暖身粗布衣。（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家鄉飯好吃，粗布衣暖身。

（6）家常飯，粗布衣，知寒知暖自己的妻。（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家常飯，粗布衣，自己的妻知寒知暖。

（7）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和尚跑了廟跑不了。

（8）無風不起浪。（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無風浪不起。

（9）緊身莊稼，消停生意。（艾琴生《生活的廣角鏡》）

——莊稼緊身，生意消停。

（10）有情皮肉，無情杖子。（李勝梅 2001）

——皮肉有情，杖子無情。

（11）一世人生半世枕。（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生一世枕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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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修了廟，老了和尚。（金路《中國俗語》）

——修了廟，和尚老了。

（13）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兵熊一個熊，將熊一窩熊。

上述例句有單句、緊縮句、複句，其中複句、緊縮句中主謂的判斷，我們以分

句、小句為句子的評判標準。譬如，例（8）是無關聯詞的複句，“不起浪”是

後分句，這種意義上“不起浪”是主謂錯置；例（13）是由兩個緊縮句形成的

並列複句。“熊一個”、“熊一窩”分別是兩個緊縮句中的“後縮句”，從“後

縮句”看，“熊一個”“熊一窩”可視為主謂錯置。例句中錯置的謂詞有動詞、

動詞短語，如例（4）——（10）；也有形容詞，如例（11）、（12）；還有時

間名詞充當謂語的，如（11）的“一世”、“半世”。

就倒裝謂詞的性質來看，可分為複雜謂詞的主謂錯置、非賓格和非作格動

詞的主謂錯置等。前者如例（5）、（6）、（10），動詞與賓語作為謂語一起

前置於主語之前；後者即“非作格動詞+主語”（如例（4）、（7）等）或“非

賓格動詞+主語”（如例（8）、（12）等）的語序錯置。這裏需要解釋一下，

David M. Perlmutter（1978：162-163）提出“非賓格假說”（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將不及物動詞分為非作格（unergative verbs）和非賓格（unaccusative

verbs）兩大類。非作格動詞的論元為域外論元（external argument），而非賓格

動詞的論元是域內論元（internal argument）。Burzio, Luigi（1986）提出“Burzio

原則”，認為非賓格動詞的唯一論元同及物動詞一樣屬於深層賓語，表層結構

中非賓格動詞的唯一論元出現在主語位置。徐杰（2001c）通過對語言事實的驗

證，認為動詞類型應分為不及物、潛及物、單及物和雙及物四類。其中非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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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是真正的不及物動詞，如“他醒了”中的“醒”；非賓格動詞則屬於潛及

物動詞，它們最多可帶一個表受事的名詞主語，如“牆塌了”的“塌”。另外，

張超（2013）認為形容詞謂詞應歸屬於非賓格動詞。句法表層非賓格動詞的唯

一名詞性論元成分應出現在句子的主語位置，即作主語。也就是說，非作格動

詞/非賓格動詞與各自的唯一論元（域外論元/域內論元）所派生出的較自然語序

應為“主語+非作格動詞/非賓格動詞”。這樣一來，“非作格動詞/非賓格動詞+

名詞性論元成分”就都屬於主謂錯置語序。

傳統語法中，主謂語序錯置又叫“主謂倒裝”，是一種表層結構中成分位

置的變化，倒裝的成分可“復原”到原來的位置；而生成語法的“移位”，移

位的成分卻不一定都可移回原來的位置，是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之間成分位置

的變化（陸儉明、沈陽 2005：166）。這裏的主謂語序錯置不符合中心語移位，

是現代漢語中非常規的語序錯置現象。

（二）漢語諺語中的動主名謂句

沈家煊（2021）發現熟語中有一種特殊的句式：主語為動詞或動詞短語、

謂語為名詞或名詞短語的句子，即 S→VP+NP，簡稱“動主名謂句”。諺語中

的“動主名謂句”表面看似主謂語序錯置，實際上卻有所不同。“動主名謂句”

一般轉換為名主動謂的語序不可說或轉換後意思發生很大變化，整體上可按“話

題—說明”來看待。例如（“*”表不可說或轉換後意思發生很大變化）：

（14）傷筋動骨一百天。（百度百科，俗語）

——*一百天傷筋動骨。

（15）破家知府，滅門縣令。（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知府破家，縣令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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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出門千條路。（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千條路出門。

（17）乘船走馬三分命。（百度百科，諺語）

——*三分命乘船走馬。

（18）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曾國藩《增廣賢文》）

——*親兄弟打仗，父子兵上陣。

（19）砌屋三擔米，拆屋一頓粥。（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三擔米砌屋，一頓粥拆屋。

（20）船載千斤，掌舵一人。（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船載千斤，一人掌舵。

（21）走盡天邊娘好，吃盡滋味鹽好。（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娘好走盡天邊，鹽好吃盡滋味。

（22）乾淨冬至邋遢年。（《瀟湘晨報》2020-12-19）

——*冬至乾淨年邋遢。

（23）風流茶博士，瀟灑酒家人。（金路《中國俗語》）

——*茶博士風流，酒家人瀟灑。

上述例（14）——（23）都屬於動主名謂句。其中（14）——（20）主語為動

詞或動詞短語，謂語為名詞、時間名詞或主謂短語、名詞短語；例（21）——

（23）主語為形容詞（短語），謂語為名詞、名詞短語。這些例子看似主謂錯

置語序，實際上已凝固成一種特殊的句式，不再可以轉換。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方式（如省略）形成的“動+名”句。如“得志一條龍，

失寵一條蟲”、“人活一條龍，人死一條蟲”、“人家說著耳邊風，外人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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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經”等俗語1，分別可理解為：“得志（時）（仿佛）一條龍，失寵（時）

（仿佛）一條蟲”、“人活（時）（是）一條龍，人死（後）（是）一條蟲”、

“人家說著（時）（當做）耳邊風，外人說著（時）（當做）金字經”，形成

特殊的動狀名謂句。

總而言之，漢語諺語中的“動+名謂”句（“動”包括作主語、狀語的情況）

不符合中心謂詞移位規則，體現了諺語特區的造句法精神以及對漢語語法體系

的重要參數價值。

（三）漢語諺語中的謂詞“定語化”

諺語中，還有一些像例（3）那樣謂詞“定語化”的條目。與謂語為形容詞

的主謂錯置不同，謂詞“漂移”到主語之前做主語的修飾語（即附加語），形

成定中關係的體詞性短語，結構上更為固定，語義上表指稱，內容上概念化。

示例如（24）——（35）：

（24）窮灶門，富水缸。（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灶門窮，水缸富。

（25）窮客人，富盤費。（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客人窮，盤費富。

（26）窮單身漢，富寡婦婆。（李勝梅 2001）

——單身漢窮，寡婦婆富。

（27）鹹魚淡肉。（同（26））

——魚鹹肉淡。

（28）淺茶滿酒。（同（26））

——茶淺酒滿。

1 這裏“人活”、“人死”、“人家說著”、“外人說著”等主謂小句也看作動詞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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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真《三國》，假《水滸》，大話《西遊》。（同（26））

——《三國》真，《水滸》假，大話《西遊》。

（30）幹冬濕年，濕冬幹年。（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冬（至）幹年濕，冬（至）濕年幹。

（31）暖“驚蟄”、冷“春分”；冷“驚蟄”，暖“春分”。（劉俊文、

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驚蟄”暖、“春分”冷；“驚蟄”冷，“春分”暖。

（32）生蔥熟蒜，老魚嫩豬。（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蔥生蒜熟，魚老豬嫩。

（33）長木匠，短鐵匠，不長不短成衣匠。（龐娟 2017）

——木匠長，鐵匠短，（成）衣匠不長不短。

（34）千滾豆腐萬滾魚。（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豆腐千滾魚萬滾。

（35）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同（26））

——鼻涕一把眼淚一把。

例（24）-（33）中，謂詞多為單音節性質形容詞。性質形容詞既可作定語，

也可作謂語。但“窮”、“富”，“鹹”、“淡”，“淺”、“滿”，“真”、

“假”，“幹”、“濕”，“冷”、“暖”，“生”與“熟”、“老”與“嫩”，

“長”、“短”等每句的性質形容詞互為反義，含有比較或對照的意思。朱德

熙（1982）認為在含有比較、對照的句子或語境中，性質形容詞更適宜於作謂

詞。據此，我們可認定（24）——（33）中的性質形容詞並非基礎生成的定語，

而是從謂語位置“漂移”過來的。而例（34）、（35）中，數量詞置於定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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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動量詞“千滾”、“萬滾”應為句子的謂語部分，是謂詞定語化“漂移”

的結果；（35）的兩個“一把”也可視作句子的謂語部分，是數量謂詞“漂移”

到定語位置的結果。再有，諺語中謂詞“定語化”多表現為定中式體詞性短語

並列。無論是形容詞謂詞“定語化”，還是動量謂詞“定語化”，都無法用中

心詞移位理論來分析，突破了常規語法的語序規則。

3.2.3 漢語諺語中謂詞錯置的句法語義特點

下面，我們試對諺語中的謂詞錯置現象，即主謂錯置、動主名謂句、謂詞

“定語化”的句法、語義特點作一概括。

（一）句法結構上的特點

同樣是 VP+NP 語序，現代漢語中較自然的語法結構應為動賓式謂詞性短

語，如“澆花”、“整理書桌”等；受限於一定的句法語義條件也可為定中複

合名詞或名詞性短語，如“滑板”、“學習計畫”等；還有一些動賓、定中兩

可的歧義情況，如“學習文件”、“進口汽車”等1（於秒 2012，於秒、閆國

利、石鋒 2016，耿國鋒 2016：71-82）。而諺語中，上述主謂錯置、動主名謂

句、謂詞“定語化”三種類型的 VP+NP謂詞錯置現象則表現出完全的非動賓結

構。

現代漢語中形容詞一般情況下不可帶賓語。AP+NP語序較自然的語法結構

應為定中偏正式體詞性結構，如“大河”“巍峨高山”等。之外，魏麗濱（2013）

認為潛及物動詞（形容詞的一種）2後面加上“了”、“著”、“過”等動態助

1 短語層面的“VP+NP”有時既可為動賓結構，也可為定中式偏正結構，有一定的歧義性。如“學習文件”、

“進口汽車”既可理解為動賓結構“學習/文件”、“進口/汽車”，也可理解為定中偏正結構“學習的/
文件”、“進口的/汽車”。
2 鄧思穎（2010：31-32）將形容詞視為“靜態動詞”，其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謂語。而魏麗濱（2013）將靜

態動詞分為不及物與潛及物兩類。潛及物靜態動詞後面可帶上“著”、“了”等動態助詞，表變化性，如

“肥（肥了芭蕉）”“陶醉（陶醉著我們）”；而不及物靜態動詞不能帶動態助詞，不具備變化性，如“簡

單”等，後面不可帶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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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後也可帶賓語，即 AP+了/著/過+NP為動賓式謂詞性短語。而諺語中謂詞“定

語化”儘管可分析為定中偏正式體詞性短語，但“AP+NP”多為成對出現，並

且對應的兩個 AP多為反義、形成對比或對照，體現出“AP”應充當謂詞的句

法特徵，分析為謂詞的“定語化”。由於諺語很少帶“了”“著”“過”等動

態助詞，AP+NP也都不可分析為動賓結構。諸多原因形成句法上主謂錯置、動

主名謂句、謂詞“定語化”三種類型的謂詞錯置語序現象。

（二）語義上的特點

語義上，主謂錯置語序的諺語句義關係可概括為：“陳述/描述+主體”；

動主名謂句的諺語句義關係可概括為：話題-陳述；謂詞“定語化”的諺語句義

關係可概括為：定中偏正式體詞性短語之間的對比、對照。總體看，三種不同

類型的謂詞錯置語序，其中謂詞（包括動詞或形容詞等動詞性成分）分別充當

謂語、主語、定語，謂詞的動詞性特徵漸弱，表現出體詞性特徵，以至中心語

身份轉化為修飾語成分。這與諺語多表示人們的經驗、慣常性認知、知識等有

很大關系。諺語一般都是對事物、現象等規律性概括、評價性認知，而不是事

件性、過程性的具體現實句。

3.2.4 漢語諺語中謂詞錯置的限制條件

從句式結構、語義、語用等角度看諺語中謂詞錯置的限制條件。具體為：

（一）語法角度

首先看形式句法，對舉結構是限制主謂錯置語序、動主名謂句、謂詞“定

語化”三種類型謂詞錯置的主要形式條件。三種類型的謂詞錯置中有許多謂詞

為形容詞的情況，且對舉式中的對應形容詞多為反義詞，表對比、對照，更宜

作謂語看待，句意上強調、突出。上述三種類型的謂詞錯置有一句之內的對舉，



74

如（3）、（7）、（22）等；兩個分句間的對舉最多；也有三個分句間的對舉，

如（29）、（31）、（33）等；還有分句之內有對舉、分句之間也形成對舉的

混合示對舉，如（30）、（32）。對舉結構是三種類型謂詞錯置的主要形式，

也是謂詞突破常規用法的形式句法條件。其次，語義上，賓語位置的名詞性成

分多表不定指（指用一量名、一 NP形式）、類指（指光杆名詞形式）等，漢

語中不適宜作多表已知的主語；而這些名詞性成分又多表謂詞的施事、感事等

傾向於作謂詞主語。句法形式與語義上要求的句法成分不一致造成謂詞錯置的

“陌生化”，既是謂詞錯置的動因、主語名詞性成分多表無定、類指也是這三

種類型謂詞錯置的語義限制條件。語用上，主謂錯置有突出、強調的作用，動

主名謂句也有“陌生化”、突出、強調的作用，謂詞“定語化”精簡了句式，

形容詞之間形成對比、對照，有利於傳播、流傳的需要。

（二）諺語的知識性、非現實性是謂詞錯置的語域制約

諺語中的主謂錯置是非常規的語序錯置現象；動主名謂是諺語中獨特的“話

題-陳述”句法形式；謂詞“定語化”則是諺語表達慣常認知、評價等概括性知

識的特有形式。尤其是謂詞“定語化”，諺語突破了現代漢語語法規則。既滿

足了諺語表慣常認知、評價等概念化的需要，也以穩定的短語形式傳遞出諺語

的概括性認知、評價等規律性知識。諺語這一特定語域是三種謂詞錯置類型的

語域限制條件。

3.2.5 小結

理論上，VP+NP最自然的句法組合應為動賓，而在諺語中存在三種非常規

甚至語法突破現象：主謂錯置、動主名謂句、謂詞“定語化”。主謂錯置是句

法的非常規組合，語義上表施事、感事等傾向於作主語的名詞性成分論元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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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無定的一 NP 或表類指的光杆名詞形式置於賓語位置，有突出、強調作用；

動主名謂句是以動詞作主語、名詞作謂語的非常規形式表示句式的“話題-陳述”

義，“陌生化”的句式具有強調、突出的作用；謂詞“定語化”多為對舉式中

有對比、對照的形容詞謂詞“漂移”到名詞中心語的定語位置，突破了中心詞

移位的語法規則，名詞或名詞短語的指稱義更好地表達了諺語多表人類知識、

經驗、評價等概括義，精簡的形式更利於諺語的傳播、流傳。

3.3 漢語諺語中與謂詞相關的狀語、補語的錯置

本節考察漢語諺語中與謂詞（包括動詞、形容詞）相關的狀語、補語的語

序錯置。現代漢語中，一些詞或短語既可以在謂詞前作狀語，也可以在謂詞後

作補語。很多情況下，同樣的詞或短語作狀語與作補語所表達的意義有所不同1

（半介 1957），區分狀語與補語，不僅對漢語學習有實踐意義，而且也有助於

狀語與補語語法意義的深入研究（劉月華 1982）。下面，我們從漢語諺語中狀

語的語序錯置、補語的語序錯置、與動詞相關的時間詞的討論三個方面展開分

析。

3.3.1 漢語諺語中狀語的語序錯置

馬建忠（2010）提到“凡狀者，必先其所狀，常例也”，然而這一規則在

漢語諺語中經常被違反，出現狀語錯置的現象，包括狀語後置、狀語前置。示

例如下：

（一）狀語後置

1 極少數情況下，作狀語與作補語意思基本相同。如“實的虛不得”（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中的

補語“不得”轉換為狀語後，即“實的不得虛”，意思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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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聰明一世，懵懂片時。（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聰明一世，片時懵懂。

（2）人窮窮在債裏，天冷冷在風裏。（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窮在債裏（更）窮，天冷在風裏（更）冷。

（3）冷在心裏，笑在面上。（金路《中國俗語》）

——在心裏冷，在面上笑。

（4）莫易於說鬼，莫難於說虎。（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莫於說鬼易，莫於說虎難。

（5）鶴隨鸞鳳飛能遠，人伴賢良智轉高。（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鶴隨鸞鳳能飛遠，人伴賢良智轉高。

（6）悶頭驢推磨不能，偷麩子吃能。（金路《中國俗語》）

——悶頭驢不能推磨，能偷吃麩子。

（7）上得山多終遇虎。（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多上（得）山終遇虎。

（8）搜遠不搜近。（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遠搜不近搜。

（9）釣魚憑竿，捉雀憑篩。（郭明倫等《冀魯春秋》一章）

——憑竿釣魚，憑篩捉雀。

例（1）——（4）是形容詞謂語的狀語後置，例（5）——（9）是動詞謂

語的狀語後置。值得注意的是，歷時看古漢語仲介賓短語作狀語位於謂語之後

是常規語序，如荀子《勸學》中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等。我們認為：對這

類介賓短語作狀語且位於謂語之後的諺語，既有諺語歷時語料的存現（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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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桃，報之以李”等），也有語言“雅化”表達需要借用古漢語語法規則的

現代“復古”諺語條目擬制（如“事實勝於雄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等）。

諺語中，還有有一類介賓狀語的賓語後移，留在原處的介詞因“懸空”而

省略，後移的賓語多以謂語動詞的論元形式存在。示例如下：

（10）不得過江，許豬許羊；過得江去，算你舊賬。（金路《中國俗語》）

——不得過江，許豬許羊；過得江去，（與）你算舊賬。

（11）三年水流東，三年水流西。（金路《中國俗語》）

——三年水（向）東流，三年水（向）西流。

（12）麻雀飛簷下，蒼鷹翔天空。（金路《中國俗語》）

——麻雀（於）簷下飛，蒼鷹（於）天空翔。

（13）酒飲席面，話講當面。（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酒（在）席面飲，話當面講。

（14）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史記·滑稽列傳》）

——相馬（因）瘦失之，相士（因）貧失之。

（15）人看起小，馬看蹄走。（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起小看，馬（從）蹄走看。

（16）人活名，鳥活聲。（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為了）名活，鳥（為了）聲活。

（17）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長治市俗語）

——人（靠/為）一張臉活，樹（靠/為了）一張皮活。

（18）貓哭老鼠是假，狗饞骨頭是真。（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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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哭老鼠是假，狗（對）骨頭饞是真。

再有，有一些狀語置後與其他語法手段（如話題化等）綜合運用的諺語。

例如“小菜煮在鍋裏，味道聞在外面”，常規語序應為“在鍋裏煮小菜，在外

面聞味道”。狀語置後，強化了“在鍋裏”、“在外面”的對比；賓語話題化

提前，突出、強調了“小菜”、“味道”的對比。顯然，這類諺語表述語義凸

顯對比。

需注意的是，還有一些多解的諺語。如諺語“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身”，

其中的“靠”既可理解為動詞“依靠”，也可理解為介詞“憑藉”，後者似乎

可視為介賓短語狀語後置。諺語“立了放債，跪了討錢”，既可將“立了”、

“跪了”視為謂語動詞的形象化方式表達，語序正常，也可認為“放債”時“立”、

“討錢”時“跪”，後者則為省略了助詞“時”的狀語後置。諺語“三年水流

東，三年水流西”，既可理解為“三年水流（向）東，三年水流（向）西”，

“東”、“西”為省略介詞“向”表結果的補語，也可理解為“三年水（向）

東流，三年水（向）西流”，“東”、“西”為省略介詞表動詞方向的狀語後

置。

（二）狀語前置

現代漢語中，單音節詞（包括形容詞、副詞等）作狀語一般以置於謂語動

詞或形容詞之前為常，而置於謂語之後多表結果作補語。介賓短語作狀語，現

代漢語中以置於謂語之前為常，古代漢語中以置於謂語之後為常。其中，還涉

及到個體介詞的不同，如介詞“關於”引介賓語一般置於句首作狀語（一說“關

於”可視為話題標記）；介詞“對於”引介賓語則既可置於句首作狀語，也可

置於主謂之間作狀語。然而，諺語中還有一些狀語前置修飾名詞中心語作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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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置現象。酌舉語例如下：

（19）破墻亂人推，破鼓亂人擂。1（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破墻人亂推，破鼓人亂擂。

（20）滿天亂雲飛，風雨下不停。（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滿天雲亂飛，風雨下不停。

（21）三人拼頭牛，不如獨人剝條狗。（金路《中國俗語》）

——三人拼頭牛，不如人獨剝條狗。

（22）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金瓶梅詞話》第二十五回）

——刀子白（著）進去，刀子紅（著）出來。

（23）站著說話不腰疼。（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站著說話腰不疼。

（24）常不流的水會臭。(金路《中國俗語》)

——不常流的水會臭。

（25）從來好事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好事從來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26）從來紈絝少偉男。（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紈絝從來少偉男。

例（19）——（22）中的“亂”、“獨”、“白”、“紅”等為狀語錯置

為定語，例（23）——（26）中“不”、“常”、“從來”等副詞狀語前置後

仍為狀語，都是狀語前置的非常規語序現象。

3.3.2 漢語諺語中補語的語序錯置

1 一說“鼓破亂人捶，牆倒眾人推”，即“鼓破人亂捶，牆倒眾人推”。其中的“亂”也是狀語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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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語位於動詞之後，只能是謂詞性成份1。朱德熙（1982：125）將補語分

為黏合式補語（包括結果補語、程度補語、可能補語）、組合式補語（包括狀

態補語、趨向補語、時間和處所補語）。黏合式補語與前面的動詞緊密相連，

一般不可位於賓語之後，一些學者將黏合式述補結構視為複合詞、屬於詞法層

面2（Lisa Lai-Shen Cheng & C.-T. James Huang 1994、鄧思穎 2010）。那麼，黏

合式補語位於謂語動詞之前和賓語之後（即前置、後置）以及較為自由的組合

式補語位於謂語動詞之前（即前置）都屬於補語的語序錯置，是我們考察的對

象。示例如下：

（一）補語前置

（27）親兄弟，明算賬。（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親兄弟，算明賬。

（28）明打鼓，響撞鐘。（金路《中國俗語》）

——明打鼓，撞響鐘。

（29）長添燈草滿添油。3（金路《中國俗語》）

——添長燈草添滿油。

（30）自知翎毛短，不敢遠高飛。（金路《中國俗語》）

——自知翎毛短，不敢飛高遠。

（31）久別勝新婚。（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別久勝新婚。

1 補語和賓語都屬於補足語，都位於動詞之後。其區分標準為：補語只能是動詞性成份，主要作用用來說

明動作的結果、狀態等事件意義；賓語可以是體詞性成分，也可以是謂詞性成分，作用在於提出與動作相

關的事物，是其他不作為主語的論元（朱德熙 1982：125、鄧思穎 2010：135）。
2 組合式補語組成的述補結構為短語，屬於句法層面（鄧思穎 2010：120）。
3這裏的“長”當為定語錯置，即定語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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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命長不怕仔遲生。（金路《中國俗語》）

——命長不怕仔生遲。

（33）當家人疾老，近火的燒焦。（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當家人老（得）疾，近火的燒焦。

（34）把定盤星兒錯認了。（金路《中國俗語》）

——把定盤星兒認錯了。

（35）只有錯買了的，沒有錯賣了的。（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只有買錯了的，沒有賣錯了的。

（36）只有錯拿，沒有錯放。（武占坤、馬國凡《諺語》）

——只有拿錯，沒有放錯。

（37）秋茄晚結，菊花晚發。（金路《中國俗語》）

——秋茄結晚，菊花發晚。

（38）七次量衣一次裁。（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量七次衣裁一次。

（39）日日萬步走，能活九十九。（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日日走萬步，能活九十九。

（40）一次為盜，終生羞恥。（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為一次盜，終生羞恥。

（41）一次狗咬驚，二次狗咬精，三次狗咬平，四次狗咬麻，五次狗咬上

炕也不拿。（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狗咬一次驚，狗咬二次精，狗咬三次平，狗咬四次麻，狗咬五

次上炕也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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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7）——（37）中加下劃線的“明”、“響”、“滿”、“高遠”、

“久”、“遲”、“疾”、“錯”、“晚”等結果補語前置於謂語動詞之前，

尤其是其中含有“久”、“遲”、“錯”、“晚”等單音節形容詞補語表“不

合某一標準”的諺語，突破了“不能在同一句子動詞前作狀語（劉月華 1982）”

的語法規則。例（38）——（41）中加下劃線表動量的數量補語“七次”、“一

次”、“萬步”、“一次”、“二次”、“三次”等，前置於動詞甚至句首，

突破了現代漢語補語不可置於動詞之前的語法規則。

（二）補語後置

補語後置主要指黏合式補語的後置。示例如下：

（42）偷雞不成蝕把米。（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偷不成雞蝕把米。

（43）人笨怪刀鈍，屙屎不出怪地硬。（金路《中國俗語》）

——人笨怪刀鈍，屙不出屎怪地硬。

（44）人多打狗不死。（金路《中國俗語》）

——人多打不死狗。

（45）求官不到秀才在，討米不到有布袋。（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求不到官秀才在，討不到米有布袋。

（46）鏊盤上螞蟻，一霎也站腳不住。（金路《中國俗語》）

——鏊盤上螞蟻，一霎也站不住腳。

（47）吃飯不進怪筷子。（金路《中國俗語》）

——吃不進飯怪筷子。

（48）人急辦不了好事，貓急逮不到耗子。（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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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急辦不好（了）事，貓急逮不到耗子。

（49）筷子夾得水起，水裏點得燈著。（金路《中國俗語》）

——筷子夾得起水，水裏點得著燈。

例（42）——（48）是由“不 X”組成的否定式可能補語，例（49）是“得”

字引導的肯定式可能補語1，都違背了“表示可能的述補結構裏，賓語的位置總

是在整個述補結構的後頭”這一語法規則（朱德熙 1982：132）。朱先生敏銳

地指出可能補語結構裏賓語放在述語後（也就是說補語置於賓語之後）是宋元

白話的格式，現代漢語裏僅見於一些熟語性說法（如“吃罪不起”、“放心不

下”等）。我們對諺語中“可能補語後置於賓語”的非常規語法現象的考察佐

證了朱先生的觀點。另外，例（48）還說明“不 X”形式的可能補語不可與表

示動作完成的時態助詞“了”同現。諺語中“了”的出現正是可能補語中“好”

後移錯置為賓語“事”定語的句法動因。

3.3.3與謂詞相關的時間詞的討論

不同的時間詞與動詞有不同的位置關係。石毓智（2002）依據時間詞與動

詞的關係將時間詞分為兩類：時間位置詞、時間稱量詞。其中，時間位置詞又

分為時間段、時間點兩類（詳見例（50））。所謂時間位置詞是獨立於動作行

為的，並不是動作行為運動變化的結果，不屬於結果成分；所謂時間稱量詞則

是動作行為運動變化的數量特徵，它們表達謂語動詞的結果屬性。按照現代漢

語句子“謂語+結果”的信息組織原則，句子中時間位置詞只能出現於謂語動詞

之前，時間稱量詞語則只能出現於謂語動詞之後。具體為：時間位置詞包括時

間段和時間點， 表時間段的如“前天、漢朝、早上、傍晚、淩晨、明年、1996

1 現代漢語中，補語的“不”是“得”字的否定形式。而“得”字可引導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可能補語

等不同補語，如“看得見”、“進得來”，其中的“得”字不讀輕聲可轉為可能補語。由此，“不 X”可

視為表示否定的可能補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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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表時間點的如“一點、八點半”等；時間稱量詞表動詞持續長度，如

“八年、三天、三小時、五天、一會兒”等。

依據上述句子組織原則，諺語中有一些時間詞錯置的現象。示例如下：

（50）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初一躲過，十五躲不過。

（51）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教子》）

——初來教婦，嬰孩（時）教兒。

（52）起五更，睡半夜。（孫月《俗語在熟語中的定位及其特徵》）

——五更起，半夜睡。

（53）此一時，彼一時。（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一時此，一時彼。

（54）貪得一時嘴，受得一身累。（《諺語大全》）

——一時貪（得）嘴，受得一身累。

（55）賊偷一更，防賊一夜。（溫端政 《中國俗語大辭典》）

——賊一更偷，防一夜賊。

（56）三十過，四十來，雙手招郎郎弗來（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過三十，四十來，雙手招郎郎弗來。

（57）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溫端政 《中國俗語大辭典》）

——打三天魚，曬兩天網。

例（50）——（55）是“動詞+時間位置詞”違背了現代漢語句子“時間位

置詞+動詞”的語序規則，例（56）、（57）是“時間稱量詞+動詞”違背了現

代漢語句子“謂語+結果”信息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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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我們的解釋是：現代漢語句子“時間位置詞+動詞”的語序規則和“謂

語+結果（時間稱量詞）”的信息組織原則，在諺語中分別表現為“動詞+時間

位置詞”與“結果+謂語”（即“時間稱量詞+動詞”）的錯置語序，是句子的

自由組合性減弱，靜態短語或復合詞性質增強使然（耿國鋒 2016：56）。考慮

到諺語的熟語性質，上述諺語中時間詞違背句子的正常語序而錯置也就不難理

解。這一解釋既可通過不同類別的時間詞與謂語動詞的位置關係判斷諺語的句

法特性，即“時間位置詞+動詞”、“動詞+時間稱量詞”為句子層面的正常語

序，又可通過時間詞與動詞位置的語序錯置測試出諺語的詞彙屬性，即“動詞+

時間位置詞”、“時間稱量詞+動詞”為詞彙層面的錯置語序。

3.3.4 小結

本節重點關注與謂語動詞緊密相關的狀語與補語，論述了狀語的錯置（包

括前置、後置）、補語的錯置（包括前置、後置），重點討論了時間詞與謂語

動詞的語序。認為從諺語中“時間位置詞+動詞”或“動詞+時間稱量詞”的語

序可判斷其句法特性，從諺語中“動詞+時間位置詞”、“時間稱量詞+動詞”

違背句子正常語序而錯置的語序是諺語詞彙屬性的體現。

3.4 漢語諺語中與體詞相關的定語的錯置

圍繞名詞的修飾成分定語，論述諺語中定語的語序錯置，從以下幾個方面

展開：問題的提出、諺語中定語錯置的表現、諺語中數量結構後置的討論、漢

語諺語定語錯置的動因。

3.4.1 問題的提出

諺語中有這樣的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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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鹹吃蘿蔔淡操心。（張賢亮《綠化樹》三五章）

——吃鹹蘿蔔淡操心。

（2）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何飛鵬《第一財經週刊》2010年第 23期）

——大碗喝酒，吃大塊肉。

（3）人前花一朵，背後刺一根。（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人前一朵花，背後一根刺。

例（1）的“鹹”，句法上作動詞“吃”的狀語，語義上卻修飾賓語“蘿蔔”。

義序錯配，“鹹”應為賓語“蘿蔔”的描寫性定語1，句法上可視為定語“鹹”

的前置。例（2）兩個小句並舉，第一個小句中的“大碗”是動詞“喝”的工具，

前面可添加介詞“用”，而第二小句的“大塊”儘管句法上作動詞“吃”的狀

語，前面卻不可添加介詞“用”等，語義上修飾、限制賓語“肉”。義序錯配，

“大塊”應為賓語“肉”的限制性定語，句法上可視為限制性定語“大塊”的

前置。例（3）中的“一朵”、“一根”都是數量詞，現代漢語中包含個體量詞

/單位詞的數量結構，無標記的語序是“數+量+名”（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

2006）。數量詞表限制作定語一般應居於名詞中心語的前面，位於名詞之後則

屬數量定語後置。上述三例諺語，例（1）、（2）的定語前置和例（3）的定語

後置都不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則，是本節關注的對象——漢語諺語中的定語

語序錯置。

現代漢語中，作為名詞的附加性成分，定語常用來修飾充當主語、賓語等

體詞性中心語。就充當定語的成分性質來看，除了名詞、代詞、數詞之外，定

語多由形容詞充當，漢語常用形容詞修飾以名詞為核心的中心語。從定語與中

1 依據定中結構的功能、定語的形式（朱德熙 1982：148-149），可將定語分為組合式定語（數量定語、

帶“的”的定語和領屬性定語）和黏合式定語（其餘不帶“的”的定語）。依據定語與中心語的關係、定

語的意義（劉月華 1984，廉潔 2019：19-20），可將定語分為描寫性定語和限制性定語，詳見 3.3.2。我

們採用修飾性定語（即描寫性定語）和限制性定語的定語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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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語的語序來看，體詞性中心語前面的修飾語是定語（朱德熙 1982：140）。

也就是說，定語用作修飾語或限制語（附加語），通常位於中心語前面（廉潔

2019：3）。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定語位於中心語前面”指的是定語直接或

者多項定語遞歸修飾、限制後面的體詞性名詞，例如（4）、（5）：

（4）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5）蝮蛇口中草，蠍子尾後針。（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而有的定語儘管也在中心語名詞前面，但已經前置於更為靠前的動詞前並

成為動詞中心語的修飾成分。也就是說，定語（或附加語）前置是指定語從本

來的附加語位置（即中心語名詞前面）前移至另一中心語前作修飾語，形成定

語與中心語名詞的語序錯置。譬如例（1）的“鹹”和例（2）的“大塊”就是

“定語前置”，屬於我們本節所談論的定語語序錯置。

總體上，諺語的定語語序錯置包括定語前置（例（1）、（2））和定語後

置（例（3））兩大類，下面重點討論諺語中的定語錯置（包括前置、後置）非

常規語言現象。

3.4.2 漢語諺語中定語錯置的表現

綜觀漢語發展史，偏正結構中的定語一般位於中心語之前，不論是形容詞、

動詞、數量詞作定語都是如此1（石毓智 2015：664-675）。但是，諺語中卻出

現了違反定語語序規則的現象：定語前置、定語後置。具體如下：

（一）定語前置

1 石毓智（2015）指出古漢語中的“者”字從句除外。例如：

a.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蘇軾《石鍾山記》）

b.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蒲松齡《促織》）

也就是說，古漢語中“者”字從句作定語以後置於中心語名詞為常規語序。這一點與英語中定語從句後置

於中心語名詞是一致的。例如：

c. What's the name of the old man whose daughter is a teacher.
d. The boy whose mother is a docter studies very hard.
與英語定語從句多後置於中心語名詞不同，漢語中定語後置並不常見，定語後置是一種有標記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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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語（或附加語）前置是指定語從本來的附加語位置（即中心名詞前）前

移至另一中心語前作修飾語，形成定語與中心名詞的語序錯置，是諺語中的非

常規語言現象。例如：

（6）賊咬一口，爛見骨頭。（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賊咬一口，見爛骨頭。

（7）寧可明吃虧，不可暗吃虧。（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寧可吃明虧，不可吃暗虧。

（8）明無山頭暗有礁。（金路《中國俗語》）

——明無山頭有暗礁。

（9）小洞不補，大洞吃苦。（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不補小洞，吃大洞（的）苦。

（10）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曹雪芹《臨江仙·柳絮》）

——憑借好風（的）力，送我上青雲。

（11）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為一日（的）師，為終身（的）父。

例（6）——（8）與上文的例（1）屬於描寫性定語前置；例（9）——（11）

與上文的例（2）屬於限制性定語前置。所謂描寫性定語，語義上重在對中心語

所表示的事物本身特點的描寫，通常可回答“什麼樣”的問題，使所修飾的中

心語事物更形象、具體。一般可由狀態形容詞和性質形容詞重疊式、擬聲詞來

充當，說明人或事物的性質、狀態、來源等；所謂限制性定語，主要用來說明

中心語事物的外部聯繫，並可區分其他同類事物、給事物劃分範圍等，通常可

回答“哪一類”的問題。一般可由名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性質形容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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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詞來充當，表示人或事物的領屬、數量、處所、時間、方向等。

另外，有的諺語有多種理解，無法判定是定語前置還是狀語的常規語序。

如“獅子大開口”中的“大”，既可理解為“開”的方式，“大”是動詞“開”

的狀語，也可理解為“口”的特徵，“大”修飾“口”，為名詞賓語的定語，

是定語前置的結果。類似這類諺語，我們不視為定語前置，暫不予以討論。

（二）定語後置

（14）雁頭先受箭，佳材早挨刀。（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頭雁先受箭，佳材早挨刀。

（15）親戚遠來香，隔房高打墻。（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遠來（的）親戚香，隔房打高墻。

（16）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曹雪芹《紅樓夢》）

——萬兩黃金容易得，一個知心也難求。

（17）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寧吃一口鮮桃，不吃一筐爛杏。

（18）寧吃對蝦一口，不吃雜魚半簍。（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寧吃一口對蝦，不吃半簍雜魚。

（19）此地無銀三百兩。（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此地無三百兩銀。

（20）老虎一只能攔路，耗子一群都喂貓。（金路《中國俗語》）

——一只老虎能攔路，一群耗子都喂貓。

（21）駱駝糞蛋一個，滑倒千個駱駝。（金路《中國俗語》）

——駱駝一個糞蛋，滑倒千個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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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6）——（21）和上述例（3）都屬於限制性定語後置：例（14）的

“頭”表區分同類事物、例（15）的“遠來”表“親戚”的範圍，定語後置省

略“的”、例（16）——（21）和例（3）都可看作數量定語後置。諺語中，我

們沒有發現描寫性定語後置，或者說表名詞中心語內在性質的描寫性定語後置

需要一定的句法限制條件（出現在表對比、對照的句子中），並且由定語變為

句子（或分句）的謂語，改變了句子的句法結構。在 3.2.3部分我們有過詳細論

述，這裏不再贅述。

還有一些情況需要說明。一是定語後置後，定語形式發生了變化，無法“還

原”到遠來的形式。如“朋友多個好，冤家一人多”，第一分句中，後置的“多

個”可以“還原”到“朋友”的定語位置，即“多個朋友”，而第二分句的“一

人”卻不可“還原”，改為“一個”則可以“還原”到遠來的定語位置。二是

諺語中的關係分裂句，關係小句的中心詞作話題（或主語），表關係的小句則

分裂後移作賓語，中間添加判斷詞“是”。如“兔是狗攆出來的，話是酒引出

來的”，既可認為是“狗攆出來的兔，酒引出來的話”中心詞“兔”、“話”

話題化的結果，也可視為關係小句分裂的後移。這兩類情況，我們不視為定語

後置。

綜上所述，諺語中的定語錯置有兩大類：定語前置、定語後置。其中，定

語前置可分為描寫性定語前置、限制性定語前置；而定語後置則主要為限制性

定語後置。根據語料實際看，諺語的限制性定語後置多為數量結構。

3.4.3 漢語諺語中數量結構後置的討論

據韓杰（2007）的調查研究，漢語中有許多含有數字的諺語。在《中國俗

語》（金路）的 12000餘條諺語條目中，含有數詞的諺語有 1004條，約占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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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4%，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諺語中的數字又組成數量結構。除了像上述例（3）、

（16）——（21）那樣含有“名+數+量”語序的條目，諺語中更多的是存在“數

+量+名”語序的結構，如（22）——（24）。如下：

（22）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23）三個女人一臺戲。（金路《中國俗語》）

（24）一場官司一場火，任你好漢沒處躲。（ 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不難看出，諺語中，既有“名+數+量”語序，也有“數+量+名”結構。從

數量看，含有“數+量+名”結構的諺語多於“名+數+量”的諺語。共時平面看，

可以簡單地認為“名+數+量”結構是數量定語的後置。

那是不是就等於說諺語中“數+量+名”為正常語序而“名+數+量”就是數

量結構後置的錯置語序呢？歷時平面看，這一問題卻有更為豐富的內涵與解釋，

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2006）的研究可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他們對“數

量名”格式來源的研究可歸結為這樣幾點：

1）上古漢語裏，“數+量”相對於名詞最常見的語序是“名+數+量”（如

“馬千匹”、“金千斤”等）。先秦漢語中，“數詞+單位詞（之）+名詞”與

“名詞+數詞+單位詞”兩種語序並存。中古以後，“名詞+數詞+單位詞”變成

有標記的格式。西漢時期，“數詞+單位詞+名詞”格式類推開始形成“數詞+

個體量詞+名詞”格式。由此形成“數詞+個體量詞+名詞”與“名詞+數詞+個

體量詞”兩種語序並存的競爭態勢。最終在唐宋以後，形成“數+量+名”（包

含個體量詞）的優勢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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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漢語中，數量結構（包含個體量詞/單位詞）1與名詞位置的無標記

語序為“數+量+名”。而“名+數+量”僅限於記賬（如醫生處方）、清單”（enumerative

lists）類話語環境裏等特定語域。

3）“名+數+量”與“數+量+名”這兩種結構在句法、語義和話語功能上有

顯著的差別：前者是計量性的，其中“數+量”是句子（或小句）的述謂成分（如

（25）a、（26）a）；後者是描寫性的，其中的“數+量”是名詞的修飾成分（如

（25）b、（26）b）。試比較：

（25）a.槐花一樹，不如牡丹一朵。（金路《中國俗語》）

b.一樹槐花，不如一朵牡丹。

（26）a.小腳一雙，眼淚一缸。（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b.一雙小腳，一缸眼淚。

共時看，現代漢語“名+數+量”中的數量結構，是數量定語後置。歷時看，

現代漢語中無標記的語序“數+量+名”則由上古漢語“名+數+量”語序演變而

來，經由“數詞+單位詞+名詞”類推而形成“數+量+名”語序的結果。也就是

說，諺語中的“名+數+量”語序既可能是上古時期諺語的正常語序，也可能是

唐宋以後產生諺語的後置語序。所不同的是，這種數量結構後置並非突破語法

規則的創新而是“古為今用”、“仿古”的結果。

有鑒於此，諺語中“數+量+名”和“名+數+量”兩種結構並存的情況，我

們難以從語序或移位角度進行準確地分析。從句法、語義、功能理解“數量”

與中心語名詞的位置關係或許更為有效，即數量結構前置時表修飾名詞，多為

1 太田辰夫（1958）根據漢語名量詞功能將之分為“計量”、“計數”兩類。“計量”名量詞包括“度量

衡”類名量詞（如長度、廣度、容量和重量等）和臨時轉用的名量詞（如“碗、杯、車、壺”等）；“計

數”名量詞則包括個體名量詞（如“頭、只、枚”等）和集體名量詞（如“雙、群、對”等）。而單位詞

有“描繪性”和“稱量性”的對立。描繪性量詞是對事物加以描繪，重點不在計算數量。如“三尺刀”指

其狀態，不是量其長短；稱量性量詞則是對事物實際有所稱量的。如“三尺布”是指其數量。這裏的個體

量詞和單位詞都屬名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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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性；數量結構後置表計量，可視為句子的述謂成分，在 3.2.2節我們曾提及

這類情況。

3.4.4漢語諺語中定語錯置的動因

漢語諺語中定語的前置、後置造成的非常規語序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具體

為：句法結構、語用修辭以及漢語的歷時演變等，很多時候幾種影響因素綜合

作用。

（一）句法結構的影響

句法結構對諺語定語錯置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話題化、對舉結構。

定語部分話題化引起的定語前置，如例（9）、（10）。但更多的是，由對舉結

構形成的定語錯置，如例（1）、（2）、（6）、（8）、（11）等。對舉格式

要求對舉的兩部分句法結構相同，由此引起的定語錯置是為了滿足對舉兩部分

的句法結構一致，其實質是更有利於諺語的口頭流傳和廣播傳播。例（7）的定

語“明”、“暗”前置則主要是離合詞“吃虧”辭彙化所致。

（二）語用、修辭的影響

諺語定語前置、後置還要受到突出語義、強調表達的語用驅動，進而表現

出定語錯置的非常規語序。語法學上的“話題”就處在句法、語用的介面上，

因話題化造成的定語錯置本身也可看作受語用驅動的前置移位。再有就是修辭

表達的需要，如“上山八條路，下山路八條”。“路八條”可視為“八條路”

的定語後置，定語錯置的動因則是修辭表達的需要。

（三）歷時演變的影響

與以往許多學者主張“數+量+名”來自“名+數+量”中“數+量”的前置

移位不同，我們在 3.4.3小節詳細討論了諺語中的“數+量+名”和“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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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語序結構。現代漢語中，“數+量+名”是無標記語序；歷時看，上古漢語

中“名+數+量”是常規語序，中古以後，“數詞+單位詞+名詞”類推而形成“數

+量+名”語序。也就是說，現代漢語中的“數+量+名”無標記語序反而是“名

+數+量”語序歷時演變、“數+單位詞+名”類推的結果。諺語中的“名+數+量”

語序，所謂定語後置是“古為今用”或“仿古”的語言現象。

另外，吳福祥、馮勝利、黃正德（2006）認為文本性質對“數+量”與“名”

的位置有制約作用，並敏銳地指出“名+數+量”出現於“清單”類語境、方劑

甚至今天的中醫處方（仍使用“名+數+量”的運算式）。諺語“歷時語料、共

時存現”的語料特點，決定了“數+量+名”與“名+數+量”兩種語序並存的現

象。

3.4.5 小結

本節以現代漢語中“定語+中心語名詞”為常規語序，具體分析了諺語中定

語錯置的語言現象，包括定語前置、定語後置兩類。判斷定語前置的標準是定

語前移修飾另一中心語（多為動詞），成為語法結構中的狀語。定語前置可分

為描寫性定語前置、限制性定語前置兩種；定語後置多為限制性定語後置。具

體討論了諺語中的數量結構，現代漢語中“數+量+名”無標記語序是上古漢語

“名+數+量”語序歷時演變、“數+單位詞+名”類推的結果。最後從句法結構、

語用修辭、歷時演變等多個維度分析了諺語中定語錯置形成的動因，並認為“名

+數+量”結構並非共時角度“數+量+名”語序的數量定語後置而是歷時演變、

類推古為今用、仿古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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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章總結

围绕汉语谚语的语序错置，探讨谚语中非论元成分的语序错置及其动因、

制约因素。汉语语序非常灵活，“漂移”的提出纾解了生成语法理论面对汉语

灵活语序诸多不能分析的诟病，为移位理论分析汉语灵活语序提供了有力的理

論支撑。所谓“漂移”，看似已动，实则未移，它在语音式层面运行甚至是语

言演变的结果，受限于句法外的诸多因素所作出的移位。依此，本章具體分析

了三大類语序错置现象：1）諺語中的謂詞錯置。具體又包括“謂語+主語”、

“動主+名謂”、“謂詞”的定語化三類情況；2）谚语中与谓词相关的状语、

补语的错置。包括狀語的前置、後置，補語的前置、後置。重点讨论了谚语中

與動詞相關的時間詞语序錯置，谚语中出现了“时间称量词+谓语动词”与“谓

语动词+时间位置词”等违背现代汉语句子“谓语+结果”的信息组织原则的语

言现象；3）谚语中与体词性成分相关的定語錯置，包括定語的前置、後置。重

点讨论了谚语中的“名+數+量”結構。现代汉语中“数+量+名”的常规语序是

上古汉语“名+数+量”语序历时演变、“数+单位词+名”类推的结果，认为谚

语中的“名+数+量”结构并非共时意义的数量定语后置，而是历时意义上古为

今用或仿古的结果。此外，從對舉形式、語義強調、語用修辭、歷時演變甚至

詞彙化等多個角度探析了諺語中非論元成分錯置的觸發機制與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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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與省略（ellipsis）相關的漢語諺語的非常規省略分析

本章研究漢語諺語的非常規省略現象及其限制條件。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

省略及相關理論概述、諺語中的非常規省略現象、諺語非常規省略的動因與限

制條件。其中，諺語的非常規省略現象分為以下幾類：諺語中的“的”字短語

省略“的”、諺語中的介詞懸空、諺語中動詞的非常規省略等。

4.1 省略的概述及相關理論

省略是人類語言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一直以來受到國內外語言學界的關注。

從研究成果和取得的成就看，既有“三個平面”語法理論下的省略研究，也有

省略的認知和功能研究，但成果更多、成就更大的是生成語法範式下的省略研

究。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背景和視角出發，多層面地展開了對省略廣泛而

深入的研究。有形式句法角度的省略研究（朱德熙 1982，范開泰 1990，李豔

惠 2005、2007，張天偉 2017、2019，Noam Chomsky 1981、1982，Johnson Kyle

1994、2000，Jason Merchant 2001，Lobke Aelbrecht 2010等），有從語義邏輯角

度研究省略的（王維賢 1985，榮晶 1989，施關淦 1994等），也有從語音、語

用或語篇入手研究省略的（陳平 1987，張國憲 1993，徐赳赳 2003，周永、楊

亦鳴 2015，Adele E. Goldberg 2001等），還有探討省略研究路徑、方法及相關

理論問題的研究（袁毓林 2010、2013，張天偉 2011，唐衛平、趙耿林 2016

等）。這些研究無疑拓展了對省略現象的認知並深化了省略理論，為我們研究

諺語中的不規則省略現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什麼是省略？其內涵、性質是什麼？對此，呂叔湘（1986）曾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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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淺意深的論述：

嚴格意義的省略應該只用來指可以補出來並且只有一種補法的詞語，否則

不能叫做省略，只能叫做隱含。可是這二者有時難以分清。這裏姑且換一種說

法：意思裏有，話語裏就出現，意思沒有，話語裏就不出現，這是正常情況。

意思裏有而話語裏不出現，這就是‘省略’。

這裏，呂先生“意思裏有而話語裏不出現”說的是省略現象，而“可以補

出來且只有一種補法”說的是省略研究。作為一種語言現象，省略包括隱含，

較為寬泛，判定省略是音義無配，所依據的是對應關係；作為省略研究，省略

的標準還應具有“惟一還原性”。張力（2018b）認為呂先生所說的意思（意義）

主要是辭彙意義，其省略的實質是意思裏有而語音形式無輸出所造成的非對應

關係。並依據[語法意義][語音形式]的二元特徵，列出四種可能組合。如下（“+”

表示具有，“-”表示不具有）：

圖表 10 語法意義與語音形式的組合情況

語法意義 + - + -

語音形式 + - - +

類型 正常 正常 省略 襯音

對應關係 + -

呂先生敏銳地意識到“意思裏有而話語裏不出現”的複雜性，並提出嚴格

意義上的省略應具有“惟一補出性”。這其實觸及到省略的一個重要問題：省

略部位（即意思裏有）包不包括句法結構？朱德熙（1982）指出“所謂省略，

指的是結構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一定語法條件下沒有出現”。方小燕（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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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成分省略指的是某個或某些個句法結構成分省去，而該結構成分的語義

以蘊含的方式存在的語言現象”。袁毓林（2002）則注意到“文意不足時到底

有沒有結構省略問題”，並認為結構主義語言分析方法的精髓就是“把有關問

題放在相關的句式系列中進行系統分析”。Jason Merchant（2001：73）為代表

的學者們認為省略部位存在完整的句法結構，儘管這個結構沒有顯性的語音形

式。王維賢（1987）則從語言的“三個平面”理論出發將省略分為三類：結構

上的省略、語義上的省略和語用上的省略。顯然，“省略”中的“意思裏有”

應包括結構句法意義，即圖表 10中的語法意義可分化為語彙意義、句法意義。

這樣，表 10 中的類型“省略”一列，在“語音形式”為“-”（即不輸出）的

情況下，可有如下組合情況。如圖表 11所示：

圖表 11 辭彙意義、句法意義與語音形式之間的組合關係

辭彙意義 + - +

句法意義 - + +

語音形式 - - -

類型 不存在 暫不確定 省略

第一種情況，有辭彙意義而無句法意義且無語音形式的情況，不符合語言

實際，不存在這種情況；第二種情況，無辭彙意義有句法意義（即佔據一個句

法位置）且無語音輸出，這種類型在人類語言中也不存在。第三種情況，辭彙

意義和句法意義皆有而無語音輸出，則是“省略”內涵的擴展。這種意義上的

“省略”從句法條件上對“省略”作出限制，提升了“省略”研究的科學水準。

省略是一種豐富而複雜的現象，還涉及到語用、語篇的層面。不同的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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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同樣的省略句可有不同的解讀。語境、“完整句”對判斷省略有重要

作用（邵敬敏 1991）。譬如，謂語省略句（VP-ellipsis）形式缺省的謂詞結構都

可在上文找到類似的結構。不同語境下，這句話語義上可有嚴格解讀和寬泛解

讀兩種。如下：

（1）張老師會準備他的報告，李老師也會[準備他的報告］。

a.張老師會準備張老師的報告，李老師也會準備李老師的報告。（嚴格解讀）

b.張老師會準備張老師的報告，李老師也會準備張老師的報告。（寬泛解讀）

楊亦鳴（2002）論證了現代漢語副詞“也”既可前指也可後指，具有“任

意的類同追加性”，認為在不同的語用前提下，下麵這句話至少可有三種意思。

如下：

（2）王老師也教數學。

a.[李老師教數學，] 王老師也教數學。

b.[王老師不僅學數學，] 王老師也教數學。

c.[王老師不僅教物理，] 王老師也教數學。

上述省略問題涉及句法、語義和語用不同的介面，周永、楊亦鳴（2015）

在省略謂語句框架下，將助動詞“會”和“也”（焦點敏感算子）作為省略允

准核心詞進行了深入論證。語篇方面，陳平（1987）提出零形回指並就漢語加

以分析，因與本文研究無關，不再贅述。這裏就語用省略中的多義特別提出來

並加以展開，是想闡述“省略”內涵的又一重要問題：無語音的省略部位與句

子（或語境）中的其他成分應具有怎樣的一致關係？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省

略顯然已不限於“可以補出並只有一種補出”的內涵。

再看，與省略相關的一些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張天偉（2011）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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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省略與空位、零形式、空語類幾個概念。張力（2018b）則是在圖表 11的

組合框架下作進一步的區分、界定。所謂空位就是[-]辭彙意義][+句法意義][-語

音形式] 的組合，所謂零形式就是[+辭彙意義][+句法意義][-語音形式]，省略則

包括零形式和空位，外延得到了擴展。由此，圖表 11調整為圖表 12。如下：

圖表 12 省略、空位、零形式之間的關係

辭彙意義 + - +

句法意義 - + +

語音形式 - - -

類型 不存在 空位、虛詞的省略 零形式

省略

李大勤（2003）對漢語“Vs前多項 NP句”的研究是“空位”分析法的一

個典型案例：為在句子結構分析時體現句法、語義、語用的綜合性，根據 Vs

前多項NP的特點，先構建一個理想的語用分析模型：話題（Topic）+主題（Theme）

+主語（Subject）+謂語動詞（Verb）+賓語 1（Object1）+賓語 2（Object2）。

依據該模型，一個句子的結構為：話題是語篇和語用問題，漢語是話題優先性

語言，一般先於生成，是固定的；主題一般屬於受事成分，主語屬於施事成分，

賓語部分根據複雜程度可以分為第一賓語和第二賓語。那麼，分析一個句子的

結構就是套入該模型，不足的部分就是“空位”，用“Ø”表示。如下：

（3）a.我沒看過這本書。 b.這本書我沒看過。 c.我這本書沒看過。

（3）’a.我 i（話題 Topic）Øj（主題 Theme）Øi（主語 Subject）沒看過（謂

語動詞 Verb）這本書 j（賓語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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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這本書 i（話題 Topic）Øi（主題 Theme）我（主語 Subject）沒看過

（謂語動詞 Verb）ti（賓語 Object）。

c.我 i（話題 Topic）這本書 j（主題 Theme）Øi（主語 Subject）沒看過

（謂語動詞 Verb）tj（賓語 Object）。

例（3）三句話用理想的語用模型作參照，留下了不同的“空位”。而正常

情況下，很難說例（3）省略了什麼（有些“空位”和下文要談的“空語類”有

交叉）。再有，用語用模型分析句子留下的空位，還可造成句子語義的多種解

讀。像“媽媽做了件新衣服”這句話可有四種語義解讀，詳參李大勤（2003：

165）。理想語用模型下所形成的“空位”，就如同漢語音節的零聲母一樣，之

所以有的音節為“零聲母”並非該音節“當有聲母而無聲母”，而是先假定所

有的音節都應由“聲母+韻母”組成，構建起一個理論音節模型。當遇到一個原

本只有韻母的音節，也套入理想的音節模型，認為該音節前面應有一個“本來

沒有”的聲母，這個“無中生有”的聲母就是零聲母。空位和零聲母的實質都

是“無中生有”而非“當有則無”，都是方法論意義下的語言學術語。事實上，

空位無法像一般的省略現象那樣用“省略部位與其他成分的一致關係”、“省

略的部位是什麼”來衡量。語用模型下，語句出現的空位之外，還有不及物動

詞產生的空位、成分缺失兩類（張天偉 2011，張力 2018b）。

一方面是省略涉及句法、語義、語用、篇章等多層面及理論方法等不同層

面、多個維度的不斷延展，一方面是省略的深度開掘和精細化研究。這方面當

推生成語法句法層面的空語類研究。Noam Chomsky（1981，1982）將句中的名

詞性成分分為顯性（overt element）、隱性（covert element）兩類，其中在句中

具有指稱性卻無形態語音輸出的隱性成分，就是“空語類”（empt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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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為 e）。這樣看，空語類歸屬表 12中的零形式一列。依據照應性（anaphoric，

縮寫為 A）、指代性（pronominal，縮寫為 P）的二元特徵，有四種可能組合。

對應空語類的四個小類，如下（“+”表示具有，“-”表示不具有）：

圖表 13 名詞性空語類的類型

A + - - +

P - - + +

類型 NP語跡 變數（Variable） 小指代（pro） 大指代（PRO）

第一類 NP語跡，NP由一個句法位置移位至句子主語位置留下的語跡 t，

具有[+A][-P]句法特徵；第二類變數 (Varible)，從論元位置移至非論元位置的成

分留下的語跡 t，變數具有[-A][-P]特徵。英語中，疑問句中的Wh-疑問詞移位，

關係分句裏被關係詞所替代的詞語都屬變數；第三類小指代 pro，具有[-A][+P]

特徵，出現在動詞形態豐富的語言中。如意大利語，漢語中的一些祈使句、非

主謂句空缺的主語位置等；第四類大指代 PRO，是基礎生成的，具有[+A][+P]

特徵。PRO 所在的主語位置無法“補出”一個主語，也稱空主語（empty/null

subject）。分別示例如下（*表示不可說，？表一般不說）：

（4）That maniwas killed ti/*him. （NP語跡）

（5）a. Whomi does she love ti/*whom?

b.*Does she loves whom? (Wh語跡)

（6）張三決定[pro/*張三/*他明天爬山]。

（7）a. John has not decided [IPwhether [PRO/*he to study Mandarin]].

b. [PRO/*Anyone/*We/*John/To break drug addiction] is difficult.

例（4）——（7）顯示，四類空語類大都不可“補出”，是理論上的抽象



103

省略，具有方法論意義。尤其是例（7）的 PRO，[+A]特徵要求在管轄域內必須

受到約束，依賴句中的 John來確定指稱意義（如 a句），而[+P]特徵又要求在

管轄域內不得受到約束，具有任指性（如 b句）。句法層面的名詞性空語類屬

零形式的一種（張天偉 2011，張力 2018b），其中 PRO表任指性時更像是一

個“無中生有”的“空位”。名詞性空語類非自然語言的省略，而是一種方法

論意義的省略。

空語類不僅有名詞性成分，還擴展動詞性成分、動詞的省略（參見鄧思穎

2002、2004a，鄧紅風 2009，傅玉 2012，張力 2018b等）。零形式不僅有辭彙

語類的缺省，還有短語、結構的省略，如截省（Sluicing）、准動詞省略

( pseudogapping) 、屈折短語（IP）省略、片段結構（Fragments）、剝落句（Stripping）

等。不僅有謂語省略（VP Ellipsis），還有主語省略、賓語省略等等。省略的範

域不僅包括單句內部的，也包括分句外部，如複句中關聯詞的省略。省略允准

不僅包括句子生成過程中所要求的“省略特徵和省略允准核心詞之間的一致關

係”（Lobke Aelbrecht 2010），還包括間接允准機制的邏輯複製（LF）和語音

刪除（PF）造成的缺省。

關於省略的分類，生成語言學派仍沒有統一的標準，有不同的爭議。如句

法省略和語義省略之間如何界定? 空語類、光杆論元省略、片段結構、剝落句

等是否屬於省略? 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比如，空語類和省略的劃分就存在三

種傾向: 第一派認為空語類應該包含省略（Lobeck Aelbrecht 1995：3）；第二派

認為省略研究應該包含空語類（McShane, Marjorie J. 2005：6） ; 第三派認為省

略和空語類是有區別的，互不包含（張天偉 2011：1）。總體上說，省略包括

空位和零形式。而零形式包括省略現象、零形回指、空語類，空位還包括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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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性的 PRO。

綜上可知，省略不僅指自然語言中的語言現象，還指語言研究中的方法手

段和理論（圖表 12）。省略既是一種涉及句法、語義、語用（或語篇）多界面

交叉的語言現象，又是種類繁多、界定不一、性質不同包括語言現象和抽象理

論方法的語言研究範域。這樣一來，省略的研究對象不僅僅包括話語意思裏“有”

且可“唯一性補出”的句子，還包括意思裏“有”但根本“補不出”的句子，

甚至包括意思裏“無”僅有“空位”的句子。

雖然省略現象普遍存在，省略研究（也包括方法、理論）的外延不斷擴展。

但省略不是隨心所欲、不受限制的語言現象，話語中的句子更不是能省什麼成

分就省什麼成分。省略仍要受制於語法規律的制約。省略研究中關鍵要處理好

以下幾個問題：

省略部位與句子其他部分處於什麼樣的“一致關係”？或者語境對句子的

省略部位有怎樣的制約作用？

1）省略部位“語義”是關注的基點，但也應包括“句法結構”；

2）省略方法、理論的研究。關鍵是建立“可能語言”意義上的模型或分析

手段。意思裏“有”但“補不出”（或者說補出後句子不合法）也是省略研究

的範疇。

3）省略不是任意的，探究省略的允准條件（句中其他成分）、限制條件（語

境）是省略研究科學化的方向。

以上這些研究，都為我們研究諺語中的不規則省略現象打下了堅實的理論

基礎，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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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漢語諺語中“X的”結構省略“的”

本節從“X的”結構概說、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省略“的”、諺語中

“X的”結構省略“的”的動因和影響因素三方面展開論述。

4.2.1“X的”結構概說

現代漢語中“的”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1，具有多種語法功能，是各種虛詞

中研究最為徹底的2，其中，討論最多最深的是“X的”結構。“X的”結構通

常充當定語，如例（1）；或者作為抽象名詞的同位語，如例（2）；並且一定

的語境或者習慣用法中，“X的”結構可以省略（或隱含3）後面的名詞性中心

成分而單獨存在，且具有指稱性甚至意義明確，如例（3）、（4）。

（1）掉了顆牙的張三去了醫院。

（2）英雄犧牲的消息傳遍全國。

（3）掉了三顆牙的不是李四，是張三。

（4）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金路《中國俗語》）

本節所講的“X的”結構就是像例（3）（4）這樣可脫離後面的名詞性中心語

而獨立存在的“X 的”結構。這裏的“X的”結構實際上是名詞性偏正結構的

語境變體，其後面隱含一個中心語，可用“X的（Z）”表示。沈家煊（1999：

3）將“X的+中心語”中的“X的”統稱為“的”字結構，不管 X是謂詞性還

1 參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著的《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在詞表所收錄的 56008個詞中，

“的”的使用頻次，位列第一。
2 根據“的”的分佈特徵，朱德熙（1961）將北京話的虛詞“的”分為三類：的 1、的 2、的 3。的 1是副

詞性單位後附成分，的 2是形容詞性單位後附成分；的 3是名詞性成分的後附成分。根據“的”的語法功

能， Marita Ljungqvist（2007）將“的”分為三組：一，名詞化標記、領格標記、關聯性標記；二，副詞

化標記；三，複雜狀態標記。分別對應於現代漢語中的“的”、“地”、“得”。立足於生成語法，“X
的”結構中的“的”則具有名詞性功能範疇特徵和句法核心特徵（司富珍 2004，熊仲儒 2006，李豔惠 2008，
石定栩 2008、2009，賀川聲、蔣嚴 2011等）。成果頗多，觀點不盡一致。
3 獨立後的“X的”結構，不完全是省略的結果，有時很難補出，或根本補不出。朱德熙（1982：221）
曾舉例如下：a.他和駱駝都是逃出來的（）。b.操縱這臺機器的（）不是人而是一架電子電腦。c.醬油和醋

和一樣打五分錢的（）。徐春陽（2003）將這類“的”字結構後面的名詞性中心成分“（）”稱為“中心

語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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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體詞性成分，將“的”字結構脫離後頭的中心語獨立並且指代中心語，叫“的”

字結構的“轉指”。

“X 的”結構何以能獨立？獨立後表示什麼意義？“X 的”結構獨立的制

約條件是什麼？圍繞這些問題，學者們的研究大體可歸為兩類：一是省略說，

主張“X的”結構中的“的”是修飾語標記，表示偏項（定語）對正項（中心

語）的修飾，“X的”結構是原本的定中結構省略中心語，其實質是以偏代正，

如“買菜的（人）”。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有黎錦熙（1924）、丁聲樹（1961）、

張靜（1994）、張誼生（2000）等；另一種是本質說（又稱標記說，包括名詞

標記說和修飾標記說），主張“X的”結構中的“的”是名詞化標記，是“X”

加上“的”後構成的名詞性結構，“X的”可獨立發揮作用。朱德熙（1961、

1982）、袁毓林（1995）、邵敬敏（2007）等堅持這一主張。“X的”在定語

位置上是飾詞性成分，獨立充當主賓語時是零標記轉指（郭銳 2000）。

（一）“X的”結構的意義

省略說認為“X的”結構原為省略了名詞中心語的定語，其意義來自於省

略的名詞性中心語的意義。也就是說，省略的名詞性中心語支撐“X的”結構

的意義。對此，戴茹冰（2019）等從中心語補全的角度，根據“X的”結構在

語境中的意義是否具體可指，又分為兩類：特指性省略和泛指性省略。特指性

省略指省略的中心語在上下文出現，省略的中心語語義在語境中有具體所指，

如例（3）“掉了三顆牙的”所指是“張三”。泛指性省略是指省略的中心語語

義在語境中未指明，要補全的中心語是泛指的人或物等，如例（4）“膽大的”

“膽小的”所指各對應一類“人”。對大部分“X的”結構來說，省略說都極

具解釋力。但其癥結有二：1）有些“X的”結構的中心語很難補出，或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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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不出（參見朱德熙 1982：221）；2）實際語言中，除非出於語用目的重複，

表達同一事物的名詞性成分第二次出現時通常會採用代詞或零形式的指代成

分，將中心語補全反而往往不可說，如例（5）、（6）。

（5）a.開車的是張三。 b.*開車的張三是張三。

（6）a.男的看左邊，女的看右邊。 b.*男的人站這邊，女的人站那邊。

本質說則認為“X的”結構本身是完整、獨立的，結構中不缺任何成分。

“X的”結構的名詞性來自具有名詞性功能範疇特徵的“的”。“的”附著在

其前的 X1之上，有兩種功能：語法上，將謂詞性成分 X轉化為名詞的轉化功能；

語義上，具有謂詞性成分的語義轉化或將一個名詞性成分轉化為另一個名詞性

成分的“轉指”功能（朱德熙 1983）。這樣雖規避了省略說的麻煩，但仍難解

釋一些問題。如語法上，“X的”既為名詞性成分，就應像名詞那樣可以受名

詞、區別詞、形容詞的直接修飾。實際上，“X的“與這些詞的組合很受限制

甚至不能組合。

名詞性“X 的”結構並沒有固定的所指，其具體所指取決於語境（徐陽春

2003、石定栩 2009）。就獨立“X的”結構而言，語境有大小語境之分，小語

境指 X本身對“X的”所指的制約；大語境指 X之外的上下文對“X的”所指

的限制。“X的”結構可以同形不同義，其本身所指必須在一定的語境裏才可

明確。如例（7）、（8）所示：

（7）a. 這架鋼琴是音樂學院的。（音樂學院的=音樂學院的[鋼琴]）

b. 這位同學是音樂學院的。（音樂學院的=音樂學院的[學生]）

（8）a. 這些字都是我會寫的。 （我會寫的=我會寫的[字]）

1 就獨立“X的”結構而言，“的”前的 X可以是謂詞性成分 VP、AP，也可以是 NP。如“買菜的”、

“軟的”、“木頭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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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會寫的是顏體。 （我會寫的=我會寫的[字體]）

獨立“X的”結構所蘊含的意思究竟是什麼？與英語作跨語言的比較，為

理解“X的”的所指提供了較好的解釋思路。當“X”為“NP”時，名詞性“NP

的”結構可譯為英語中的無定代詞 NP’S，而名詞性的“人稱代詞+的”結構則

可譯為名詞性物主代詞（possessive pronouns）（Biber, Douglas, Stig Johansson,

Geoffrey Leech, Susan Conrad & Edward Finegan 1999：340）；當“X”為“VP”

時，名詞性“VP的”結構譯為英語常常以 wh-從句的形式出現，而 wh-從句都

可分析為“中心語+定語從句”（Biber, Douglas et al. 1999：683）；當“X”為

“AP”時，名詞性“AP的”可翻譯為英語中的無定代詞 one或 ones，而“AP

的”表示類指的人或事物時，可譯成“the +AP”這樣名詞化的結構形式（朱德

熙 1966：136、Biber, Douglas et al. 1999：520）。在此基礎上，石定栩（2009）

將英語中沒有固定所指的 one定性為無定代詞（indefinite pronoun），並與漢語

中獨立“X的”結構的意義建立關聯。並指出“偏正結構中，獨立‘的’字結

構的中心語是零形式的無定代詞；同位結構中，獨立‘的’字結構的同位部分

是零形式的無定代詞”。而無定代詞的意義則可通過大小語境（即上下文、X

中前指的關係）確定具體的“所指”。

（二）“的”字結構獨立的條件

就“X的”結構與其後中心語的關係看，省略說和本質說都認為有兩種情

況：“X的”結構可以獨立，“X的”結構不可獨立只能粘附在後面的中心語

上面。那麼“X的”結構獨立的條件是什麼？根據既往研究，我們從語義、語

法、語用三方面作出歸納、闡述。

語義上，孔令達（1992）等學者認為“X的”結構中定語與中心語間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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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關係是“X的”結構能夠獨立的關鍵。“X”表非固有的領屬關係、工具關係、

來源關係、質料關係、時間關係、處所關係、特徵關係等，“X的”結構可獨

立。

句法上，朱德熙（1961、1966）認為名詞性“X的”結構的獨立受限於其

本身的句法特性。X為 VP時，“X的”脫離 N的條件是 N為 VP的潛主語或

潛賓語（朱德熙 1978）。這可較好地解釋“修車的人”可用“修車的”指代，

“修車的技術”卻不能的原因。接續，朱德熙（1983）又提出轉指和自指概念，

將“X的”結構獨立的討論範圍擴大到 X可為 VP、AP、NP，並指出“X的”

表轉指時可獨立，表自指時不可獨立。並認為有空位的“VP的”是轉指的“VP

的”，反之，是自指的“VP的”，如“（）修車的人”“他修（）的車”等。

袁毓林（1994）討論了轉指“VP的”中 V 跟中心語 N存在潛在的主謂關係或

述賓關係。並進一步討論了沒有空位的“VP的”（如“爸爸是工人的”、“老

師沒辦卡的”等）獨立的原因，“VP”中的“爸爸”“老師”等名詞是一價名

詞，表示事物的同時，還隱含著與另一事物的必有依存關係。因另一事物名詞

沒出現而造成“VP的”形成空位，進而可以轉指、獨立。袁毓林（1995）又運

用謂詞隱含理論重新審視了轉指和自指，認為“X的”結構語義上都是轉指的，

沒有表示自指的。如“開車的技術”可激活為“[指導]開車的技術”，“愛情的

詩篇”可啟動為“[歌頌]愛情的詩篇”等，朱德熙（1983）認為自指的“的”在

袁文看來也表示轉指。“X的”理論上都可獨立指代中心語，但實際上“開車

的技術”、“愛情的詩篇”一類中的“X的”多數情況下不可獨立。顯然，試

圖從“X的”內部將其獨立的條件歸結為句法結構和意義的限制仍不能貫徹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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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對“的”字結構獨立的制約。無論怎樣從內部的句法、語義關係上對

“X的”的獨立條件作出限制，學者們最後都不得不借助語境來說明“X的”

的獨立。在具體語境中，如果“X+的”能明確地指示 Y，那麼“X+的”可以稱

代 Y並獨立（袁毓林 1995）。徐春陽（2003）從大小語境的制約探討了“X的”

的獨立。石定栩（2009）明確指出“X 的”結構獨立“除了其本身的結構特點

外，還同語義、句法、話語、語用甚至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等因素相關”，

並對一般情況不能獨立的“X 的”結構，一定語境中可獨立的情況做出精闢的

論述。如下：

（9）他開車的技術數一數二。

a.*他開車的數一數二。

b.他修車的技術不怎麼樣，但開車的數一數二。

（10）屋頂滲水的原因找到了。

a.* 屋頂滲水的找到了。

b. 廚房斷電的原因找到了，屋頂滲水的也找到了。

（11）孫子的事兒你一定得問。

a.* 孫子的你一定得問。

b.別人的事兒你可以不問，可孫子的你一定得問。

之外，獨立“X的”結構的具體所指也受語境制約。同樣是“洗碗的”，

例（12）表示“洗”的施事，例（13）則表示“洗”的工具。

（12）這個傭人是賓館裏洗碗的。

（13）這臺設備是洗碗的。

4.2.2漢語諺語中“的”字結構省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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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漢語中，獨立“的”字結構不可省略“的”

現代漢語中，獨立“的”字結構不可省略“的”。徐陽春（2003）認為獨

立“X的”結構，在句法上有一個隱含的中心語，其形式上的“的”不能去掉。

援引如下：

（14）a.這張桌子是木頭的。 b.*這張桌子是木頭。

（15）a.他笑他的，與你什麼相干？ b.*他笑他，與你什麼相干？

（16）a.這支筆太細，請換支粗一點的。 b.*這支筆太細，請換支粗一點。

李豔惠（2008）討論了名詞短語[DP/NP XP的[YP]]中的真空語類，認為名詞

短語和句子一樣，允許某些位置可以是空的。明確指出[DP/NP XP的[YP]]必須要

有“的”，“雖然 YP是顯性時，‘的’有時可用可不用（如（18）a），但只

要 YP是空的，‘的’就一定得出現”（如（18）b與（19））。示例如下（“*

（）”表示沒有括弧內的內容不可說）：

（18）a.你們（的）學校。 b.我去過他們的學校，沒有去過你們*（的）。

（19）我看了昨天那份報紙，沒有看今天*（的）。

（二）獨立“X的”結構用與不用“的”的區別

事實上，現代漢語中也存在與“X 的”結構對應的不用“的”的情況。不

過，二者表意上有所不同，“X”到“X的”結構發生了轉指。如下：

（20）這些人是去看比賽的。（表這些人的身份）

（21）這些人是去看比賽。（表這些人的行為目的）

例（20）中“看比賽的”表示這些人的身份；例（21）“看比賽”表示這

些人的行為目的。二者表意上有所差別，我們不能認為例（21）中的“X”是例

（20）中的獨立“X的”結構的省略。也就是說，在認同獨立“X 的”結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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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且具有名詞性成分功能的前提下，“X”如能保持“X的”結構的名詞性成

分功能和語義所指，才能說“X”是“X的”結構的省略形式。“X的”結構省

略“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展開的。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諺語中也有一些辭典收錄條目獨立“的”字結構有“的”，

但現實表達中，我們也可省略“的”使用的。如下：

（22）賣瓜的吆喝瓜，賣棗的吆喝栆。（金路《中國俗語》）

——賣瓜吆喝瓜，賣棗吆喝栆。

（23）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光腳不怕穿鞋。

（24）不會看的看熱鬧，會看的看門道。（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不會看看熱鬧，會看看門道。

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具有名詞性特徵，語義上表轉指。例（22）——

（24）的字面義與實際語義形成一種映射關係，語義上傾向於傳遞一種經驗、

道理。“的”字結構不用“的”後的句子，字面義與實際語義也形成一種映射

關係，不過，更傾向於對當前動作、行為的映射和評價。用“X 的”結構與不

用“的”，句法功能、語義上有所不同，不是我們所說的“X的”結構省略“的”，

而是句式定型、固化的諺語為滿足現實表達的多樣化需要所作的微調。

（三）漢語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省略“的”

依據“的”字可否省略，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

種情況，與現代漢語一樣，漢語諺語中“X的”結構不可省略“的”，這類情

況屬正常情況；另一種情況，與現代漢語不同，諺語中“X的”結構可省略“的”

字，突破了現代漢語常規語法規則，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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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情況，漢語諺語中符合現代漢語語法常規的“X的”結構，語例如

（25）——（29）所示：

（25）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北方俗語）

——*舊不去，新不來。

（26）人敬有的，狗咬醜的。（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人敬有，狗咬醜。

（27）去了現的，得到賒的。（金路《中國俗語》）

——*去了現，得到賒。

（28）賣豬的誇富，賣牛的哭窮。（金路《中國俗語》）

——*賣豬誇富，賣牛哭窮。

（29）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北方俗語）

——*撐死膽大，餓死膽小。

語例（25）——（29）顯示，“X的”結構省略“的”變得不可說。

第二種情況，諺語中“X 的”結構省略“的”字。根據我們的調查，“X

的”結構省略“的”又可分為兩種情況：1）“X的”結構中的“的”字可省略

也可不省略，表意上有細微變化；2）“的”字必須省略，否則難以接受甚至不

可說。這兩類情況都突破了現代漢語語法規則，屬於漢語諺語特區現象。鑒於

諺語語句的定型性、固定化，我們以諺語、俗語辭典中的收錄為准，兩類情況

統一做省略“的”處理，不再細分，僅在語例標注時加以區分：“的”可省略

也可不省略的情況用“（的）”表示，“的”必須省略的情況用“（*的）”表

示。如下：

（30）賣菜不使水，買菜噘著嘴。（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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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菜（的）不使水，買菜（的）噘著嘴。

（31）賣瓜說瓜甜，買醋說醋酸。（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賣瓜（的）說瓜甜，買醋（的）說醋酸。

（32）會打打一棍，不會打打一頓。（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會打（的）打一棍，不會打（的）打一頓。

（33）會耕耕死，會犁犁死。（金路《中國俗語》）

——會耕（的）耕死，會犁（的）犁死。

（34）會抓抓頭髮，不會抓抓下巴。（金路《中國俗語》）

——會抓（的）抓頭髮，不會抓（的）抓下巴。

（35）燒石灰見不得賣面的。（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燒石灰（的）見不得賣面的。

（36）做賊心虛，盜墓怕鬼。（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做賊（的）心虛，盜墓（的）怕鬼。

（37）雨打一大片，雹打一條線。（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雨打（的）（是）一大片，雹打（的）（是）一條線。

（38）騎驢的不知趕腳苦。（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騎驢的不知趕腳（的）苦。

（39）乳名都是父母起，壞名都是自己惹。（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乳名都是父母起（的），壞名都是自己惹（的）。

（40）賣籃說籃好，賣箱誇箱牢。（金路《中國俗語》）

——賣籃（的）說籃好，賣箱（的）誇箱牢。

（41）馬上不知馬下苦。（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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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的）不知馬下（的）苦。

（42）吃著碗裏，看著鍋裏。（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吃著碗裏（的），看著鍋裏（的）。

（43）在家不知出門的苦。（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在家（的）不知出門的苦。

（44）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金路《中國俗語》）

——男（的）怕入錯行，女（的）怕嫁錯郎。

（45）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男（的）大（了）當婚，女（的）大（了）當嫁。

（46）衣要新好，人要舊好。（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衣要新（的）好，人要舊（的）好。

（47）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是真（的）難滅，是假（的）易除。

（48）容易不值錢，值錢不容易。（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容易（的）不值錢，值錢（的）不容易。

（49）吃軟不吃硬。（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吃軟（的）不吃硬（的）。

（50）要想好，大讓小。（北方俗語）

——要想好，大（的）讓小（的）。

（51）揀到籃裏都是菜。（金路《中國俗語》）

——揀到籃裏（*的）都是菜。

（52）打鼓弄琵琶，相逢是一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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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的）弄琵琶（*的），相逢是一家。

（53）討飯怕狗咬，秀才怕趕考。（金路《中國俗語》）

——討飯（*的）怕狗咬，秀才怕趕考。

上述諺語中，例（30）——（40）屬獨立“VP的”結構可省略“的”；例

（41）——（43）屬獨立“NP 的”（這裏指方位詞）可省略“的”；例

（44）——（50）屬獨立“AP的”可省略“的”。而例（51）——（53）獨立

“X的”結構省略“的”則不自然或不可說。上述例（30）——（53）的諺語

都突破了現代漢語中“的”字短語不可省略“的”規則，屬諺語特區中的語法

突破情況。尤其是例（51）——（53）受限於諺語語句韻律和諧、對舉機制等

因素，“的”字短語必須省略“的”。

4.2.3 “X的”結構省略“的”的動因和影響因素

那麼，諺語獨立“X 的”結構省略“的”的動因是什麼？又受限於哪些因

素？

語料看，諺語在群眾口頭中流傳，多次出現，句式精簡。高頻出現是“X

的”結構省略“的”仍具有名詞性成分功能且表轉指的外在原因；口頭流傳、

句式精簡所要求的語言經濟原則是“X的”結構省略“的”的語言學解釋。語

法上，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語言特區”這一重要概念，認為在某些特

定的語言領域可以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法規則。作為特定語言領域，諺語獨立

“X的”結構省略“的”突破現代漢語語法常規，具有語法上的依據。語言的

經濟原則和語言特區理論是諺語“X的”結構省略“的”的語言學解釋。

“X的”結構省略“的”還受限於韻律和諧、對舉機制等語言因素，詳見

4.2.2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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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小結

現代漢語中，獨立“X的”結構一般不可省略“的”。獨立“X的”結構

用不用“的”語義上有所差別，“X的”是名詞性成分，語義上轉指，而“X”

語義上具有自指作用。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可省略“的”，且“X”可為

VP、AP、NP，仍具有“X的”結構的名詞性功能和語義所指：當“X”為 VP、

AP時，VP、AP具有名詞性功能並具有轉指功能；當“X”為 NP 時，X則轉

指另一個名詞性成分（同“X的”）。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可省略“的”

受限於對舉形式、音韻和諧以及語用（如高頻使用）等語言條件和外部因素，

語言的經濟原則和語言特區理論是諺語“X的”結構省略“的”的語言學解釋。

總之，諺語中“X的”結構省略“的”突破了現代漢語語法規則，是一種語言

創新。

4.3漢語諺語中的“介詞懸空”

4.3.1 問題的提出

共時平面看，現代漢語共同語中介詞不可懸空。介詞的作用在於引出與動

詞相關的對象、處所、時間等（朱德熙 1982：174-175），句法功能上是用來

引介名詞、代詞以及各種體詞性結構並跟謂語動詞發生關係的一種功能詞。1顯

然，介詞與介詞賓語的關聯性很強，一般情況下，有介詞就有介詞賓語。跟動

詞相比，現代漢語介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允許介詞懸空2（黃正德 1988，鄧

1 句法功能看，介詞結構主要用作狀語，一般都能做謂詞性成分的狀語用來“飾謂”; 有些還可以位於句

首，做全句狀語用來“飾句”。其中介詞結構的“飾謂”功能又可分為兩類：位於謂語動詞前起修飾、限

制作用，作狀語；位於謂語動詞後起補充、說明作用，作補語。
2 現代漢語中，正反問句突破了“介詞懸空”的限制（黃正德 1988，徐杰、田源 2013）。例如：

a.你從[e]不從這裏出去？ b.她跟[e]不跟她一起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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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穎 2004a，徐杰、田源 2013等）。在談到介詞的句法功能時，漢語語法學界

幾乎都認為介詞必須帶有賓語以構成介詞短語。例（1）b是介詞賓語移位造成

介詞後賓語空缺，用 e（即 empty的縮寫）表示；例（2）b是介詞後賓語承前

省略造成介詞後賓語空缺，二者都不可說。現代漢語不可介詞懸空，刪除懸空

的介詞才可說，如（1）c、（2）c。例如：

（1）a.秀珍把醫生叫了進來。（老舍《趕集》）

b.*秀珍把[e]叫了醫生進來。

c.秀珍把[e]叫了醫生進來。

（2）a.問：你跟李四打架了嗎?

b.*答：沒有，我沒有跟[e]打架。

c.答：沒有，我沒有跟[e]打架。

共時平面看，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介詞懸空現象不可有，現代漢語方言中則

可以存在介詞懸空現象。許衛東（2005）描寫了山東招遠方言中同類介詞 AA

式表正反問的顯赫句法現象，疊加的第一個介詞就是懸空現象，如例（3）;胡

德明（2006）則分析了安徽蕪湖清水話的“無賓把字句”，也就是處置介詞“把”

的個案懸空現象，如例（4）；丁加勇（2009）研究了湖南隆回湘語中的處置式

“N+擔+VP”，處置標記介詞“擔”可懸空，如例（5）；宗守雲（2019）研究

了河北省張家口方言中作為顯赫句法結構的介詞懸空問題，如例（6）。例如：

（3）a.我們今晚兒拿[e]拿他尋開心了? b.按[e]按他的意思辦?

c.分紅連[e]連她算上? d.還替[e]替他賣命了?

（許衛東 2005：475）

（4）格碗湯 i你把[ei]喝得。這碗湯你把它喝掉。 （胡德明 200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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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咯只屋 i你擔[ei]掃一下者。你把這間屋子掃一下吧。（丁加勇 2009：43）

（6）你去北京，我跟[e]一起去吧。你去北京，我跟你一起去吧。

（宗守雲 2019：534）

歷時看，現代漢語不允許介詞懸空，古代漢語中卻存在介詞懸空現象。郭

銳（2009）、張誼生（2009）對古代漢語中介詞懸空的動因、句法手段、句法

結果等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存在介詞懸空現象，像例（7）、（8）。例如：

（7）賞 i不足以[ei]勸善，刑 j不足以[ej]懲過。（《管子·內業》）

（8）自暴者 i，不可與[ei]有言也；自棄者 j，不可與[ej]有為也。

（《孟子·離婁上》）

所謂現代漢語介詞不允許懸空，不過是歷時介詞懸空現象在現代漢語共同

語中衰落以至不可說的結果。漢語實際語料看，古代漢語、方言存在介詞懸空

非常規語言現象，而現代漢語則屬非介詞懸空語言。

語言類型上看，根據是否允許介詞懸空，Jason Merchant（2001）將世界語

言分為介詞懸空語言（P-stranding languages）和非介詞懸空語言（Non-P-stranding

languages）。根據 Jason Merchant（2001）、Klaus Abels（2003）的研究，這兩

種類型語言的主要分佈如下：非介詞懸空語言主要在印歐語系的希臘語、俄語、

波蘭語、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亞非語系的希伯來語、摩洛哥阿拉伯語

（Moroccan Arabic），獨立語言巴斯克語（Basque）、查莫羅語（Chamorro）

等；介詞懸空語言主要分佈在日耳曼語族，包括英語、瑞典語、挪威語、丹麥

語、冰島語，以及法語在北美的部分方言等。譬如英語中的介詞懸空，主要指

關係小句、wh-移位、被動句、中動結構、比較結構等出現介詞懸空的現象，分

別如（9）——（14）所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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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is is the man whoi I told you about[ei].

（10）Which girli did you give the book to[ei]?

（11）What a great topici he talked about[ei]!

（12）The boyi has been talked about [ei] enough.

（13）This booki is easy to find fault with [ei].

（14）The casei is as sad as I’ve ever heard of [ei].

與語言演變、語言接觸一樣，“語言特區”也是觀察語言創新的一個窗口

（徐杰 覃業位 2015）。共時平面看，現代漢語共同語中介詞不可懸空，但在

某些特定語言領域可有介詞懸空現象。 且看下面兩條諺語：例（15）這條諺語

出自《史記·伯夷列傳》，屬於歷時語料的共時存現，句中介詞“與”後的賓語

空缺；例（16）這條俗語出自河北張家口方言，現通語使用，介詞“對”懸空。

例如：

（15）道不同不相與謀。（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道不同不相與[e]謀。

（16）狗不能喂太飽，人不能對太好。 （張家口方言俗語）

——狗不能喂太飽，人不能對[e]太好。

不難看出，諺語存在的介詞懸空現象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諺語具有“歷時語料、

共時存現，方言語料、通語使用”的語料特點。

綜上可知，語言中，現代漢語是非介詞懸空語言。我們擬對諺語中的介詞

懸空現象進行考察、分析。

4.3.2 介詞懸空的概述

“介詞懸空（Preposition stranding）”本質上是指介詞所介引的對象賓語（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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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時間、處所等體詞性成分）不緊隨介詞後面出現，或移位至句子其他位置、

或省略，或隱含，造成介詞懸空。1功能上，介賓短語主要用作狀語、也可作定

語。作狀語時，英語中的狀語多在 VP 之後，介賓短語為狀語時，其形式為：

VP+P+NP，像例（10）——（14），NP不出現，P後附於 VP，介詞“懸空”

（hanging）

（Rodney Huddleston & Geoffrey K. Pullum 2002）；漢語中的狀語多在 VP之前，

介賓短語為狀語時，其形式為：P+NP+VP，像例（15）、（16），NP不出現，

P前附於 VP，介詞“擱淺”（stranding）（宗守雲 2019）。作定語時，這裏主

要指介詞賓語結構位於關係小句的定語部分，其實質仍是關係小句中謂語動詞

的狀語。關係化過程中，介詞賓語移位至關係小句中心語位置，英語造成介詞

懸空，如例（9）；現代漢語則是介詞賓語關係化後，形成介詞懸空，因不可說，

進行介詞刪除，關係化過程如例（17）、（18）。例出郭銳（2009），如下：

（17）我們為（這個）目標奮鬥→我們為[ei]奮鬥的目標 i→我們奮鬥的目標

（18）我對（這件）事感興趣→我對[ei]感興趣的事情 i→我感興趣的事情

諺語中，NP 由於移位、省略、蘊含，話題化、關係化、焦點化、韻律結構

等原因不在 P 後出現，P前附於 VP，出現介詞懸空現象。2

宗守雲（2019）對介詞懸空作了界定。一是介詞懸空必須是有關介詞的。

這一點出於兩種考慮：1）介詞都是動詞演化而來，有的介詞還保留著較強的動

詞性。像使令動詞“讓、叫”所及的對象，就是動詞懸空而非介詞懸空；2）原

來是介詞，後來變為其他詞性，或者降格為語素，這種情況緊隨其後的賓語不

1 依據介詞懸空形成的原因不同，空缺的介詞賓語成分可分為移位、省略、蘊含等類別。移位，具體又有

話題移位、焦點移位、關係化移位、因韻律結構等不同原因移位，用 ti表示；省略是出於語言經濟考慮，

空缺的介詞賓語可在上下文中找回，分為承前省、蒙後省，用 ei表示；蘊含則由語言外具體語境或百科知

識提供，找回的介詞賓語隨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用Ø表示。
2 因介詞懸空畢竟是受限制的句法結構，有時採取刪除介詞的方式，以避免介詞懸空，例如（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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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也不是介詞懸空，如例（19）：

（19）a.他給修好了。

b.小偷兒被抓走了。

c.他們在說你呐。

張誼生（2009）的解釋是，隨著“給”、“被”、“在”“叫”“讓”等

隱含式介詞懸空用法的經常化，它們本身的功能發生了一定轉變，因介引主體

和對象虛化，可直接附著於 VP的表達語法功能的焦點標記詞、被動標記詞，

這種用法的介詞應視為助詞。有鑒於此，現代漢語中這類介詞轉性情況不屬介

詞懸空現象。張先生將介詞懸空導致的句法後果分為三種情況：1）詞性不變；

2）獨立轉類；3）參與重構。其中獨立轉類和參與重構的介詞懸空是歷時現象，

轉類和重構之後就不再是介詞懸空，而詞性不變的介詞懸空才是嚴格意義的介

詞懸空。

介詞懸空的另一點是本應 P後緊隨的 NP 不出現，但很容易找回（宗守雲

2019）。具體到漢語諺語，“NP很容易找回”存在這樣幾種情況：移位、省略、

蘊含等，分別如（20）、（21）、（22）所示。例如：

（20）教兒須用打黃荊，不打黃荊定不成。（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教兒須用[ti]打黃荊 i，不打黃荊定不成。

（21）禽獸不可與同群。（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禽獸 i不可與[ei]同群。

（22）可與共安樂，亦可與共患難。（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可與[e]共安樂，亦可與[e]共患難。

例（20）中的介詞“用”後的工具名詞“黃荊”移位到了動詞後作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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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介詞懸空；例（21）中的介詞“與”的對象應為“禽獸”，句中的“禽獸”

為主語，介詞“與”蒙前省略，造成介詞懸空；例（22）中的介詞“與”的對

象空缺，屬蘊含，可用具體語境中的人填充。總之，例（20）——（22）中的

介詞懸空現象，其空缺的緊隨賓語都具有“可還原性”（recall）,這也契合呂叔

湘（1986）對省略內涵的詮釋。

4.3.3 漢語諺語中介詞懸空的句法表現

現代漢語是非介詞懸空語言，古代漢語則可以介詞懸空，現代漢語方言也

可以介詞懸空。作為特定的語言領域，具有“歷時語料、共時存現，方言語料、

通語使用”的諺語也可以介詞懸空。依據 4.3.2節介詞懸空的定性和界定，從介

詞賓語的移位、省略、蘊含等角度分析諺語中介詞懸空的句法表現。

（一）介詞賓語移位造成的介詞懸空

具體而言，移位造成的介詞懸空因移位的動因不同又有話題化移位、焦點

移位等之分。如下：

1.話題移位

介詞賓語因充當主語話題而移位，造成介詞懸空。例如：

（23）識性者，可與同居。（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識性者 i，可與[ti]同居。

（24）禽獸不可與同群。（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禽獸 i不可與[ti]同群。

（25）賭博由來是禍胎。（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賭博 i由[ti]來是禍胎。

（26）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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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義 i以[ti]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

2.焦點移位

介詞賓語位於兩個或以上分句的主語話題位置，整個句子形成對比、類比，

成為句子的焦點，這類介詞懸空的動因就是焦點移位。例如：

（27）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腐木 i不可以[ei]為柱，卑人 i不可以[ei]為主。

（28）一以當十，百以當千。（金路《中國俗語》

——一 i以[ti]當十，百 i以[ti]當千。

（29）渴者易為飲，饑者易為食。（金路《中國俗語》）

——渴者 i易為[ti]飲，饑者 i易為[ti]食。

（30）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敝，弗以苴（襯墊）履。（金路《中國俗

語》）

——履 i雖鮮，弗以[ei]加枕；冠 j雖敝，弗以[ej]苴（襯墊）履。

（31）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明鏡 i所以[ei]照形，往古 i所以[ei]知今。

（32）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

之仇不與共鄰。（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父之仇 i不與[ei]共天下，兄弟之仇 i不與[ei]共國，朋友之仇 i不

與[ei]同朝，族人之仇 i不與[ei]共鄰。

3.其他原因的移位

因構詞重新分析或受韻律結構、關係化等原因產生移位，造成介詞懸空。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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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行船趁順風，打鐵趁火紅。（《諺語辭典》）

——行船趁[ti]順風 i，打鐵趁火紅。

（34）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金路《中國俗語》）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ti]打頭風 i。

（35）好馬不吃回頭草，水流東向不回頭。（金路《中國俗語》）

——好馬不吃回頭草，水流東 i向[ti]不回頭。

例（33）介詞“趁”後應為賓語“風”，後來動詞“順”和“風”成為一

個詞，造成介詞“趁”懸空，直接修飾“順風”。（34）介詞“被”後的“風”，

移位重構形成“打頭風”，與“連夜雨”對舉。也就是說，“打頭風”作“被”

的賓語。（35）方向介詞“向”後應為方位詞“東”，句子韻律結構制約，“東”

前移，造成介詞“向”懸空。而關係化的移位，因介詞賓語移位至中心語位置，

介詞懸空且直接修飾動詞，造成句子不可說，詳見下文 4.3.4的分析。

（二）賓語省略造成的介詞懸空

介詞的賓語省略可分為承前省、蒙後省兩類。為避免與話題化移位混淆，

介詞賓語承前省略造成的介詞懸空句法現象，盡可能選取先行詞位於主語話題

之外（如賓語位置）句法位置的諺語語例。例如：

（36）挾天子以令諸侯。（金路《中國俗語》）

——挾天子 i以[ei]令諸侯。

（37）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溫端政《中

國諺語大辭典》）

——視卒 i如嬰兒，可與[ei]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38）為好不討好，反而被狗咬。（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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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ei]好不討好，反而被狗 i咬。

（39）鎖鑰盡固，徑竇可由。（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鎖鑰盡固，徑竇 i可由[ei]。

（40）伐木從長，鋸鐵宜短。（金路《中國俗語》）

——伐木 i從[ei]長，鋸鐵宜短。

（41）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不遇盤根錯節 i，不足以[ei]見利器。

（42）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

典》）

——厚者不毀人 i以[ei]自益，仁者不危人 i以[ei]要名。

（43）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得綏山一桃 i，雖不能仙，亦足以[ei]豪。

（44）道不同不相與謀。（《史記·伯夷列傳》）

——道不同 i不相與[ei]謀。

其中例（44），介詞“與”後空缺的賓語，根據前面的“道不同”可判斷

為是“道不同的人”。儘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承前省略，但可根據上文補出“與”

後空缺的賓語。這類介詞懸空也是出於語言經濟的需要造成的（介詞的）賓語

省略。

（三）賓語蘊含造成的介词悬空

諺語中因介詞的賓語蘊含造成的介詞懸空，指的是介詞的賓語空缺且無法

從句子上下文找到其先行詞或移出成分，其空缺的賓語多由具體語境或百科知

識來“還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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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藥不跟賣，病不討醫。（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藥不跟[Ø]賣，藥不討醫。

（46）在生一日，勝死千年。（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在[Ø]生一日，勝死千年。

（47）富家為早起。（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富家為[Ø]早起。

（48）佳人自來多薄命。（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佳人自[Ø]來多薄命。

（49）一著不到，滿盤從起。（金路《中國俗語》）

——一著不到，滿盤從[Ø]起。

以上，我們分析了諺語中介詞懸空的句法表現，試圖從介詞的賓語移位、

省略、蘊含等向度闡釋諺語中介詞懸空的不同句法表现。

就語料的來源看，諺語介詞懸空的句法現象多來源於古代漢語，極少來源

於方言、民族語言。方言中的介詞懸空現象不但極難進入現代漢語，也很難進

入存在介詞懸空現象的“語言特區”——諺語。

4.3.4 漢語諺語“介詞懸空”的受限性

世界語言中，介詞懸空也是較少見的句法現象。介詞懸空語言如英語，介

詞懸空也要受到很大限制；而非介詞懸空語言，則採取多種手段避免介詞懸空，

如介詞同移、介詞結構保留（代詞保留等）、介詞結構刪除等。從避免介詞懸

空所採取的手段看，正反映了介詞與介詞賓語緊密的關聯度。為避免介詞懸空，

諺語也採取各種手段。概括起來有：

（一）介詞賓語空缺後，介詞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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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賓語空缺後，介詞直接修飾動詞，轉為助詞，如例（19）。諺語中還

有短被動句，即“被”引介的施事賓語不出現，直接修飾後面動詞，如例（50）、

（51），“被”用作助詞。例如：

（50）狐狸亂跑，皮被剝掉。（金路《中國俗語》）

（51）被賣了還替人數錢。（金路《中國俗語》）

（二）介詞賓語空缺後，介詞重構

介詞賓語空缺後，介詞與相鄰的其他詞重構，形成新的語法單位，如連詞、

副詞等。例如：

（52）a.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利器。（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b.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見利器。（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53）嫖賭從來本相連。（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54）蟻多可以抬象，蝗多可以蔽日。（金路《中國俗語》）

為避免介詞懸空，例（52）a介詞“以”與其前的“無”組成“無以”, 成

為固定用法，（52）b介詞“以”與其前的“足”組成“足以”，成為固定搭配，

例（53）中的介詞“從”與其後的“來”重新組成“從來”副詞，例（54）的

介詞“以”與其前的“可”重構成“可以”副詞。

（三）為避免介詞懸空，刪除介詞或介詞結構

為避免介詞懸空，一是進行刪除介詞操作。介詞賓語移位包括關係化移位、

作格移位，刪除介詞；或者保留介詞賓語1，刪除介詞。一是整體刪除介詞結構。

刪除介詞包括三種情況：1）關係化移位。介詞賓語移位到中心語位置，介詞懸

空不可說，刪除介詞，擬制成諺語，如（55）——（57）等；2）介詞賓語移位

1 汉语谚语中，保留宾语还有用代词替代的情况。但是代词宾语保留不能删除介词。如“老虎不发威，把

它当病猫”（金路《中国俗语》），句中代词“它”作宾语，其前的介词“把”不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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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空格位。介詞賓語為旁格成分，移位到賓格位或其他位置，造成介詞懸空。

句子不可說，於是刪除介詞，成為可說的諺語，如（58）——（61）等；3）保

留介詞賓語，刪除介詞。介詞的賓語本由介詞指派格位，刪除介詞後，由動詞

指派格位。在刪除的競爭中，為避免介詞懸空，保留其賓語，如（62）、（63）。

為避免介詞懸空，還有一類是“介詞+賓語”結構一起刪除，如（64）（65）等。

示例如下：

（55）接風的餃子，送行的面。（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用餃子接風，用面送行。

——用 ti接風的餃子 i，用 tj送行的面 j。

（56）唱戲的腿，說書的嘴。（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靠/憑腿唱戲，靠/憑嘴說書。

——靠/憑 ti唱戲的腿 i，靠/憑 tj說書的嘴 j。

（57）吃飯的店，睡覺的棧。（金路《中國俗語》）

——在店裏吃飯，在棧裏睡覺。

——在 ti裏吃飯的店 i，在 tj裏睡覺的棧 j。

（58）人活臉，樹活皮。（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靠/为臉活，樹靠皮活。

——人靠/为 ti活臉 i，樹靠 tj活皮 j。

（59）人活心，樹活根。（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靠心活，樹靠根活。

——人靠 ti活心 i，樹靠 tj活根 j。

（60）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層皮。（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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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靠/為一口氣活，樹靠一層皮活。

——人靠/為 ti活一口氣 i，樹靠 tj活一層皮 j。

（61）雲跑西，雨淒淒；雲跑東，一場空。（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

俗語》）

——雲向西跑，雨淒淒；雲向東跑，一場空。

——雲向 ti跑西 i，雨淒淒；雲向 tj跑東 j，一場空。

（62）這山望著那山高。（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在這山上望著那山高。

——在這山上望著那山高。

（63）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人不可憑貌相，海水不可用鬥量。

——人不可憑貌相，海水不可用鬥量。

（64）不見閻王鬼打死。（金路《中國俗語》）

——不見閻王鬼被閻王打死。

——不見閻王鬼被閻王打死。

（65）飛鳥盡，良弓藏。（金路《中國俗語》）

——飛鳥盡，良弓被人藏。

——飛鳥盡，良弓被人藏。

綜上，在“介詞+賓語”這一關聯性較強的組合體中，為避免介詞懸空，諺

語刪除介詞或者直接刪除介詞結構是常規操作。

（四）為避免介詞懸空，換用其他說法

譬如例（16），百度、搜狗檢索後，可發現為避免介詞懸空一些將介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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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的類似說法。例如：

（16a）狗不能喂得太飽，人不能對得太好。

（16b）狗不能喂得太飽，人不能對他太好。

（16c）不能喂狗太飽，不能對人太好。

例（16a）通過“對”的動詞化而規避介詞懸空，例（16b )通過補出介詞賓

語來避免介詞懸空，例（16c）通過調整語序、補出介詞的賓語而力避介詞懸空。

4.3.5 小結

就漢語來說，現代漢語是一種非介詞懸空語言，而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方

言則存在介詞懸空現象。作為一種特定語言領域，現代漢語中的漢語諺語同樣

存在介詞懸空現象。有鑒於此，我們從移位、省略、蘊含等向度對諺語中的介

詞懸空句法現象進行了分析。

當然，介詞懸空畢竟是受限制的句法現象，非介詞懸空語言之外哪怕是介

詞懸空語言也是如此。諺語也概莫能外，即使可以出現介詞懸空，也受到諸多

條件的限制。為此，我們又從介詞轉性、介詞重構、介詞刪除或介詞結構刪除、

換用其他說法等維度考察了諺語為避免介詞懸空的句法表現。作為一種特定語

言語域，諺語廣泛流傳於群眾口頭、使用頻率較高，其“介詞懸空”句法現象

既印證了諺語“歷時語言，共時存現；方言語言，通語使用”的語料特點，又

證實了“語言特區”是突破常規語法規則的語言學範域，更體現了“語言特區”

作為一種重要的語言研究理念獨具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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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漢語諺語中的動詞非常規省略

正常情況下，漢語句子更傾向於省略名詞而非動詞。趙元任（1979：43）

指出“在漢語的問答句中，答話用零句時，多採取謂語的形式。”呂叔湘（1986）

進一步指出：“一般說，動詞承前省略沒有名詞那麼容易。”劉丹青（2010）

認為漢語特別排斥有主語賓語而省略謂語動詞的句子。這些觀察和研究均反映

了漢語不易省略動詞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近年來對沒有動詞的句子、空動詞（empty verbs）、

動詞性空語類（verbal empty category）等語言現象進行了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

漢語中表面沒有動詞的句子其實質並不相同，鄧思穎（2002）將之細化為三種

類型：名詞謂語句（如“今天星期天”）、空係詞句（如“大姑娘了”）、空

動詞句（如“每個人三本書”）。這裏的空係詞句和空動詞句就是我們要說的

動詞省略1。漢語中，句子的動詞省略受限於一定的句法條件，而諺語中卻出現

一些非常規的動詞省略現象。

4.4.1 漢語諺語中的動詞省略及其判定

探究漢語諺語中的動詞省略現象，先要弄清下面幾個問題：如何區分動詞

省略與名詞性謂語句？一般情況下，判斷動詞省略的形式條件有哪些？

（一）動詞省略與名詞謂語句

同屬表面沒有動詞的句子，句子的動詞省略與名詞謂語句有明顯的不同甚

至類型學上的區別。具體來說名詞謂語句需注意以下兩點：1）名詞謂語句不是

空係詞句；2）英漢名詞謂語句的不同。

1 與之不同的是，屠愛萍（2013）則認為“沒有動詞的句子”這三種類型，空缺處都缺少一個動詞，即動

詞性空語類。結合漢語自身特點，鄧思穎（2002）將“名詞謂語句”獨立為一類的作法，更能顯示漢語與

英語的區別，“名詞謂語句”是漢語的類型學特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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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名詞謂語句，就是指由名詞或名詞短語充任謂語的句子，又稱體詞謂

語句（丁聲樹 1961）。意義上，名詞謂語陳述主語的性質和情狀。比如：“小

王浙江人”、“今天星期天”等。然而，Yue-Hashimoto, Anne（1969）認為漢

語名詞謂語句是經過省略係詞“是” 得出的，上述例子可添補上係詞“是”。

如：“小王是浙江人”、“今天是星期天”。通過進一步的研究，Sze-Wing Tang

（1998）、鄧思穎（2002）敏銳地發現名詞謂語句與空係詞句並不一樣，轉鄧

思穎（2002）語例。如下：

（1）*我一個中國人。 （2）我是一個中國人。

（3）*他也許張三。 （4）他也許是張三。

根據不能轉換為名詞謂語句的是字句，鄧先生概括出名詞謂語句的一些句

法特點：1）名詞謂語句的名詞謂語不能有數量詞，例如（1）、（2）；2）名

詞謂語句不允許副詞的出現，例如（3）、（4），等等。著眼於與空係詞句的

區分，這裏的名詞謂語句顯然是狹義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在沒有動詞的句子

中，漢語名詞謂語句不是動詞省略的結果，而是名詞或名詞短語直接充當謂語

的結果1，是根本沒有動詞的句子。

同是名詞謂語句，英語和漢語有著本質的不同。英語中，謂語一般由動詞

或動詞短語充當。易花萍（2012：279）認為英語的名詞謂語句是“動詞省略的”

或“結構臨時賦予的”， 其中又以“動詞省略”形式為主體。除口語外，英語

中幾乎沒有名詞謂語句。而漢語中，名詞謂語句中的名詞陳述性則具有“本質”

意義。她以小說《插圖本阿 Q正傳》、《紅樓夢》中名詞謂語句的漢英對譯，

有力地證實了名詞謂語句類型學意義上的不同。援引例句如下：

1 英語中，充當句子謂語的句子成分多為動詞或動詞短語。而漢語中，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嚴格的

一一對應關係。除動詞或形容詞外，名詞（名詞短語）也可以直接充當謂語（朱德熙 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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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憑弱水三千。（《紅樓夢》91回，2771頁）

英譯：However much water there is in the stream.

（6）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紅樓夢》第 1回，11頁）

英譯：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

漢語中的名詞謂語句，英譯時一般需要補上動詞。這也啟示我們，漢語名

詞謂語句不能以外譯時句子有無動詞進行判定。也就是說，英語中沒有真正意

義上的名詞謂語句，其名詞謂語句多為“動詞省略句”。

我們論述的“動詞省略”不包括名詞謂語句。

（二）動詞省略的判定條件

根據鄧思穎（2002）諸如名詞謂語不可為數量名短語，不能受副詞修飾等

形式限制條件，我們可將數量名作謂語或受副詞修飾的名詞謂語句判定為“動

詞省略”的句子。

屠愛萍（2013）、張力（2018）進一步提出了證實漢語中空動詞存在（即

動詞省略）的三條形式證據：

首先，通過副詞修飾語對動詞的依附性以及屈折範疇對補足語的選擇可證

明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的存在。副詞修飾動詞，需要依附於動詞短語而存在。

一個句子中副詞懸空就可推斷出存在動詞省略。例如：

（7）這個小孩的確/也許/竟然黃頭髮。（屠愛萍 2013：232）

（8）寶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良醫。（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9）先Ø小人，後Ø君子。（曲彥斌《中國俗語學》）

（10）真人不露相，露相不Ø真人。（吳承恩《西遊記》）



135

我們還可進一步將副詞對動詞的依附性擴大到狀語成分對動詞的依附性1，

通過諺語中的狀語判斷動詞的省略。例如：

（11）人在江湖，身不由己Ø。（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12）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Ø。（《神童詩·四

喜》）

例（11）“由己”介賓短語作狀語，後面省略一個動詞“作主/控制”。值

得注意的是，例（12）的四句話，同樣是人生的四大喜，前兩句是完整的句子、

第三句是一個體詞性偏正短語，時間短語相對也易於作狀語，而第四句話“……

時”明顯是一個時間狀語成分，可判定省略一個謂詞性成分——最高興/最歡喜。

本來是說喜卻不明說出“喜”，第四句通過明顯的狀語成分懸空強調省略的“喜”。

語序看，四句除了語義上“喜”程度的遞進外，第四句的狀語懸空也是對省略

成分的語義強調和語法上的凸顯助力。

作為屈折範疇的一種，動態助詞“了”選擇動詞短語作其補足語。邢福義

（1984）論述了“NP了”結構的句子（或分句）性質，動態助詞“了”表形態

變化。我們可通過“了”推斷出存在一個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例如：

（13）大姑娘了，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邢福義 1984）

例（13）劃線部分的“了”不可刪去，否則複句變為單句，“大姑娘”成

為主語或呼語。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諺語具有知識性，句子多具有非現實的評

價義，一般很少有動態助詞“了”這樣的屈折範疇，所以諺語也就無法通過屈

折範疇來判定是否存在動詞省略。

1 狀語是謂詞性成分的修飾語（朱德熙 1982：151）。副詞、介賓短語是充當狀語的典型成分，其他如名

詞、形容詞、數詞、量詞、數量詞甚至句子也可以充當狀語或狀語小句。就狀語的句法位置看，狀語位於

謂詞性成分之前作修飾語是其典型的句法位置和功能，通過移位，狀語也可以位於句末或句首（介詞“關

於”組成的介賓短語一般只能位於句首）。我們這裏指的是狀語未有發生移位也非句首狀語的情況，可通

過狀語所修飾成分的缺失判定動詞或謂詞性成分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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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據句內主目指派題元角色（thematic role）的需要，可通過帶有論

旨角色的名詞性短語在句子中的顯現推斷空動詞的存在。論旨準則要求論旨角

色與充當論元的名詞性成分之間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而“主語衍生於動詞短語

內部的假說”認為所有的論元必須在動詞短語內部得到論旨角色的。簡言之，

動詞指派句內的主目以題元角色，否則，主目語在邏輯形式（Logical Form）裏

得不到語義解釋, 句子也就不合語法。例如：

（14）三個女人Ø一臺戲。（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15）一個蘿蔔Ø一個坑。（孫月《俗語在熟語中的定位及其特徵》）

例（14）中“三個女人”、“一臺戲”分別充當施事，對象，句法上要求

一個指派其論旨角色的動詞。根據語境需要，該動詞可以是“是”、“唱”、

“演”等。例（15）中“一個蘿蔔”、“一個坑”分別充當句子的當事、對象，

句法上也要求一個指派其論旨角色的動詞。根據語境需要，存在一個空動詞

“有”。

其三，通過顯性名詞性成分的格位特徵來判定空動詞的存在。“格位篩檢

程式”（Case Filter）要求句子中的每個名詞性短語都必須得到格位。位於主語

位置的名詞性短語 NP需要從動詞的依附性成分屈折範疇 I那裏得到主格格位，

作句子的指定語；而位於賓語位置的名詞性短語 NP則需要通過動詞 V 得到賓

格，作句子的補足語成分，這些要求句子中必須存在一個動詞性的成分。如例

（16）中的“醜妻”與“薄地”名詞短語並列在句中必須獲得主格格位，“家

中寶”獲得賓格格位。據此，可推斷例（16）存在一個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是”，

動詞省略。1

1 呂叔湘（1986）指出省略的成分可以根據上下文語境填補出來且“補出成分”具有唯一性。以往研究也

多從句子結構內部、有無先行詞等形式角度探究省略的原因。事實上，“省略”可產生於句法、語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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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醜妻薄地Ø家中寶。（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4.4.2 漢語諺語聯合結構中的非常規動詞省略

以漢語並列結構的空動詞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諺語中與之結構相近的

聯合結構省略動詞限制條件的突破；諺語聯合結構極性動詞性成分的省略，即

所省略的動詞性成分屬於非常規的語言省略現象。這種意義上，對諺語聯合結

構中的非常規動詞省略展開討論。

（一）漢語並列空動詞句

漢語中，並列句往往存在動詞省略。劉麗萍、韓魏峰（2015）詳盡地討論

了漢語中由兩個空動詞句組成的一種並列空動詞句，其結構可描述為（17）：

（17）[XP1[VP[ＶØ]YP1]，XP2[VP[ＶØ]YP２]]

在（17）這一結構式中，XP1、YP1 和 XP２、YP２均為名詞性短語，並分別

充當並列分句的主語（XP1、XP2）和賓語（YP1、YP2）；XP1與 XP2、XP1與

YP2互為對應項；這四個成分在句中以顯性語言形式存在，是並列空動詞句的

殘餘項（remant）。而Ø表示省略的動詞，具有辭彙意義、句法意義而沒有語音

輸出形式；兩個對應的Ø具有一致性。例如：

（18）張三Ø三個蘋果，李四Ø四個桔子。

不同場景下，例（18）的Ø可為“買、拿、吃”等動詞。劉文指出並列空動

詞句明顯受語用條件的控制。具體為：事件性場景的存在、具有對比性質的話

題焦點（主語）和信息焦點（賓語）的特定信息結構以及主語必須定指的語義

限定等是該句式能夠合法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並列空動詞句的語用限制條件。

只有在上述條件滿足的情況下，空動詞才可以成立。

用甚至語篇等不同介面（屠愛萍 2013，韓麗萍、韓魏峰 2015，張力 2018等）。因此，根據句子結構外

的具體情景可確定“補出成分”唯一性的語言現象，也屬“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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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諺語動詞省略的數字聯合結構

諺語中存在大量的數詞聯合結構1，其中有一部分形式上與漢語並列空動詞

句相近，也存在動詞省略現象。如下：

（19）七十Ø瓦上霜，八十Ø風前燭。（金路《中國俗語》）

（20）人前Ø一面鼓，人後Ø一面鑼。（同上）

（21） 十朵黃花Ø九朵黃，十個女兒Ø九像娘。（同上）

語例（19）——（21） 可分別添補出“像”、“是”、“有”等動詞。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諺語語句表示人們對慣常知識的認知或規律性經驗總結而非

事件性場景描述；相應地，例（19）中的主語“七十”“八十”分別指“七十

歲”“八十歲”的一類人而非單指；例（20）的主語“人前”“人後”分別指

“在人面前”“在人背後”兩類不同的情況；例（21）的“十朵黃花”、“十

個女兒”是名詞短語的不定指形式，主語是不定指指稱。很明顯，這些超出了

漢語空動詞並列句“主語必須定指”的語義限制。由此也可看出，數字聯合諺

語句的動詞省略突破了漢語並列空動詞句“事件性場景”“主語必須定指”等

語用限制條件。

（三）漢語諺語極性聯合結構中的非常規動詞省略

與漢語空動詞並列句相比，諺語中有一些表示某種極性意義的聯合結構，

即表示所列舉的事體在某個範圍內最有代表性、達到了極大值，表達出“最”、

“極”、“頂”等極性意義（溫鎖林 2010），我們稱之為“極性聯合結構”。2

1 韓杰（2007）以“對舉結構”稱之。所謂對舉結構，指兩個字數相等或相近、結構相同，語義相反相成

的語句（張國憲 1993，劉雲 2006等），不同的名稱還有“對舉格式”“對舉運算式”“對稱格式”等，

名稱雖不同，所指大同小異，我們以聯合結構稱之。
2 Adele E. Goldberg（1995：5)認為構式的整個形式和意義（或功能）並非各個構成成分的形式和意義簡單

相加，因此不能根據構成成分推知構式的形式和意義的全部。格式本身表示某種獨立的意義，是沒有顯性

語音形式的“隱性方面”。針對存在動詞或動詞性成分沒有語音形式的對舉結構，李勝梅（2001）從語義

缺省的角度分析了諺語中兩類體詞性偏正短語字面意義無而實際含義中所強調的“同類之最”，韓杰（2007）
從可“補出”動詞的角度（即省略）對數字對舉諺語進行描寫、分析，李麗萍、韓魏峰（2015）從空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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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些聯合結構諺語直接表達出極性義。例如：

（22）世上三般最難事：教書、管獄與當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23）朝天辣椒獨頭蒜，黃毛丫頭最難辦。（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24）要吃走獸都數狗肉，要吃飛禽斑鳩鵪鶉。（同（22））

例（22）標寫出聯合項的極性義“最難”。例（23）標寫出“黃毛丫頭”

的極性義“最難辦”，省略聯合項“朝天辣椒”“獨頭蒜”的帶有極性義的謂

詞性成分“最辣”。例（24）動詞“數”這裏有“第一”，“最”的極性義，

賓語“狗肉”、“斑鳩鵪鶉”為並列項。

其次，一些聯合結構的諺語有謂語性成分，極性義語義特徵隱含其中而沒

有相關的表示詞語。例如：

（25）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三峽天下奇，劍門天下險。（同（22））

（26）石頭發芽，公雞下蛋。（金路《中國俗語》）

（27）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同（22））

例（25）聯合成分“青城”、“峨眉”、“三峽”、“劍門”各自的謂詞

性成分“幽”、“秀”、“奇”、“險”這裏都有極性義，前邊都可加上極性

義詞語“最”。例（26）則通過違背自然常識的兩類現象的描述，表示“不可

能”情況的極性義。例（27）本是中心詞話題化提前的句子，即“人家的老婆

好，自己的文章好”。兩句並列，“好”作謂語，也具有了極性義特徵。

我們重點要談的是第三種情況，聯合項完全由體詞性短語組成，句子既未

使用極性詞語，又省略動詞性謂語的聯合結構諺語。如“吐魯番的葡萄，哈密

的瓜”，就省略了“最甜”。為便於下文敘述，句子缺省的部分為“最/極/頂+adj/v”，

的角度探討並列句的語用限制條件及其生成和理解機制；而溫鎖林（2010）則從“極性義”對舉構式的角

度探討各“構件”的關聯性與語境條件。鑒於有極性義這樣明確的語義特徵以及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或動

詞性詞語這樣明確的詞性，我們將諺語極性對舉結構作為非常規的動詞省略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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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碼化為“Ø最/極/頂+adj/v”。李勝梅（2001）注意到了諺語中兩項體詞性偏正短

語連用成句時並列項 NP1、 NP2多具有“同類之最”的情況。這對我們的研究

頗有啟發性。

所謂兩項體詞性偏正短語連用諺語，即兩項（或以上）體詞性偏正短語 NP1、

NP2連用成句並構成聯合關係，各聯合項的偏項和正項之間並不表示領屬、限

定等定中關係；充當聯合項的體詞性短語並不用於指稱，而是用於陳述。諺語

中，NP1+ NP2這類聯合結構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所強調的內容直接由字面

表達，偏項（A1和 A2）實際含義多在各項之首的。如“真《三國》，假《水滸》，

大話《西遊》”；第二類，要表達的重心不在字面，而是兩項之後或各項之後

的“Ø最/極/頂+adj/v”空缺。如“蠍子的尾巴後娘的心”，兩項之後省略“最毒”，

即[[NP1+NP2]+Ø最/極/頂+adj/v]模式；而“燈下美人杯中酒”各項之後分別省略“最

美”、“最好喝”，即[[NP1+Ø最/極/頂+adj1/v1]+[NP2+Ø最/極/頂+adj2/v2]]模式。顯然，第二

類體詞性偏正結構短語並列的諺語就是我們討論非的常規動詞省略，是論述的

重點。

我們先看聯合結構諺語中的[[NP1+NP2+……]+Ø最/極/頂+adj/v]模式，非常規省略

的極性義動詞性成分在兩項（及以上）之後。如下：

（28）歪瓜裂棗。（李勝梅《兩種體詞性偏正短語連用成句的表義特點》）

（29）順德祠堂南海廟。（同（24）））

（30）三十夜的火，十五夜的燈.（同（24））

（31）雲裏的日頭洞裏的風，蠍子的尾巴後娘的心。（金路《中國俗語》）

（32）朝天辣椒獨頭蒜。（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33）張飛的鼻子，李逵的臉。（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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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頭鍋餃子，二鍋面。（劉俊文、秦畢嘯《中國民間俗語》）

（35）饑時飯，渴時漿。（金路《中國俗語》）

（36）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劉錫玲的燕。（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

典》）

（37）滄州獅子景州塔，真定府裏大菩薩。（同（36））

（38）蒼山雪，洱海月，上關花，下關風。（同（36））

該類聯合結構諺語，並列項之後省略了極性義動詞性成分。語義上，

[[NP1+NP2]+Ø最/極/頂+adj/v]模式還可以表示為：NP1（和/就像/如同）NP一樣“最/

極/頂+adj/v”。如（32）省略“最辣”，語義上還可表示為：朝天辣椒和獨頭

蒜一樣最辣。據李勝梅（2001）的研究，聯合結構諺語這種模式的非常規動詞

省略現象比較多。

再看，聯合結構諺語中的[[NP1+Ø最/極/頂+adj1/v1]+[NP2+Ø最/極/頂+adj2/v2]]模式。極性

義之外，非常規省略的動詞性成分並不完全相同，宜在聯合項的各項之後補出。

例如：

（39）說書人的嘴，偵察員的腿。（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40）媒婆的嘴，要債的臉。（金路《中國俗語》）

（41）豹子的口，官家的眼。（同（34））

（42）老牛筋，母豬肉。（同（34））

（43）廚子的口，鐵匠的手。（龐娟《漢語傳統工匠類諺語研究》）

（44）落雨天的傘，木匠師傅的錘。（金路《中國俗語》）

（45）羊的胸叉雞的腿，早上的瞌睡渴時的水。

（46）燈下美人杯中酒.（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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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48）獵狗的鼻子，藥農的眼。（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一二兩種模式看，同樣是聯合結構動詞省略，諺語表現出不同於漢語並列

句中的極性義。

4.4.3 小結

本節討論了諺語的非常規動詞省略情況。相較於名詞省略，一般情況下不

宜省略動詞或動詞性成分。我們討論了一般情況下判定動詞省略的三條形式標

準：通過副詞修飾語對動詞的依附性以及屈折範疇對補足語的選擇可證明沒有

語音形式的動詞的存在；根據句內主目指派題元角色（thematic role）的需要，

可通過帶有論旨角色的名詞性短語在句子中的顯現推斷空動詞的存在；通過顯

性名詞性成分的格位特徵來判定空動詞的存在。在漢語空動詞並列句語用限制

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了諺語動詞省略數字並列句中句法限制條件的突破，

分析了諺語聯合結構中非常規謂詞省略（即Ø最/極/頂+adj/v）的兩種模式。

4.5 本章總結

省略不僅指自然語言中的語言現象，還指語言研究中的理論方法與手段。

呂先生“意思裏有而話語裏不出現”說的是省略現象，而“可以補出來且只有

一種補法”說的是省略研究。作為一種語言現象，省略包括隱含，較為寬泛，

判定省略是音義無配，所依據的是對應關係；作為省略研究，省略的標準應具

有“惟一還原性”，但省略的研究對象不僅僅包括話語意思裏“有”且可“唯

一性補出”的句子，還包括意思裏“有”但根本“補不出”的句子，甚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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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裏“無”僅有“空位”的句子。

本章具體討論了諺語中的三個非常規省略的案例：獨立“X 的”結構省略

“的”、介詞懸空、動詞性成分的非常規省略。1）“X的”結構省略“的” 現

代漢語中，獨立“X的”結構一般不可省略“的”。獨立“X的”結構用不用

“的”語義上有所差別：“X的”是名詞性成分，語義上轉指，而“X”語義上

具有自指作用。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可省略“的”，且“X”可為 VP、

AP、NP，仍具有“X的”結構的名詞性功能與語義轉指：當“X”為 VP、AP

時，VP、AP具有名詞性功能並具有轉指功能；當“X”為 NP時，X則轉指另

一個名詞性成分（同“X的”）。諺語獨立“X的”結構省略“的”突破了現

代漢語語法常規，是一種語言創新。語言經濟原則是諺語“X的”結構省略“的”

的直接動因。“X的”結構省略“的”還受限於韻律和諧、對舉機制等語言因

素。2）介詞懸空 介詞懸空是一種很受限制的句法現象，非介詞懸空語言之外

哪怕是介詞懸空型語言也是如此。就漢語來說，現代漢語是一種非介詞懸空語

言，而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方言則存在介詞懸空現象。作為特定語域，現代漢

語中的諺語也存在介詞懸空現象。就諺語中的介詞懸空，具體從移位、省略、

蘊含等向度對其介詞懸空的句法表現進行了分析。就介詞懸空的不可接受性，

從介詞轉性、介詞重構、介詞刪除或介詞結構刪除、換用其他說法等維度討論

了諺語中因介詞懸空的非常規對語言創新的驅動。諺語“介詞懸空”的句法現

象既印證了諺語“歷時語言、共時存現，方言語言、通語使用”的語料特點，

又證實了“語言特區”是突破常規語法規則的語言學範域，更體現了“語言特

區”作為一種語言創新的窗口所具有的語言學價值和特有意義。3）諺語的非常

規動詞省略情況。相較於名詞省略，一般情況下不宜省略動詞或動詞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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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討論了一般情況下判定動詞省略的三條形式標準：a.通過副詞修飾語對動

詞的依附性以及屈折範疇對補足語的選擇可證明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存在；b.

根據句內主目指派題元角色（thematic role）的需要，可通過帶有論旨角色的名

詞性短語在句子中的顯現推斷空動詞的存在；c.通過顯性名詞性成分的格位特徵

來判定空動詞的存在。就漢語空動詞並列句，重點討論了諺語中數字並列句省

略動詞限制條件的突破，分析了諺語聯合結構中非常規動詞省略（即Ø最/極/頂+adj/v）

的兩種模式：[[NP1+NP2]+Ø最/極/頂+adj/v]模式、[[NP1+Ø最/極/頂+adj1/v1]+[NP2+Ø最/極/頂+adj2/v2]]

模式。

省略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語法手段。生成語法以形式為突破口，

在句法-語義界面對省略的研究堪稱典範。從語法突破的內涵上看，諺語中的介

詞懸空屬於句法形式上的突破，而諺語中的“X的”結構省略“的”、動詞或

動詞性成分的非常規省略則側重於語義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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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與重疊（reduplication）相關的漢語諺語疊用法分析

本章探討諺語中與重疊（reduplication）語法手段相關的非常規語言現象，

分析諺語、俗語中的非常規重疊現象，即疊用法。主要論及三個類別：句首“X

不 X”正反疊用、句首詞語複現疊用、拈合疊用。具體涉及到句首正反疊用全

句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雙音節名詞 ABAB式疊用形式的突破、拈合疊

用與構形重疊的區別。在此基礎上，分析諺語中幾類疊用法的動因與限制條件。

5.1語法重疊及相關理論

在人類語言中，重疊是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尤其是漢語，重疊形式之豐

富，表義與功能之發達，引起語言學界的高度關注，並成為語法學界的研究熱

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展開對“重疊”的深入研究，如重疊的類型

（劉丹青 1988、2012，孫景濤 2008）、性質、來源（吳福祥 2008）、結構形

式（邢紅兵 2000）、重疊意義（李宇明 1996，張敏 2001，胡偉 2017）等等。

但本章重點關注的是漢語諺語、俗語重疊中的非常規重疊現象。那麼，我們要

弄清楚兩個問題：一、如何區分“重疊”與其近似形式？二、漢語諺語、俗語

重疊突破的參照標準，即學界對重疊的共識性觀點是什麼？

5.1.1 “重疊”與“並列”、“重複”的區別

諸多學者對“重疊”的界定不一，但大同小異，基本共識是：重疊是指同

一語言單位接續出現兩次，且前一成分（即“基式”）與新成分（即“疊式”）

不形成基本句法結構（朱德熙 1982，李宇明 1998，馬慶株 2000，劉丹青 2012

等）。先對“重疊”的兩個限定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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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同一語言單位”從“基式”對“重疊”進行限定。首先，可排除

“非同一語言單位”的現象。比如：“吃吃不飽，穿穿不暖”中的“吃吃”“穿

穿”，第一個“吃”、“穿”後面可添加“呢”或“的”等，後面可以有較大

的語音停頓，作句子的話題（或主語）；第二個“吃”“穿”為動詞，是謂語

中心詞。接續出現的兩個成分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二者不可看作同一語言單

位，不是重疊，不是重複、也不是存在句法關係的並列結構。其次，“同一語

言單位”可將“句子類（包含多個單位成分）”排除出去，從而與話語的“重

複”區分開。像“幹嘛呢？幹嘛呢？我破了像……”（2005年央視春晚小品《裝

修》）一句中的“幹嘛呢”接續出現，是話語中的重複，而不是重疊。其三，

“同一語言單位”不僅指語音相同、形式相同、意義相同，甚至語義所指也要

相同（馬慶株 2000）。像“無所事事”中的“事事”，因第一個“事”為動詞，

第二個事為“名詞”，二者語法性質不同，這裏的“事事”不是重疊式，區別

於“事事關心”中的重疊式“事事”。再有“官官相護、面面相覷、絲絲入扣”

中的“官官”、“面面”、“絲絲”，第一個和第二個的所指不同，也不是重

疊。其實，這幾個所指不同的例子，還有一個重要差別：它們存在基本的句法

關係，是並列結構。

再看“不形成基本句法結構”。我們認為“基本句法結構”儘管包括很多

關係，這裏主要是指句法中的並列結構。同音同形的並列結構與重疊較為接近，

容易混淆，是下文區分時的論述重點。至於同音同形其他句法結構的情況，相

對容易區分。這樣，就會出現同音同形重合現象：接續出現的兩部分具有不同

句法性質或不存在句法關係而表現為形態重疊。馬先生就舉了一些所謂“歧義”

的例子。援引如下，“開開”可以是帶結果補語的述補結構，也可以是表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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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動詞形態重疊。“上上”，可以是定中關係的句法結構（如“上上策”），

也可以是述補關係的句法結構，也可以是動詞的形態重疊。這些例子頗具啟發

意義，說明重疊的基式和疊式之間“不存在基本的句法關係”僅是理論上的界

定，實際語言中同音同形接續出現的語言重合現象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僅憑對“重疊”的規定，還不足以有效地將“重疊式”與其近似形式區分

開。有必要對“重複”、“並列結構”等近似形式進一步說明。

（一）話語現象的重複

“重複”是一種話語現象，口語中為“重複”，書面語中叫“反復”。有

句子內部句子成分的重複，也可以有句子間的重複（可直接排除不是“重疊”）。

重複的幾項之間呈現一種連續出現性質的聯繫，也不存在基本的句法結構關係。

重複之後增加信號的強度；反復之後具有延長或強調等作用，是一種語用現象。

如“他嘴裏不停地喊著：‘饒命！饒命！饒命！……’”中的“饒命”這類話

語重複；“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朱自清《春》）

中“盼望著”這類反復。參照 Gil, David（2005）、劉丹青（2012）的研究，重

複（包括反復）與重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幾點：

1）重疊是一種形態語法手段；重複、反復是一種話語、語用現象。

2）重疊的次數是固定的，多為兩次；重複、反復的次數不固定，多為三次

或三次以上。

3）重疊的“基式”和“疊式”之間無停頓或停頓較短；重複、反復的幾項

之間可有較長停頓，中間可有頓號、逗號甚至句號、感嘆號等。

4）重疊後，形態變化可能改變“基式”的語法功能；而重複、反復後不改

變原來的句法功能。如量詞“本”重疊為“本本”，具有了名詞性質；名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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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時刻”重疊為“時時刻刻”，具有狀態形容詞性質等。

上述第 1）條是定性。第 2）條是一種可直觀判斷的區分方法。根據第 3）

條，既可對有標點停頓的重複、反復進行直觀判斷，也可對中間沒有標點的重

複、反復進行“插入”測試，而重疊則不可。根據第 1）條和第 4）條，可對重

複、反復的“再現項”進行“刪除”測試，刪除後不影響基本意思的表達，而

重疊則不可。

為更有好地區分“重疊”與“重複”（如重複項間沒有標點符號等近似形

式），我們以“接續出現項之間”可否“插入”、“再現項”可否刪除進行測

試，並以其二元特徵進行組合，有四種可能情況。如圖表 14（“+”表示可插

入、可刪除，“-”表示不可插入、不可刪除）：

圖表 14 重疊、重複的測試區分

①重疊 ②重複 ③ ④

插入 - + + -

刪除 - + - +

表中情況①為“重疊”，情況②“重複”，上文已有說明，兩種情況也顯

示了非此即彼的對立，測試手段起到了區分“重疊”、“重複”的目的。而情

況③、④，根據上文的論述不存在既是“重複”又是“重疊”的情況，暫時可

不作判斷。我們且看下面一組例句：

（1）a.剛到門口，就聽見有人喊他：“大哥，大哥，您這是去哪兒啊？”

（關仁山《風暴潮》）

b.他也隨著叫起了“大哥，大哥”。（劉丹青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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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討厭！還沒等他掛斷電話，對方便大哥大哥地叫他。（馮積歧《誤入歧途》）

例（1）中的 a句可直接判定為口語中的重複，也可測試驗證進行刪除“重

現項”測試，中間有標點，可默認為“插入”測試。b句中作為引語當作一個單

位使用，不可進行刪除測試，因中間有逗號也可判定為重複，類似情況③。而 c

句則既不可刪除第二個“大哥”，也不可在兩個“大哥”間插入“標點”或其

他成分，屬於情況 2，符合“重疊”句法測試。1這樣一來，像 c句引語式重複

不妨稱之為“重複”到“重疊”的一個過渡階段。語言類型學的研究也表明，

重複是重疊的一個重要來源（Gil, David 2005）。

（二）具有句法關係的並列結構

兩個相同或相近的部分接續出現，前後兩部分具有“並列”的句法關係，

從而與重疊（甚至重複）相區分。有辭彙、句子不同層面的並列。並列項的意

義相同、相似或相反，並列結構的意義等於組成部分的意義和，具有象似性。

並列結構的功能與其組成部分一致。如：“心心相印”“肝膽相照”中的“心

心”“肝膽”等。

Caterina Maori（2009）認為“並列結構（coordinative structure）”的語義

類型有三類：組合（combination）、對比（contrast）和選擇（alternative）。“組

合”類“並列結構”可用“和”類連詞，“對比”類可用“但”類連詞，“選

擇”類可用“或者”類連詞。表“選擇”的並列結構與“重疊”關係不大，不

予討論。表“對比”的並列結構包括相反義的並列關係，而反義要素的並列常

會帶來全量解讀。如：“無論成敗，都要試試。”“無論”表在任何假設條件

下結論都不會改變，後面常帶任指性的疑問代詞或選擇性詞語，“成敗”反義

1 例句（1）c中的話語重複作狀語這種情況，劉丹青（2012）就認為是一種有別於形態重疊的“擬聲式重

疊”，是一種次生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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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並列表全量。進一步說，漢語中一種特有的正反疊用表疑問範疇的手段，

就源於並列結構（吳福祥 2007），正反問是從句法並列到重疊的過渡階段，不

妨分析為重疊（劉丹青 2012），肯定部分和否定部分共同組成以否定詞為詞嵌

的重疊式（黃正德 1988，徐杰 2001、2013）。

為更好地區分“並列結構”與“重疊”，同樣可以在“接續出現項之間”

進行“插入”、或對“再現項”進行刪除進行測試。具體如下：

1）根據“並列結構”的同義（或近似義）組合關係、反義對比關係，可對

組合項進行“插入”測試。如“心心相印”中的“心心”，中間可插入“和”

“與”等連詞，表並列。正反疊用“美不美”中的“不”可認為是詞嵌。

2）“並列結構”因整體功能與其組成部分功能一致，可進行“刪除”測試。

刪除後，句子意思會發生改變，但不影響句子的自足性。

具體示例如下：

（2）a.那道題，他做了一遍又一遍……總擔心結果會錯。

b.那道題，他一遍一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c.那道題，他一遍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分別對例（2）進行刪除“插入”、“刪除”測試，可有例（3）：

“插入”測試：

（2）a1.那道題，他做了一遍又一遍……總擔心結果會錯。

b1.那道題，他一遍（又．）一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c1.*那道題，他一遍（又．）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刪除”測試：

（2） a2.那道題，他做了一遍又一遍……總擔心結果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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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那道題，他一遍一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c2.*那道題，他一遍遍做……總擔心結果會錯。

例（2）的 a句既可插入（“又”可默認為插入項）也可刪除，是並列結構，與

圖表 14的情況②類似；而 b句可“插入”，但“刪除”後不自主，仍可判定為

並列結構，類似圖表 14 的情況③；c 句則兩種測試手段都不可，類似圖表 14

的情況①。還可看出，從“一遍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遍”，是一個從並列

句法結構到形態重疊逐漸過渡的過程。情況③為過渡階段。

據此，以“插入”、“刪除”為測試手段，對重疊、並列結構進行區分，

如圖表 15所示：

圖表 15 重疊、並列結構的測試區分

①重疊 ②並列結構 ③過渡階段 ④

插入 - + + -

刪除 - + - +

需要說明的是，像“心心相印/官官相衛/面面相覷/絲絲入扣”等中的“心

心”、“官官”、“面面”、“絲絲”並列結構之所以不可進行“刪除”測試，

是因為它們後面的副詞“相”、動詞“扣”等對前面的主語名詞有複數、多主

體的要求所致，並非並列項不可刪除的反例。這些並列關係的例子，只能通過

“插入”手段進行“並列關係”的測試。再有，漢語中的正反疊用表疑問，其

中間有“不”詞嵌，已是重疊式，也不可進行刪除。

綜合圖表 14、15，以“插入”、“刪除”為測試手段，我們可將接續出現

的同音同形形式——“重疊”、“重複”、“並列結構”作出區分，合併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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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如：

圖表 16 “重疊”、“重複”、“並列結構”的區分

①

重疊

② ③④

過渡階段重複 並列結構

插入 - + + + -

刪除 - + + - +

圖表 16情況②，是“重複”還是“並列結構”，不影響我們對“重疊”的

判斷。為更進一步區分“重複”、“並列”，特作出以下說明：“重複”的插

入手段多是出於“停頓”長短考量的標點符號，而“並列結構”的插入手段多

是出於“句法關係”考量的連詞（“和”“與”“又”等連詞）。情況③④則

多處於“重複”或“並列結構”到形態重疊的過渡階段，但仍可根據其插入項

（是標點符號還是連詞）判定為“重複”還是“並列結構”。

5.1.2 重疊的意義與形式類型

朱德熙（1982）明確指出鑒別、研究重疊式的要點：a.重疊式的結構類型和

語音特徵；b.基式和重疊式語法功能的異同；c.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這是共時平

面對“重疊”的基本認識。

作為一種常見的語言手段，重疊有不同的層次：語音層（如疊音詞）、語

法層（包括詞法和句法）（朱德熙 1982，馬慶株 2000）。理論上，重疊也有

兩大類別：McCarthy, John & Alan, Prince（1993）的“語音拷貝說（phonological

copying）”和 Inkelas Sharon & Cheryl Zoll（2005）的“形態複製說（morphological

doubling）”。就研究的廣度、深度看，後者佔據主流，其主要觀點概括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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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

1）某語素或詞應表義之需出現兩次；

2）基式和複式（也稱“疊式”）之間具有同質性，指涉同一事物、行為、

動作或程度、狀態，甚至語音也一樣；

3）重疊後生成的新形式——“重疊式”的意義與基式意義多具有像似性。

張敏（2001）、胡偉（2017）則進一步明確重疊式的意義大體可歸結為“量

增”（increased quantity）。具體而言，漢語及其方言的重疊，名詞多表逐指、

周遍義（全量）；動詞表反復、複數義（涉及動量、時量）；形容詞表程度、

強調（主觀量）等。聯繫先賢時彥對漢語各詞類的重疊形式及其對應重疊意義

的研究，梳理、歸納如圖表 17：

圖表 17 漢語重疊的形式、意義

重疊形式 重疊意義 示例

體

詞

名詞 AA

增

量

周遍、逐指 “家家”、“年年”、

“人人”等

量詞 AA 逐指、周遍性和多

量

“張張”、“片片”、

“艘艘”等

謂

詞

動詞 AA

/ABAB

反復、持續（動量

/時量）

“想想”、“看看”、

“調查調查”等

形容詞 AABB等 狀態、程度加強等 “乾乾淨淨”、“明明

白白”等

漢語的重疊形式遠不止表中列舉的這些。像完全重疊之外的不完全重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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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形容詞 ABB（如“明晃晃”）、AAB（如“蜜蜜甜”）；單純重疊之外有與

“嵌插”手段結合使用的綜合重疊，如動詞“A來 A去”、正反疊用“X不 X”

（X包括 V、Adj、雙音節的 VO）等重疊形式。

就重疊的語法功能歸結為“增量”，劉丹青（2012）提出兩個問題：1）動

詞重疊存在“表示短時、少量等減量性語義”的情況；2）漢語重疊表疑問在以

上解釋中無法定位。針對問題一，胡偉（2017）的解釋是：動詞重疊的“量”

可分為動量、時量。動詞反復表示嘗試、動作短暫義。動量減少，時量頻次會

增加，可理解為“時量”頻次上的“量增”。（如“我想想”，很可能要否定

原想法再作思考）。之外，胡文還提到名詞和性質形容詞重疊的小綴問題，像

“棍棍≈棍兒”、“亮亮≈亮兒”等多表親切、親昵和隨意的意味，顯然也不

符合重疊表義的“增量”及象似性。問題二涉及的“名詞重疊”是我們 5.3節討

論的內容，這裏不予贅述。

針對問題一“動詞重疊表短時少量”，劉丹青（2012）用語言事實進行了

說明、解釋：“VV”重疊由“V一 V”等動量式蛻化而來，“在句法、語義兩

方面偏離動量式，朝向至多只能帶‘一’表示模糊少量的專用形態發展”，從

歷時角度解釋了動詞重疊表嘗試、少量的情況。

共時解釋、歷時證明，豐富了重疊式尤其是重疊例外情況和功能突破的研

究維度。劉文提出了原生重疊、次生重疊的“重疊”分類。所謂“原生重疊”，

是“重疊”作為一種形態手段，作用於基式得到的重疊式，是天生的重疊；“次

生重疊”則是存在句法關係的兩個同形成分歷時演變中發生了重新分析，是句

法結構蛻化而來的重疊。並且認為“與原生重疊不同，次生重疊與重疊普遍表

義功能及象似性無關。”基於像似性表“增量”的重疊意義存在例外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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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il, David（2005）、劉丹青（2012），我們認為重疊的語義功能多表“增

量”，也可只表語用強化；多表像似性語義，也可表非象似性語義。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以現代漢語重疊的語法意義為參照標準，對漢語諺語

中的非常規“疊用”現象展開研究。

5.2漢語諺語中的“X不 X”正反疊用

“X不 X”正反疊用慣常的語法功能用來表示疑問。受限於各類小句，現

代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表現出非疑問功能。與現代漢語不同的是，諺語

中“X不 X”正反疊用則一律表現出非疑問功能，用作謂語等條件下的“X不

X”不表疑問卻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X不 X”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的

限制條件。對舉、諺語的知識性是諺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突破

的語法動因和語義解釋。

5.2.1 現代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的概說

“X不 X”指的是“能不能”、“美不美”、“羨（慕）不羡慕”、“知

（道）不知道”等這樣的肯定、否定析取結構（disjunctive structure），徐杰（2001：

175）將這類結構稱為“正反疊用”。其中的“X”，可以是單音節詞或語素，

也可以是雙音節詞；可以是動詞、動詞性短語，也可以是形容詞、形容詞短語，

甚至也可以是介詞、介詞短語，語法性質上，主要是謂詞性成分。結構中“不”

的否定還包括“沒”或“沒有”構成的否定表達，整體構成“X/不 X”正反重

疊1。

1 相關研究文獻中，“X不 X”正反疊用有不同稱名：“A-not-A”結構、“A-not-A”析取式、以否定詞

為詞嵌的重疊式、“V-neg-VO”“VO-neg-V”反復問句、“A-不-A”疑問算子、“VP不 VP”疑問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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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而言，張敏（2001）指出重疊的語法意義體現在“量”上，因像似性

動因表義共性多為“量增”。而“X不 X”正反疊用的特殊之處在於表示疑問，

與“量”無關，更談不上“量增”。表達功能上，吳福祥（2008）認為用“X

不 X”析取結構表達疑問“在人類語言中非常罕見”、“極有可能是東南亞語

言的一種區域特徵”，而“在漢語官話裏業已語法化，並成為一種常見手段”。

“X不 X”正反疊用的疑問研究成為學界一個持續追蹤、曆久彌深的熱點。功

能上，從學界對“X不 X”疑問功能不盡一致的論述1到學界對“X不 X”表正

反問漸趨一致的共識；研究視角看，從正反疊用的結構描寫、功能描述到正反

疊用生成方式的推導（徐杰、田源 2013），以及正反疊用重疊性質的探究。所

有相關討論無一例外地將“X不 X”正反疊用與疑問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誠如

徐杰（2001：176）所言，漢語中“X不 X”正反疊用“與疑問有著某種天然聯

繫”、“本質上是一種動態的‘針對疑問範疇的語法處理方式’（syntactic

process）”。某種意義上，“X不 X”正反疊用的慣常功能是表示疑問，超出

疑問功能的其他功能（即“非疑問功能”）都屬其非典型性功能。

試看“X不 X”正反疊用非疑問功能的一些例句。如下：

（1）現在我才明白，月亮美不美、星星亮不亮其實與人心境有關。（樓心

月《相思淚難休》）

（2）幸福不幸福，不過是個感覺而已。（許博淵《雪天談吃》）

（3）中國文學界總把能不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當做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標

誌。（孫冬雪《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標誌》）

等。論述中我們統一用“X不 X”稱名，不再說明。另外，正反重疊涵蓋“A不 AB”和“AB不 A”兩種

格式。
1 疑問句有不同的分類，主要有“三分”、“四分”之說，大類下麵可再分細類，譬如“附加問”（tag question）、
“回聲問”（echo question）等。與“X不 X”疑問功能類別有關的主要有“極性問”、“是非問”、“正

反問”、“選擇問”等不同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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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喜歡三言兩語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克拉

林《庭長夫人》）

（5）今夜脫了鞋，不知明天來不來。（汪曾祺《故里三陳》）

例句（1）——（5）中，“X不 X”正反疊用不再表示疑問，而表陳述，

具有非疑問功能。

系統功能學派的 Halliday指出，言語中最基本的言語角色有兩個：求取與

給予（胡壯麟 1990：90）。陳妹金（1995）認為“真假疑問句的對立是人類語

言的一個普遍現象”，二者的差異在於“真性問是求取信息，假性問則是採用

問句形式給予信息”，並指出假性問對語境的依賴性較強。這裏的真性問、假

性問分別對應於語句的疑問功能和非疑問功能。“X不 X”固有的功能是真性

問的正反問，超出正反問的假性問是其非疑問功能。特殊的是，傅惠鈞（2001）

認為“正反問很少用於假性問”，原因在於“正反問一正一反對舉設問，結構

單純，不易偏向一邊，拿呂叔湘先生的話說，是‘很老實的詢問句’”。

作為一種世界少見的語言現象，“X不 X”析取結構存現於漢語、某些方

言甚至一些民族語言中。作為一種語法手段，不同於重疊表示“量增”的語法

意義，“X不 X”正反疊用慣常的語法功能表示疑問。作為海內外語言學界的

一個研究熱點，既往研究多立足於“X不 X”的疑問功能，我們則致力於它非

疑問功能的探究。下面，我們主要從現代漢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的表現

和句法限制條件、諺語中其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及動因兩方面展開，以

期對“X不 X”的功能有更為清晰、全面的觀照。

5.2.2現代漢語中“X不 X”正反重疊的非疑問功能及句法限制條件

現代漢語中，“X不 X”有時表現為非疑問功能。我們主要從其非疑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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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表現、句法上的限制條件兩方面展開論述。

（一）“X不 X”正反疊用的非疑問表現

“X 不 X”正反疊用在話語交際中的“非疑問功能”，主要見於句類和特

定組合結構。

首先，看不同句類中“X不 X”的非疑問功能情況。程書秋（1998）認為

“X不 X”正反疊用可用於陳述句（包括帶有反問語氣的強調陳述句）、祈使

句。如下：

陳述句中：

（6）信不信隨你。（唐瑄《鍾愛保鏢》）

（7）左督國王一時進退維谷，不知道該不該上。（莫仁《星路謎蹤》）

祈使句中：

（8）做我女朋友！就問你做不做!!!（BCC語料庫“對話”）

（9）你能不能小聲一點!!!（BCC語料庫“多領域”）

另一項有意思的研究來自邵敬敏、朱彥（2002）對“X不 X”特定組合式

（即“是不是 VP”）的肯定性傾向考察。援引如下：

（10）a.你去不去北京? b.你是不是去北京?

（11）a.她漂亮不漂亮? b.她是不是很漂亮?

（12）a.你會不會彈琴? b.你是不是會彈琴?

結合語例，邵文的觀點可概括為這樣幾點：（10）——（12）中，a句是典

型的正反問句，表示的是肯定、否定傾向各占一半的“無傾向”詢問；而 b句

疑問強度大為弱化，是“建立在某種已知事實或已有觀點基礎上的表肯定性傾

向的‘諮詢性問句’”。這種肯定性傾向的“諮詢性問句”有一些限制，“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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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X”中的“X”受限為“是”而不能為其他動詞（如“會”、“該”等），且

正反疊用後與“VP”組合。從話語意圖看，“是不是 VP”問句表現出肯定性

傾向，雖算不上嚴格意義的非疑問功能，但疑問強度已大為弱化。言語交際中，

這類“X不 X”特定組合式多作為一種肯定表述的委婉話語策略。

（二）“X不 X”正反疊用非疑問功能的句法限制條件

“X不 X”非疑問功能的受限條件是什麼？不同於系統功能學派從外在語

境對功能的制約考察，我們從句法、結構等內在形式角度分析“X 不 X”非疑

問功能的限制條件。

徐杰（2001）敏銳地注意到“正反問句有時可以充當賓語從句而不造成疑

問句”的現象，並討論了主句謂語動詞受限的情況。按照當代語法理論，“從

句”（subordinate clause）很多時候像一個“孤島”（island）對特殊疑問詞“WH

移位”有限制甚至阻斷作用1。受該理論啟示，我們發現“ 小句”（包括“從

句”）對“X不 X”的疑問功能也有一定的限制性。這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究

竟哪些“小句”中的“X不 X”表示非疑問功能。

賓語小句

含有“X不 X”的賓語小句所在的句子兼具“疑問”（例（13）、（14））

和“非疑問”（例（15）、（16））兩種功能。如下：

（13）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許地山《命命鳥》）

（14）（我）問你高不高興？（蔚泠《非常佳偶》）

（15）不知道好不好吃。（森見登美彥《宵山萬華鏡》）

1 “從句”是指充當句中某種從屬成分的小句，是句子內部的一個成分。它所依附或從屬的主要小句則為

“主句”（main sentence）。不同類型的“從句”對同一句法現象的限制性強度不同。劉丹青（2005）認

為不同結構對特殊疑問詞“WH”在“從句”中可提取的自由度，由強到弱依次為：主句內的成分>限定

從句內的成分>非限定從句句內的成分>名詞化從句內的成分。不同結構在提取特殊疑問詞時受到的限制性

由左到右漸強。“從句”是考察句法受限性的一個重要窗口。為便於稱名，下文中“從句”、介詞結構、

複句的偏句等統稱為“小句”（small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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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不在乎搶手不搶手。（BBC語料庫“多領域”）

可見，賓語小句對“X不 X”疑問功能的制約是弱限制，仍要受限於其他

句法條件。譬如，主句謂語動詞的討論：一是“入句”的限制，即主句謂語動

詞不可為“相信”之類動詞；一是非疑問表達的限制，即“賓語小句”中“X

不 X”的非疑問表達限於主句謂語動詞為“琢磨”、“管”之類動詞或“不知

道”動詞短語。顯然，“賓語小句”對“X不 X”的疑問功能不具有強限制性，

一定條件下，“賓語小句”中的“X不 X”才表示非疑問功能。

為更好地區分“賓語小句”中“X不 X”的疑問功能和非疑問功能，仍需

進一步探究賓語小句中“X 不 X”表非疑問功能需要滿足哪些條件。為便於論

述，表疑問功能的情況記作賓語小句條件 A，表非疑問功能的情況記作賓語小

句條件 B。根據陳振宇（2008）的研究，賓語位置疑問從句的陳述功能（即非

疑問功能）還要受聽話人人稱、時間、鄰接性等因素的影響。賓語小句條件 B

包括聽話人為第二人稱，賓語小句時間上表未來情態，賓語位置疑問從句的句

子長度以及與主句謂語動詞間多有標點停頓等。

在此基礎上，我們以主句謂語動詞前添加“疑問標記”（如“究竟”等，

參見馬真 2004）或“非疑問標記”（如“一定”等，參見張誼生 2000）副詞

作為測試手段，以此判定賓語小句中“X不 X”是表疑問功能還是非疑問功能。

主句謂語動詞前只能加“疑問標記”，賓語小句對“X不 X”的疑問功能不具

有限制（或弱限制）作用，即賓語小句條件 A；主句謂語動詞前可添加“非疑

問標記”，賓語小句對“X 不 X”的疑問功能具有強限制作用，即賓語小句條

件 B。試對例（15）、（16）添加“非疑問標記”“疑問標記”進行雙向測試。

如下（“*”表句子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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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一定．．不知道好不好吃。

b.*究竟．．不知道好不好吃？

→（16'）a.的確．．不在乎搶手不搶手。

b.*究竟．．不在乎搶手不搶手？

例（15）、（16）可添加評價性副詞“一定”“的確”，如（15）'、（16）

'的 a句；而不可添加追究性副詞“究竟”，如（15）'、（16）'的 b句。據此可

判斷賓語小句中的“X不 X”表非疑問功能。這類句法條件也即賓語小句條件 B。

主語小句

（17）幹不幹一個樣。（唐宏中《水望長流人望高》）

（18）賣不賣小荷別墅已無關 FM 股份公司的大局。（東方竹子《透明的

性感》）

與賓語小句不同，“主語小句”中“X不 X”正反疊用在句中只能表現為

非疑問功能。主語小句對“X不 X”的疑問功能是強限制。

定語小句

（19）這就是主觀努力不努力的問題。（《人民日報》1984年）

（20）革命工作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幹不幹的問題。（《福建日報》

1972年）

定語小句中，“X不 X”正反疊用的疑問功能也難以釋放，表現出非疑問

功能。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定語小句中的一個特殊小類——關係小句1對“X不

X”的排斥。如下：

1 即關係從句，指原句提取中心語後剩餘的部分，用來修飾提取出的中心語。中心語 N可視為從一個句子

中提取出來的成分（可為 S、O等），提取中心語後原句的句法位置上留下一個空位，也可用代詞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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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你買不買的新房子很漂亮?（徐杰 2001）

b.*你買不買的新房子很漂亮。（同上）

例（21）疑問、陳述都不可說，關係從句排斥“X不 X”入句。原因在於，

主句謂語為性質形容詞“漂亮”，要求主語是一個“有定”的事物，否則，“漂

亮”就無從描寫。而關係從句中的“X不 X”，無論是表疑問還是表肯、否並

舉的“不確定”陳述都會造成中心語“新房子”的無定，無法滿足性質形容詞

謂語對句子主語“有定”的要求，以致不可說。

“X 不 X”進入定語小句的限制條件是什麼？一方面是定語小句與關係小

句的區別帶來的限制，“X 不 X”不可進入關係小句；一方面定語小句的中心

語多為“問題”“事情”等抽象義名詞，語義可涵蓋“X不 X”定語小句表疑

問或表肯、否“不確定”語義，表現出非疑問功能。

介詞結構

介詞結構中往往多重小句“套疊”在一起，對“X 不 X”表疑問的限制更

強，表現出更為明顯的非疑問功能。如下：

（22）大家對於年夜飯該不該 AA制的話題各抒己見。（《人民日報》（海

外版）2016年）

→[介詞短語對於 [名詞小句[定語小句年夜飯該不該 AA制]的話題]]

（23）有些企業和個人總喜歡在買不買保險上打小算盤。（《北京現代商

報》2004年）

→[賓語小句[介詞結構在[名詞小句[定語小句買不買保險]Ø]上]打小算盤]

例（22）中，介詞結構的賓語由名詞小句充當，名詞小句包蘊一個定語小

句，多重限制結構套疊，最裏層的“X不 X”的疑問功能難以釋放，只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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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疑問功能。例（23）也是多重限制疑問功能的結構套疊，其中“名詞小句”

裏面套疊一個“定語小句”，只是省略了中心語，如“這件事”等，表示為Ø，

介詞結構修飾“打小算盤”，並一同作整個句子的賓語小句。介詞結構中的“X

不 X”只能表現為非疑問功能。

無條件複句的偏句

（24）無論買不買東西都能感受到是一種享受。（《人民日報》2000年）

（25）不管牛市來不來，還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格隆匯特約《港股

那點事》）

在“無論”“不管”等無條件標記連詞引導偏句的複句中，偏句具有狀語

小句的性質1，其中的“X不 X”表示陳述，具有非疑問功能。這個解釋與上面

“小句”對“X不 X”疑問功能的限制統一了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位於狀語位置由情態動詞組成的“X不 X”。例如：

（26）居民區麻將究竟該不該打？（《文彙報》2000年）

（27）就算能取，到底能不能代之呢？（溫瑞安《傷心小箭》）

例句中狀語位置的“X 不 X”仍表疑問功能，與無條件複句偏句中的“X

不 X”無一例外地表示非疑問功能相悖。我們把例（26）（27）這類由情態功

能詞組成且位於謂語動詞前的“X不 X”視為謂語的一部分，其作用域為謂語。

顯然，不可籠統地用“狀語小句”等同無條件複句的偏句。

無條件複句偏句中“X不 X”為什麼表現出非疑問功能？我們認為，無條

件複句偏句的“無論”、“不管”等標記連詞具有語義邏輯上的強包蘊性，既

可涵蓋偏句中“X 不 X”表示疑問，也可涵蓋肯定、否定“不確定”的陳述。

1 劉丹青（2005）認為漢語中很難把歸入偏句的分句都看作狀語從句，只有帶形式標記的偏句才確有狀語

從句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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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邏輯上，偏句的無條件性對沖了“X 不 X”的疑問或肯定、否定並舉的語

義不確定性，從而具有非疑問功能。

綜合“X不 X”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結構的分析，按照不同類型

“小句”對“X不 X”疑問功能的強弱限制，可大致得出一個句法結構不等式。

如下（“≧”表示對疑問功能限制強於或等於，“”表示對疑問功能限制強於）：

（28）無條件複句偏句≧介詞結構≧定語小句≧主語小句賓語小句

越靠近左側的小句結構，對“X不 X”疑問功能的限制越強，“X 不 X”

越易入句，句子越容易體現為非疑問功能；越靠近右側，限制越弱。無條件複

句偏句到主語小句對“X不 X”疑問功能都是強限制，表現為非疑問功能。最

右端的賓語小句，“X不 X”可表現為疑問功能（即賓語小句條件 A）或非疑

問功能（即賓語小句條件 B）。

對應的是，現代漢語中“X不 X”作謂語或賓語小句條件 A下表現為疑問

功能。

5.2.3 漢語諺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

普通的、慣常的語言現象自然是核心語言規則的體現。李亞非（2009）認

為“邊緣的、接受度低的語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甚至某些方面反映語言的

本質”。研究發現，漢語諺語中的“X不 X”不僅受限於各類“小句”表現為

非疑問功能，而且作主句謂語動詞或賓語小句條件 A下不表疑問卻也表現出非

疑問功能，體現出用法上的創新，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

從句法、形式看，有三類：賓語小句中的“X不 X”正反疊用；句首“X

不 X”正反疊用；對舉下的“X不 X”。

（一）賓語小句中的“X不 X”正反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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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中，賓語小句中的“X不 X”只表非疑問功能。如：

（29）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金路《中國俗語》）

（30）竅門滿地跑，看你找不找。（金路《中國俗語》）

（31）行行出狀元，看你幹不幹。（《人民日報》1960年）

語義上，（29）-（31）可為：

→（29）'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30）'竅門滿地跑，看你找（不找）。

→（31）'行行出狀元，看你幹（不幹）。

現代漢語中，賓語小句中的“X不 X”有兩種功能：一種賓語小句條件 A

下“X不 X”表疑問功能；一種賓語小句條件 B下“X不 X”表非疑問功能。

而漢語諺語賓語小句中的“X 不 X”只有一種非疑問功能，這就必然存在“X

不 X”本應表疑問而表非疑問功能的情況，即滿足賓語小句條件 A“X不 X”

不表疑問卻表非疑問功能。例（29）-（31）賓語小句中的“X不 X”句法條件

上也有兩種情況：一、與現代漢語一樣，滿足賓語小句條件 B“X不 X”表非

疑問功能，如例（29）；二、與現代漢語不同，滿足賓語小句條件 A“X不 X”

不表疑問卻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現代漢語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如例（30）、

（31）。

（二）句首“X不 X”正反疊用

句首“X不 X”正反疊用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X不 X”充當主語小句或無條件複句的偏句，因拼接、省略形

成句首正反疊用，可記作句首“X不 X”情況 A。如：

（32）走不走留路，吃不吃留肚。（金路《中國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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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饑不饑，帶乾糧；冷不冷，帶衣裳。（金路《中國俗語》）

例（32）中的“走不走”、“吃不吃”可有兩種理解：1）如（32）'的 a

句，相當於“X不 X”受限於主語小句表現為非疑問功能；2）如（32）'的 b句

可看作受限於無條件複句的偏句，表現出非疑問功能。（33）中的“X不 X”

僅有受限於無條件複句的偏句一種理解，如（33）'。例如：

→（32）'a.走不走（都要）留路，吃不吃（都要）留肚。

b.不管走不走（都要）留路，不管吃不吃（都要）留肚。

→（33）'無論饑不饑,（都要）帶乾糧；不論冷不冷,（都要）帶衣裳。

句首“X不 X”情況 A符合現代漢語“X不 X”受限於強限制類小句表現

非疑問功能，不屬句首“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

第二種“X不 X”原作謂語，通過移位至句首，正反疊用表非疑問功能甚

至只表正項“X”的意義，記作句首“X不 X”情況 B。這類諺語最多，有“親

不親”“美不美”“帥不帥”等系列。例如：

（34）美不美，鄉中水。（金路《中國俗語》）

（35）親不親，一家人，打斷骨頭連著筋。（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語義上可為：

→（34）'鄉中水美（不美）。

→（35）'一家人親（不親），打斷骨頭連著筋。

然而，現代漢語中作謂語的“X不 X”表疑問，如例（36）a句。移至句首

後仍表疑問並不造成非疑問功能，如（36）的 b句。如下：

（36）a.這幅畫美不美？

b.美不美，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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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作謂語前置句首的表疑問部分非但不造成非疑問功能，反而有強

調疑問的作用，如例（37）。

（37）怎麼了，你？（孫犁《荷花澱》）

例（37）中作謂語的疑問詞“怎麼”移至句首，強調了問話人“水生嫂”

的疑慮、急切。

句首“X不 X”情況 B充當句子謂語的“X不 X”表現為非疑問功能，是

對現代漢語“X 不 X”作謂語表疑問功能的用法創新，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限

制條件。

第三種，句子本為兩個分句，前一分句經省略保留了謂語“X不 X”形式，

與後一分句形成表面上的句首“X不 X”，記作句首“X不 X”情況 C。例如：

（38）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微博）

語義上可“還原”表述為：

→（38）'你苦不苦？你想想長征二萬五；你累不累？你想想革命老前輩。

例（38）語句定型後，句首“X不 X”疑問功能大為弱化，以至表非疑問

功能甚至僅表肯定項“X”的意思。語義上為：

→（38）＂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

而今例（38）已成為鼓勵、告誡人們不要怕苦、不要怕累的新俗語。在 2020

年因新冠疫情長時間自我隔離的背景下，微信圈出現了一句改編語。如下：

（39）呆在家裏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在家時間長不長，比比當年張

學良。（微信朋友圈）

例（39）語義上可為：

→（39）'呆在家裏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在家時間長（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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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當年張學良。

例（39）意在鼓勵長時間自我隔離的人們不要怕苦，不要怕時間長。信息

角度看，同例（38）一樣，例（39）中作謂語的“苦不苦”“長不長”，無須

受話人回答；發話人意圖也不在信息的索取（或詢問）。句首“X不 X”情況 C

作謂語不表疑問而表非疑問功能，也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

諺語中，句首“X不 X”情況 A受限於疑問的強限制性小句表現為非疑問

功能，符合現代漢語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屬正常情況；句首“X 不 X”情

況 B、C作謂語（或移位或省略）不表疑問而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X不 X”

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屬用法創新。

（三）對舉下的“X不 X”

諺語中，出現一些“X不 X”對舉的語例。對舉指“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相

似成分放在一起使用”，“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似成分放在一起使用而形成的

結構”就是對舉式（劉雲 2006）。例如：

（40）痛不痛，癢不癢。（金路《中國俗語》）

（41）葷不葷，素不素。（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40）、（41）兩例由謂詞性成分“X”組成的“X不 X”呈現出結構上的

對舉。而現代漢語中，這些“X不 X”位於謂語位置單說時表疑問功能。如下：

（42）a.哥哥，現在還痛不痛？（自擬） b.你鼻子還癢不癢？（自擬）

（43）a.葷不葷?（自擬） b.素不素?（自擬）

例（42）、（43）顯示：漢代漢語中，謂詞性成分“X”組成的“X不 X”

位於謂語位置單說表疑問功能。而諺語例（40）、（41）的對舉式中，“X 不

X”表示非疑問功能，體現出用法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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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中，“X不 X”一律表現為非疑問功能甚至肯定項“X”的語義。賓語

小句條件 A下的“X不 X”或作謂語的句首“X不 X”（即句首“X不 X”情

況 B、C）不表疑問而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對舉式中

作謂語的“X不 X”也突破了“X不 X”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小句的限制條件。

5.2.4 諺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突破的動因解釋

對漢語諺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的突破，我們試從語法限制

和語域制約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一）對舉機制

對舉下，原先單說的“X不 X”正反重疊不惟功能用法上發生了變化，其

句法性質甚至語義也發生了變化。如（40）、（41）可表述為：

→（40）'說痛吧，不痛；說癢吧，不癢。

→（41）'說葷吧，不葷；說素吧，不素。

（40）'、（41）'顯示，對舉中“X”與“不 X”句法上具有主謂結構關係，

“X不 X”不再具有正反重疊性質1。對舉機制下，“X不 X”由正反疊用變為

主謂結構關係，語法性質發生變化，成為同形形式。

對舉對句法的突破作用還有一個旁證。朱德熙（1982）指出“‘名詞不受

副詞修飾’是現代漢語語法特點之一”，“不”一般不可以修飾名詞。但是，

對舉式中卻可以說。如下：

（44）人不人，鬼不鬼。(金路《中國俗語》)

（45）男不男，女不女。(金路《中國俗語》)

（46）僧不僧，俗不俗。(金路《中國俗語》)

1 劉丹青（2012）論證了“X不 X”從句法並列結構演變為形態重疊，“正反問句本身已是句法並列到形

態重疊的過渡階段”，是次生重疊的一種。不同的是，對舉式中“X不 X”由正反重疊性質變為主謂句法

關係，是一種逆過程，並且結果是主謂關係，而非易於演變為重疊的並列關係，顯示出對舉較強的句法突

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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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44）——（46）中的否定詞“不”修飾名詞性成分或非謂形容詞，

顯示出對舉對句法的突破作用。

作為一種常見的語法手段，對舉的一個突出作用就是對現有語法規律的突

破。對舉機制下，謂詞性成分或名詞性成分“X”組成的“X不 X”具有主謂結

構關係，是正反疊用的同形形式。對謂詞性成分“X”組成的“X不 X”而言，

對舉是“X不 X”由表疑問變為表非疑問功能用法突破的機制；對名詞性成分

“X”組成的“X不 X”而言，對舉是造成否定詞“不”可修飾名詞性成分語法

突破的機制。語義上，對舉的前後兩部分發生了語義的綜合、概括。如“人不

人，鬼不鬼”（≈不人不鬼）、“痛不痛，癢不癢”（≈不痛不癢）指說話不

爽快、“葷不葷，素不素”（≈不葷不素）指不清不白，不倫不類等。對舉式

中，前後“X不 X”發生了語義整合。

不惟語法，對舉還有較強的韻律作用。例如：

（47）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裏，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課題，以此作為發掘問題

的立足點，作為鑽研問題的“根據地”， 不能東開一槍，西放一炮，老打遊擊。

（邢福義《語法問題發掘集·序》）

（48）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例（47）劃線的對舉式增強了表述的韻律。諺語（48）正常語序應為“為一日

師，終身為父”，受對句“終身為父”格式的影響，補語“一日”前移做狀語，

形成特殊語序。句式上對仗、韻律上和諧。

沈家煊（2020）將對舉式稱為“對言格式”（parallel expression），認為是

“漢語的一種結構性的普遍格式”，指出“‘對言語法’是‘大語法’”“已

經超越短語、單句、複句的區別，包含主謂、動賓、偏正等各種結構關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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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雅俗等多種語體”，是線性遞歸之外的非線性遞歸（non-recursion），意在“字

句章篇貫通，音形義用一體”。

不惟漢語，以主謂結構為主幹的英語，也有少量對舉式。如：

（49）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沈家煊 2020）

（50）No zuo no die.（同上）

對舉機制下，例（49）突破了英語單說時不可省略謂語動詞的語法規則；例（50）

突破了英語句子必須有主語的語法限制。

（二）知識性與諺語特區

內容上，諺語、俗語多表長期積累的經驗、道理。溫端政（2006b）概括為

“‘知識性’是諺語的根本特徵”之一。而劉彬、袁毓林（2020）認為“疑問

是說話人不知道、不相信或不確定相關命題或信息（的真假），然後使用疑問

手段進行詢問”。邏輯上，無法用“疑問”向接受者傳達“知識”，諺語中“X

不 X”只能表現非疑問功能甚至肯定項“X”的語義。問題是，形式精簡的諺語

直接採用“X”豈不更簡練？一來僅“X”破壞了語句的韻律甚至對仗；二來用

“X不 X”體現了語義涵蓋的全面性，避免了只用肯定項的片面性，諺語的“知

識性”也更為客觀、全面。有鑒於此，諺語中“X不 X”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

限制條件。

理論上，徐杰、覃業位（2015）注意到一些特定的語言領域往往是“語言

創新現象”產生的溫床，並明確提出“語言特區”這一重要概念，認為一些非

常規的語言現象往往能在特定的語言領域捕捉到，認為“‘語言特區’是語言

接觸、語言習得之外又一語言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諺語中“X 不 X”位於

謂語等句法位置表示非疑問功能，突破了其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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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成為“語言特區”語用突破的一個實證，從而豐富了語言特區語法突破

的內涵（耿國鋒 2021）。

事實上，“語言特區”的作用不惟諺語中“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

的突破，還體現在一些特定語域對疑問類型的限制上。譬如，新聞標題、科技

文中的疑問形式只能表現為設問這一假性問，並不要求讀者回答；這與新聞意

在傳遞信息、科技文章意在給予人知識的語域特徵密切相關。

5.2.5 小結

我們主要分析了現代漢語中“X不 X”的非疑問功能表現及句法限制條件，

論析了諺語中“X不 X”一律表現出非疑問功能，對現代漢語中“X不 X”非

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限制條件的突破並解釋了動因。

現代漢語中，“X不 X”的非疑問功能出現在陳述句、祈使句和特殊結構

組合中。其限制條件是各類小句，不同類型“小句”對“X不 X”疑問功能的

限制不同，並根據對“X不 X”疑問功能的限制強弱得出一個句法結構、小句

不等式：

無條件複句偏句≧介詞結構≧定語小句≧主語小句賓語小句

無條件複句偏句到定語小句是強限制，其中的“X 不 X”表非疑問功能。

賓語小句是弱限制，賓語小句條件 A下“X不 X”表疑問功能；賓語小句條件

B下“X不 X”表非疑問功能。

諺語中，“X不 X”正反疊用突破了常規語法非疑問功能的限制條件。具

體為：賓語小句條件 A下的“X不 X”和作謂語的句首“X不 X”不表疑問而

表非疑問功能，對舉式中作謂語的“X不 X”由正反重疊變為主謂結構改變了

語法性質，由表疑問功能變為表非疑問功能。對舉機制、諺語的“知識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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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不 X”非疑問功能限制條件突破的語法動因和語域解釋。

5.3 漢語諺語句首詞語的疊用

與現代漢語的重疊因像似性動因語法意義多表“量增”不同，漢語諺語中

一些句首詞語重疊具有非常規疊用的意義。本節從問題的提出、漢語諺語句首

詞語疊用的表現、漢語諺語句首詞語疊用的特點等幾個方面展開。

5.3.1 問題的提出

現代漢語中，重疊作為一種語法手段因像似性動因語法意義多為“量增”

（張敏 2001），其中名詞重疊多表遍指、逐指義或表親密關係、小稱1；動詞

重疊表反復、持續（動量/時量）；形容詞重疊表狀態、程度的加強等。而漢語

諺語語義豐富、句式精簡及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語義結構與外顯的表層結構

間有許多不一致。諺語中的一些詞語疊用表現出非常規的重疊意義。如下：

（1）國家國家，先國後家。（易琴琴 2018）

（2）啟發啟發，啟而不發。（耿文輝《中華諺語大辭典》）

（3）虛心虛心，得人得心。（《中國諺語》）

例（1）——（3）中的“國家”、“啟發”、“虛心”分別為名詞、動詞、

形容詞。例（1）的“國家”，形式上看，非 ABB或 AABB而是 ABAB反復出

現；意義上，表現出既非“逐指、遍指”也非親密關係、小稱的意義，而是表

反復。例（2）的“啟發”疊用也沒有表現出反復、持續義。例（3）的“虛心”

也沒有表現出狀態、程度上的“量增”。對此，我們以“疊用”稱之，像例

1 邢紅兵（2000）認為名詞重疊的主要方式是 ABB式和 AABB式兩種，從有無基式的角度來說，無基式

多於有基式。盧卓群（2000）則討論了名詞重疊表逐指、具有周遍性的意義。胡偉（2017）則認為名詞重

疊是封閉的集合，只有親屬詞、動物名稱及其他個例；重疊後表親密關係和隨意語氣、指小綴，不體現現

象似性函數，屬次生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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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詞語疊用均不同於現代漢語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重疊，

是非常規的疊用現象。

5.3.2漢語諺語句首詞語疊用的表現

對於漢語的“重疊”（reduplication）的表現形式與性質，朱德熙（1982）

有過精到的論述：重疊有基式與重疊式；重疊有不同的層次：辭彙意義上

（morphological）的重疊、詞法層面（lexical）的重疊、句法層面（clausal）的

重疊。李宇明（1996）也明確將重疊分為非詞重疊、詞語重疊、語句反復。語

句層面上，李宇明（2002）用“反復”（repetition）稱名。這些重疊的論述較

為深入，對我們頗多啟發。據此，我們擬將諺語中的詞語疊用分為基式、疊用

式，進而分析其表現形式與性質。下面，主要從疊用詞語的音節、疊用成分的

語法性質兩個角度展開。

（一）諺語中詞語疊用的音節情況

根據諺語疊用的基式音節，可分為單音節、雙音節、三音節等不同詞語的

疊用。臚列如下：

諺語中，雙音節詞語的疊用情況最多。例如：

（4）酒鬼酒鬼，醉了像鬼。（耿文輝《中華諺語大辭典》）

（5）姻緣姻緣，事非偶然；一時不就，且待三年。（耿文輝《中華諺語大

辭典》）

（6）親友親友，煙茶菜酒。（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7）山路山路，沒有准數。（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8）年歲年歲，增長智慧。（《中國諺語集成：河北卷》）

（9）領導領導，既領又導。（《中國諺語集成：寧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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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菜白菜，立秋快栽。（《中國諺語辭海版》）

（11）懶漢懶漢，餓死灶前。（易琴琴 2018）

（12）水稻水稻，無水無稻。（易琴琴 2018）

例（4）——（12）疊用的基式為雙音節詞語，疊用形式為 ABAB。

諺語中單音節詞語疊用的情況較少。例如：

（13）幹幹，吃飽飯。（李勝梅 2003）

（14）懶懶，餓瞎眼。（李勝梅 2003）

（15）矮矮，一肚拐。（易琴琴 2018）

（16）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師的法寶。1（校園俗語）

例（13）——（15）疊用的基式為單音節詞，疊用形式為 AA，極少數情況

下為 AAA，如例（16）。

諺語中還有三音節詞語的疊用，這類疊用情況不多見，且疊用詞的基式與

疊式之間有間隔甚至可停頓，屬於詞語的反復運用。例如：

（17）婆母娘婆母娘，婆婆跟娘一個樣。（黃耀華《中國諺語》）

（18）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一抓就不難。（黃耀華《中國諺語》）

（19）老伴兒，老伴兒，老來是伴兒。（《諺語手冊》）

（20）峨眉山，峨眉山，離天只有三尺三。（《中國諺語大全：上編》）

（21）上海灘，上海灘，人到上海自己癱。（《中國諺語大全：上編》）

例（17）——（21）三音節的詞語反復出現，中間甚至有標點等較長停頓；

另外，刪除反復出現的詞語中的一個，句子仍然可說。這類三音節詞語反復運

用的情況，類同於現代漢語中的“並列”、“重複”形式，不屬於我們討論的

疊用。

1 近似的社会俗语，如“分分分，家长的命根；抄抄抄，学生的绝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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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諺語中疊用基式詞語的語法性質

根據疊用基式詞語的語法性質，我們可分為名詞性成分、動詞性成分兩大

類。具體如下：

諺語中存在疊用基式詞語像例（1）那樣為體詞性成分的疊用。例如：

（22）親故親故，十親九顧。（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23）怨家怨家，當怨自家。（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24）行家行家，越行越假。（季成家《中國諺語選·上》）

（25）朋友朋友，只朋得個“有”。（溫端政 《中國諺語大辭典》）

（26）本家本家，海角天涯。（《中國諺語辭海版》）

（27）戲法戲法，老母雞變鴨。（季成家《中國諺語選·上》）

例（22）——（27）中的疊用基式詞語“親故”、“怨家”、“皮匠”、

“朋友”、“知了”、“戲法”等為名詞或名詞短語，疊用形式為 ABAB。這

類疊用的中間一般不可停頓，刪除疊用中的一個詞語，一般情況下也不可說。

另外，還有一些屬於詞語的反復出現，刪除一個詞語後仍可說。例如：

（28）銀川銀川，一片堿灘.（《中國諺語集成：寧夏卷》）

（29）秋忙秋忙，繡女下床。（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30）知了知了，割穀熟桃。（《林業諺語》）

（31）葡萄葡萄，插枝壓條。（《林業諺語》）

例（28）——（31）中的“銀川”、“秋忙”、“知了”、“葡萄”等體

詞性成分多為專有名詞、季節時令、動植物等相關常識性或規律性的知識總結。

反復出現的詞語刪除一個仍可說，這類詞語不如（22）——（27）中普通名詞

的疊用更符合重疊的甄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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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看諺語中疊用基式詞語為動詞性成分的疊用。動詞性成分的疊用

又分為兩類：動詞或動詞短語的疊用，如例（2）；形容詞或形容詞短語的疊用，

如例（3）。分述如下：

1）動詞或動詞的短語的疊用。例如：

（32）打算打算，先苦後甜。（李勝梅 2003）

（33）醒悟醒悟，醒了就悟。（《中國諺語大全：上編》）

（34）搶收搶收，勿搶就丟。（《中國諺語集成：浙江卷》）

（35）嫁接嫁接，嫁接的果木當年結。（《中國諺語集成：湖北卷》）

（36）賭博賭博，越賭越薄。（百度《諺語大全》）

（37）釣魚釣魚，十釣九娛。（《中國諺語集成：湖北卷》）

（38）登高登高，身強力壯的法寶。（易琴琴 2018）

（39）娶妻娶妻，繁衍生息。（《中華諺語大辭典》）

（40）嫁漢嫁漢，穿衣吃飯。（《龍圖耳錄》）

例（32）中的“打算”為動詞，例（33）——（36）中的“醒悟”、“搶

收”、“嫁接”、“賭博”為動補或並列式動詞短語；而例（37）——（40）

中的“釣魚”、“登高”、“娶妻”、“嫁漢”等為動賓短語，屬於小句層面

的疊用。

2）形容詞或形容詞短語的疊用。這類疊用像例（3）一樣基式詞語為形容

詞或形容詞短語。例如：

（41）懶惰懶惰，一定挨餓。（《諺語》）

（42）勤勞勤勞，衣暖食飽。（《諺語手冊》）

（43）虛心虛心，得人得心。（《中國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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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勤儉勤儉，吃飽穿暖。（《諺語手冊》）

（45）勤謹勤謹，衣食有準。（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46）窮橫窮橫，越窮越橫。（心如貞《擺譜和耍橫》）

例（41）——（44）中的“懶惰”、“勤勞”、“虛心”、“勤儉”等為

形容詞；而例（45）、（46）中的“勤謹”、“窮橫”為並列式形容詞短語，

屬於小句層面的疊用。例（3）與例（41）——（46）中的疊用基式都為 AB式。

此外，諺語中還有一類因省略造成的疊用同形形式，如“門門相對必傷人，

牆牆相壘必遭殃”，其實是“門與門相對必傷人，牆與牆相壘必遭殃”省略連

詞“與”造成的疊用同形形式，不在我們討論的疊用範圍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諺語之外，李勝梅（2003）還發現漢語中有一種對舉格式

下的主語重複。如“就說你哥哥吧，大學大學考不上，工廠工廠進不了，臨了

還是當了兵。”這種分句的句首雙音節合成詞重複，受限於對舉格式，就“大

學大學考不上”或“工廠工廠進不了”單說都是不自足的。這也不同於我們所

說的諺語的句首詞語疊用。

上述，我們從疊用基式的音節、語法性質兩個層面對諺語中句首詞語的疊

用情況作了簡單的描寫和分類，並排除了像（17）——（21）那樣三音節的並

列或重複結構。 諺語中的句首詞語疊用既不同於現代漢語語法上的“重疊”，

也區別於修辭學意義上的連續反復。語法上，現代漢語中名詞“重疊”一般為

單音節具體名詞，重疊後語法意義表周遍、逐指義；動詞、形容詞謂詞性成分

的“重疊”作用體現為量範疇上“調量”方向、大小的不同。修辭上的連續反

復，重現的項則多為語句，重現項之間有大的語音停頓（可插入其他成分），

出現的位置不局限於句首位置。這種既不同於語法上的“重疊”、又有別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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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區別於修辭上的“反復”的特點，也是我們專門討論諺語中句首詞語疊

用的因由。

5.3.3漢語諺語句首詞語疊用的特點

李勝梅（2003）敏銳地注意到了這類非常規的語言現象，以“句首詞語的

連續複現”加以論述。在此基礎上，易琴琴（2018）則以“話題疊用結構”推

進了這類非常規語言現象的研究。為此，我們從句法、語義與語用等不同維度

探討諺語中句首詞語疊用的特點。

（一）句法上的特點

就諺語中這類疊用出現的句法語境看，這類詞語疊用出現在句首位置（李

勝梅 2003），類似於話題出現的句法位置（易琴琴 2018）。

就疊用的性質看，諺語的這類疊用表現出一定的不穩定。有的中間不可停

頓，更不可刪除，表現出接近重疊的語法性質；而有的既可以停頓，也可刪除

複現的一個，表現出接近重複、並列的語法性質。

其具體特點可歸納、概括如下：

1）線性序列上，疊用成分位於句首位置；

2）疊用基項多為 AB式雙音節合成詞。極少數情況下，基項有三音節合成

詞“ABC”，也有單音節詞“A”，甚至出現了“AAA”式重疊。基項和疊項

之間不可有語音停頓，不可插入其他成分，但複現疊用後作為一個部分後面可

有較大停頓，並用標點符號與後續句隔開；

3）基項的語法性質，這類詞語疊用的基式詞語可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

甚至是短語，即體詞性（nominal）成分、謂詞性（predicate）成分兩大類。受

限於諺語中這類詞語疊用出現的句首位置、話題位置，重疊基式成分名詞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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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形容詞及其短語都表現出一定的體詞性句法性質。譬如，“娶妻娶妻，繁

衍生息”中的“娶妻”為動賓短語，疊用後表述的是“娶妻”這類事情、活動，

而非動作、行為。

（二）語義、語用上的特點

諺語中的這類疊用，疊用成分作為句首詞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基項所

指稱的事物或現象與後續句表達的判斷、評價構成一個整體。疊用意在強調是

一種普遍現象、概括性的認知，進而使得後續句主觀性的判斷、評價獲得一種

相對的客觀性表達。

譬如，在順口溜和兒歌中，這類疊用的基項一般是單指而非通指。如《紅

樓夢》第四十回中，劉姥姥對著賈府眾人面，高聲戲謔自嘲：“老劉老劉，食

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這裏的“老劉”是單指，但疊用後，強化

了“老劉食量大”不是“某一時”而是“一貫如此”，不是“某個人認為”而

是“眾人公認”，是對“老劉食量大似牛”這一判斷、評價的整體意義的強調。

彼時彼景，欲戲故莊，生動幽默，躍然紙上。再如，“大頭大頭，下雨不愁。

人家有傘，我有大頭”中的“大頭”疊用，敘述時指稱上是單指，但表達效果

上，也有一種將敘述者主觀性判斷做相對客觀性表達的效果。

5.3.4小結

本節討論了漢語諺語中的句首詞語疊用現象。這類非常規的疊用現象具有

以下特點：多位於句首位置；多為雙音節合成詞疊用，疊用成分之間不可停頓，

之後可有較大的停頓；疊用成分作為句首詞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強調一種

普遍現象、概括性認知，主觀性判斷、評價的後續句產生一種相對客觀性。區

別於語法上的“重疊”、話語的“重複”和修辭學上的“連續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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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漢語諺語中的拈合疊用

本節主要討論漢語諺語中的拈合疊用，擬從拈合疊用的概述、漢語諺語中

拈合疊用的表現、漢語諺語中拈合疊用的特點、漢語諺語中拈合疊用的動因等

幾個方面展開。

5.4.1 諺語中拈合疊用的概述

諺語中存在這樣一種詞語連用的語言現象。如下：

（1）人窮/窮在債裏，天冷/冷在風裏。（陳學昭《工作著是美麗的》）

（2）敬酒不吃/吃罰酒。（金路《中國俗語》）

（3）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電視劇《亮劍》）

（4）開門迎春/春滿院，抬頭見喜/喜事多。（電影《流浪地球》）

象例（1）——（4）中的加點詞“窮窮”、“冷冷”、“吃吃”、“熊熊”、

“春春”、“喜喜”等那樣貌似為 AA式重疊，實則是兩個小句拼接並拈合為

一個緊縮句的疊用，“AA”形同實異，我們將諺語中這類非常規語言現象叫拈

合疊用（耿國鋒 2020）。

嚴格意義上，拈合疊用是兩個小句拼接的拈合詞語，完全不同於重疊的基

式、疊式，拈合後也不是一個整體，不屬於重疊。值得注意是，諺語中的這類

拈合，前一小句的拈合前詞與後一句小句的拈合後詞，儘管詞性一致，但往往

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或句法語義上有所不同。從句法上看，拈合疊用往往會引

起語序移位或一些非常規的語言現象。例（1）——（3）引起語序移位：例（1）

應為“在債裏（更）窮”、“在風裏（更）冷”，狀語後置；例（2）應為“不

吃敬酒”，受事賓語前置，話題化；例（3）應為“一個熊”、“一窩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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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謂詞帶賓語，主語後置。再有，拈合疊用造成的非常規省略1，例（4）中

的“喜喜”，第一個“喜”實為“喜事”的非常規省略，黏著語素“喜”單用

與後面的“喜事”拼合。所謂的“拈合疊用”更像是一種利用諺語傳播、流傳

的生成機制。有鑒於此，我們專門討論諺語中的這類拈合疊用。

5.4.2 諺語中拈合疊用的表現

從音節上看，諺語中拈合疊用的拈合前詞與拈合後詞都是單音節，具有形

式上的 AA 式；從語法性質上看，拈合疊用的拈合前詞、拈合後詞可為名詞、

動詞、形容詞甚至語素。下面，我們主要從拈合疊詞語的語法性質進行分析。

（一）拈合詞語為名詞

（5）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明·施耐庵《水滸傳》）

（6）怕鬼/鬼作怪，打鬼/鬼不來。（金路《中國俗語》）

（7）有意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關漢卿《包待制智斬魯齋》）

（8）執棍叫狗/狗不到，抄手問賊/賊不招。（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例（5）——（8）中拈合的詞語分別為“人”、“鬼”、“花”與“柳”、“狗”

與“賊”等，均是名詞。就拈合的詞語看，拈合前詞在拈合前句中做賓語，拈

合後詞在拈合後句中做主語。語感上，名詞的拈合疊用可清晰地判斷出拈合詞

語分屬兩個分句。

（二）拈合詞語為形容詞

（9）山高/高不過太陽。（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10）荒年不怕/怕來年。（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不怕荒年/怕來年。

1 我們曾在本文的 4.2節“漢語諺語中的‘的’字短語省略‘的’”中論述到此類相關語言現象。如“會

抓（的）抓頭髮，不會抓（的）抓下巴”、“會選（的）選兒郎，不會選（的）選家當”等非常規省略現

象，即省略了“的”字短語中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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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娘好/好一窩，爹好/好一個。（中未盛世《林雲達先生之高見》）

——娘好/一窩好，爹好/一個好。

（12）小寒不寒/寒大寒。（大楚小秀才《怎樣理解“小寒不寒寒大寒”》）

——小寒不寒/大寒寒。

例（9）——（12）中拈合的詞語分別為“高”、“怕”、“好”、“寒”，

均為形容詞。其中，例（10）的“怕”拈合造成受事賓語“荒年”前置為話題；

例（11）的“好”與例（12）的“寒”分別拈合造成非作格謂詞“好”、“寒”

帶賓語，即主語移位至賓語位置。形容詞的拈合疊用往往造成一些諸如賓語前

置、主語後置等語序錯置現象。

（三）拈合成分為動詞（包括動詞性語素）

（13）豬頭不顧/顧鴨卵，米缸不顧/顧水缸。（金路《中國俗語》）

——不顧豬頭/顧鴨卵，不顧米缸/顧水缸。

（14）要嬉/嬉一個冬至夜，要玩/玩一個夏至天。（金路《中國俗語》）

（15）會嫁/嫁對頭，不會嫁/嫁門樓。（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會嫁（的）/嫁對頭，不會嫁（的）/嫁門樓。

（16）會打/打一棍，不會打/打一頓。（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

——會打（的）/打一棍，不會打（的）/打一頓。

例（13）——（16）中的“顧”、“嬉”與“玩”、“嫁”、“打”為動

詞或動詞性語素（如“嬉”），動詞或動詞性語素性拈合疊用往往造成非常規

語言現象。例（13）動詞“顧”拈合分別造成受事賓語“鴨卵”、“水缸”前

置為話題；例（14）中的“嬉”拈合造成黏著語素單用，違背了語法的“辭彙

完整律”（Principle of Lexical Integrity）詳見徐杰、田源（2013）；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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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的“嫁”、“打”分別拈合兩次，語義上看，每次拈合的前一拈合詞

都可補出一個“的”組成“的”字短語，是動詞的拈合疊用造成了“的”字短

語的非常規省略。動詞或動詞性語素性拈合疊用造成了語序錯置、違背“辭彙

完整律”、“的”字短語省略“的”等非常規甚至語法突破現象。

5.4.3 漢語諺語中拈合疊用的特點

諺語中的拈合疊用實際是兩個小句的拼接，不是重疊。拈合疊用尤其是形

容詞、動詞的拈合疊用往往造成一些非常規的語言現象，如語序錯置、非常規

省略甚至違背“辭彙完整律”等，故此成為我們關注的語言現象。綜合以上論

述，拈合疊用的特點可概括如下：

（一）線性序列上，拈合疊用成分的性質不同，句法位置不同。疊用成分

為謂詞性成分，多位於謂語中心詞位置；為體詞性成分時（名詞或名詞性成分），

多位於前句的補足語（或賓語）位置與後句的指定語（主語）位置，功能上類

於“兼語”，如“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二）形式上，拈合疊用可統一碼化為 A1A2，拈合疊用成分“A”為單音

節的形容詞、動詞、名詞甚至黏著語素。

（三）語義、語法上，兩項或語義不同，或在句中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

前後兩項具有“表同實異”的關係。而語法重疊由整個重疊式體現出強調、程

度的“增量”，二者有所不同。

譬如，例（1）中“窮窮”、“冷冷”，其疊用成分“A”均為形容詞。基

項“A1”的“窮”“冷”與“人”組成拈合句的前部分；疊項“A2”的“窮”

“冷”分別與“在債裏”、“在風裏”組成拈合的後一部分，並造成“在債裏

窮”“在風裏冷”的狀語後置，疊項“A2”的“窮”“冷”意為“更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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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強調程度僅體現在“疊項”上。例（2）中的“吃吃”為拈合疊用，疊用

成分“吃”為動詞。基項 A1“吃”與前面的“敬酒”組成“敬酒不吃”；而疊

項 A2“吃”與“罰酒”組成“吃罰酒”，通過“吃”兩個分句拈合成一個緊縮

句，造成受事賓語前置。而名詞性成分的拈合疊用，如例（4）的基項 A1“春”、

“喜（事）”，疊項 A2“春”“喜事”在句中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基項 A1

在前一部分中作賓語（或補足語），而疊項 A2作後一部分的主語（或指定語）。

（四）基項 A1與疊項 A2之間可有較大的停頓，甚至可插入語氣詞、連詞

等虛詞成分。基項 A1是拼接句前分句的結束，疊項 A2是拼接句後分句的開端。

總之，謂詞性成分的拈合疊用，形為重疊實為兩個句子的拼接，A1、A2的

語義不同，是兩個不同的句法成分；體詞性拈合疊用語法上可表示為：A1+A2=

賓語+主語，相當於一個兼語。有別於語法上的重疊，拈合疊用表同實異，基項

與疊項或語義不同，或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實質上不是一個語法成分。迥異

於修辭上的拈連，拈合疊用拈而不連、合而不同，功能在於對前後兩個分句的

拼合，出於形式上的精簡，緊縮而致。

諺語中拈合疊用總的特點可總括為：表同實異、合而不同。既有別於語法

重疊的整體性，也區分於拈連修辭的語義相通，其實質是通過相同的詞語將兩

個句子拼接為一個緊縮句，是一種偽重疊。

5.4.4 漢語諺語中拈合疊用的動因

諺語拈合疊用的動因可概括為：音韻和諧與語法“陌生化”的統一。

諺語語句的拈合疊用，句式精簡，易於口耳相傳。語音形式上，諺語拈合

疊用拼接兩個小句，一方面精簡了兩個語句的形式，一方面 A1A2形式音韻和諧，

將日常性、現成性的詞語拼接起來便於句子的形成、利於語句的傳播。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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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上，諺語拈合疊用尤其是謂詞性成分的拈合，又往往造成拼接句的語序錯

置、非常規省略甚至黏著語素違背“辭彙完整律”而單用。拈合疊用以非常規

的語言現象追求“陌生化”，從而易於引起人的注意，進而賦予語句內在的強

表現力、生命力。如“鮮的不吃吃醃的”、“會水水中死，會拳拳下亡”、“要

嬉嬉一個冬至夜，要玩玩一個夏至天”等諺語。拈合疊用這一擬制諺語的機制

用精簡的形式將豐富的內容組織起來，諺語條目具有語法上的“陌生化”與音

韻和諧的強傳播力，二者統一於拈合疊用。拈合疊用以非常規的語法手段將慣

常性、現成性的詞語（音韻）拈合起來，兼具吸引力（指非常規的語法現象）

與傳播力（音韻和諧）。

語言事實證明，“諺語特區”中有生命力的生成規則會進一步促使語言的

創新發展。被網友譽為開闢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流浪地球》（2019）就很

好地借重習俗語言彰現了“中國元素”。如其中的對聯說唱“開門迎春春滿院，

抬頭見喜喜事多”就運用了拈合疊用。拈合疊用是一種兼具表現力與傳播力的

用法，是漢語諺語這一特定語域中富有生命力的特殊用法。

5.4.5 小結

本節主要討論了漢語諺語中的拈合疊用。嚴格說來，拈合疊用不是重疊，

其實質是通過相同的詞語或語素將兩個小句拈合成一個緊縮句。形式上為 A1A2

疊用，實則分屬兩個分句。拈合疊用的拈合成分可為名詞、形容詞、動詞甚至

語素，其中謂詞性成分的拈合疊用往往形成非常規的語言現象，如語序錯置、

非常規的省略甚至違背“詞彙完整律”等，是我們關注的重點。諺語拈合疊用

的動因是諺語的口語慣常性（疊用的韻律和諧性）與語法“陌生化”（即非常

規語言現象甚至語法突破）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認為，諺語的拈合疊用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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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非常規的語言現象，也是諺語生成的一種機制。

5.5 本章總結

現代漢語中，重疊作為一種語法手段因像似性動因語法意義表示為“量增”。

而漢語諺語語義豐富、知識性強，句式精簡、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語義結構

與外顯的表層結構間有許多不一致，存在諸多非常規的重疊現象，表現出“非

量增”甚至突破重疊的用法。

本章主要討論了漢語諺語中的三類疊用：“X不 X”正反疊用、句首詞語

疊用、拈合疊用。就“X不 X”正反疊用來說，現代漢語中其慣常的語法功能

用來表示疑問，受限於各類小句表現出非疑問功能；與現代漢語不同的是，諺

語中“X 不 X”正反疊用則一律表現出非疑問功能，用作謂語等條件下的“X

不 X”不表疑問卻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X不 X”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

句的限制條件。對舉機制、諺語的知識性是諺語中“X不 X”突破其非疑問功

能受限於各類小句限制條件的語法動因和語域解釋。就句首詞語的疊用來說，

區別於語法上的“重疊”、話語的“重複”和修辭學上的“連續反復”，疊用

成分作為句首詞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強調一種普遍現象、概括性認知，使

表主觀性判斷、評價的後續句產生一種相對客觀性。諺語中疊用成分大體可分

為名詞性成分、謂詞性成分兩類。其中，句首名詞的疊用形式為 ABAB，疊用

意義不表周遍、逐指意，突破了現代漢語中名詞重疊的形式和語法意義。而諺

語中的拈合疊用，則是以相同的詞語或語素將兩個小句拈合在一起，形成表面

的 AA形式；其實 A1A2分屬兩個結構，實質上並不是重疊。拈合疊用的成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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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詞性、謂詞性兩類。其中，謂詞性成分的拈合疊用往往造成非常規甚至語

法突破的語言現象，如語序錯置、非常規省略甚至違背“詞彙完整律”的語素

單用等。諺語拈合疊用的動因是諺語的口語慣常性（疊用的韻律和諧性）與語

法“陌生化”（即非常規語言現象甚至語法突破）共同作用的結果。拈合疊用

既是諺語的一種非常規語言現象，也是諺語非常規移位、省略等現象生成的一

種機制。

“諺語特區”內，三類疊用現象存在對現代漢語“重疊”的突破。“語言

特區”語法突破的內涵看，諺語的三類疊用現象屬於語用層面的突破，豐富了

“語言特區”對慣常語法規則形式（即句法層面）突破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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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總結

6.1 論點總結

語言特區是“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徐杰、

覃業位 2015），特定語域中的非常規語料是客觀存在且不容回避的事實，某些

方面甚至反映了語言的本質，“語言特區”是語言接觸、語言習得之外又一語

言創新的寶貴窗口。基於“語言特區”這一核心概念，本文以諺語這一特定語

域內對既有語法規則的語法突破與非常規語言現象為研究對象，旨歸於普遍語

法機制的價值與意義。總體看，本文的研究分為兩個層面：一、宏觀理論層面，

尋求諺語這一特定語域內的非常規語法規則對普遍語法機制的影響，對語言特

區理論的發展、完善；二、對象本體層面，揭示諺語在語序錯置、省略、重疊

三個方面的語法創新及限制條件。

宏觀理論層面，包括緒論、漢語諺語的語法特性及信息加工兩個章節。緒

論部分是研究的緣起和落腳點，涵蓋諺語的研究概述、研究對象、研究目標、

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價值。諺語的語法特性及信息加工章節主要從宏觀理論

層面討論漢語諺語的非常規語法問題、諺語的性質、語法屬性、非常規語法規

則的制約機制及諺語的信息加工模式等。首先討論了語言特區研究中的兩個問

題：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判定方法、研究取向。就語言特區對比標準的確立而

言，語料來源不同，標準不同——或共時語法規則，或歷時某一斷代語法規則；

語料性質不同，確立標準的方法不同——或確定，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語

法突破的內涵可有語法形式、語義、語用等不同層面的突破。根據非常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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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在語言特區中的分佈情況，可分為語法突破現象（包括“量多僅特區中有”

的情況 A和“量少僅特區中有”的情況 C）、不規則語言現象（包括“量多且

非特區所有”的情況 B和“量少且非特區中有”的情況 D）。情況 A、C屬語

法突破現象，“語言特區”就是該類語法突破的藩籬，是語法突破的界限；情

況 B屬不規則語言現象，語言特區僅是該類語料的界定或框定邊界，而不是語

法突破的界限，語言特區是所研究語法問題的語料背景色，而不是“語法突破”

存在的必然土壤。由此，可採取不同的研究取向。其次，概括了諺語的語言特

區屬性。諺語句式定型化、表義多單一性的特點與實際表達需要多樣性的矛盾

與統一是制約諺語多省略、空位、主語名詞多類指、不定指等諸多語法特徵的

根本原因。其三，詳細闡述了觸發漢語諺語語法的三種語法機制：對舉、韻律

和諧及“近距單向”的語體機制。最後，對比了自然語言信息處理與漢語諺語

信息處理機制的不同。認為漢語諺語仍有一個信息“編碼”過程，只不過“編

碼”過程的執行者不是說話人罷了。“編碼”人（或多人）的 “隱身”甚至無

從說出以及“編碼”時間的久遠阻斷了自然語言信息處理常見的“編碼——語

言形式——解碼”流程。其實質是，說話人以更為“省力”的方式“選擇、提

取”早已編碼好的諺語取代了即時的信息“編碼”生成。“解碼”看，諺語語

言形式的“解碼”可忽略不計甚至可直接理解，源於諺語廣為流傳與知識性為

受話人的“知識匹配和超前預測”帶來便利。加上諺語的表層義和深層義多不

一致等特點，諺語語句形式本身的“解碼”往往“出力不奏效”，為此介紹了

諺語的語義加工模式及理解“重建”中的語用充實、命題弱化。

對象本體層面，設為漢語諺語語序錯置、非常規省略、非常規重疊（即疊

用）三個章節，是研究的實證部分。 本部分以形式語言的三種語法手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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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語序）、省略、重疊為研究的邏輯框架，分類挖掘諺語中的非常規語言現

象，並考察其語法突破動因及制約條件。每個實證章節以三個案例支撐、說明，

共九個案例。

“移位與漢語諺語的語序錯置”章節：圍繞諺語的語序錯置，探討諺語中

非論元成分的語序錯置及其動因、制約因素。漢語語序非常靈活，“漂移”的

提出紓解了生成語法理論面對漢語靈活語序諸多不能分析的詬病，為移位理論

分析漢語靈活語序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所謂“漂移”，看似已動，實則未

移，它在語音式層面運行甚至是語言演變的結果，受限於句法外的諸多因素作

出的移位。依此，本章具體分析了三大類語序錯置現象：1）諺語中的謂詞錯置。

具體又包括“謂語+主語”、動主名謂句、謂詞的定語化三類情況；2）諺語中

與謂詞相關的狀語、補語的錯置。包括狀語的前置、後置，補語的前置、後置。

重點討論了諺語中與動詞相關的時間詞的語序錯置，諺語中出現了“時間稱量

詞+謂語動詞”與“謂語動詞+時間位置詞”等違背現代漢語句子“謂語+結果”

的信息組織原則的語言現象；3）諺語中與體詞性成分相關的定語錯置，包括定

語的前置、後置。重點討論了諺語中的“名+數+量”結構。現代漢語中“數+

量+名”的常規語序是上古漢語“名+數+量”語序歷時演變、中古“數+單位詞

+名”類推的結果。在這一研究基礎上，認為漢語諺語中的“名+數+量”結構並

非共時意義的數量定語後置，而是歷時意義上古為今用或仿古的結果。此外，

從對舉形式、語義強調、語用修辭、歷時演變甚至詞彙化等多個角度探析了諺

語中非論元成分錯置的觸發機制與限制條件。

“省略與漢語諺語中的語法突破”章節，分析了漢語諺語的非常規省略現

象及其制約條件，主要從省略相關理論的概述與案例實證兩個層面展開。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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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語義豐富、形式精簡，省略多樣。省略不僅指自然語言中的語言現象，還

指語言研究中的方法手段與理論。呂先生“意思裏有而話語裏不出現”說的是

省略現象，而“可以補出來且只有一種補法”說的是省略研究。作為一種語言

現象，省略包括隱含，較為寬泛，判定省略是音義無配，所依據的是對應關係；

作為省略研究，省略的標準還應具有“惟一還原性”。省略研究的發展顯示，

省略研究的對象不僅僅包括話語意思裏“有”且可“唯一性補出”的句子，還

包括意思裏“有”但根本“補不出”的句子，甚至包括意思裏“無”僅有“空

位”的句子。本章具體討論了漢語諺語中的三個非常規省略案例：“X的”結

構省略“的”、介詞懸空、動詞性成分省略。1）“X的”結構省略“的”。現

代漢語中，獨立“X的”結構一般不可省略“的”，獨立“X的”結構用不用

“的”語義上有所差別：“X的”是名詞性成分，語義上轉指，而“X”語義上

具有自指作用。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可省略“的”，且“X”可為 VP、

AP、NP，仍具有“X的”結構的名詞性功能與語義轉指：當“X”為 VP、AP

時，VP、AP具有名詞性功能並具有轉指功能；當“X”為 NP時，X則轉指另

一個名詞性成分（同“X的”）。諺語中獨立“X的”結構省略“的”突破了

現代漢語的語法常規，是一種語言創新。韻律和諧、對舉機制等語言因素是諺

語“X的”結構省略“的”的具體動因，語言經濟原則則是其根本動因；2）介

詞懸空。介詞懸空是一種很受限制的句法現象，非介詞懸空語言之外哪怕是介

詞懸空語言也是如此。就漢語來說，現代漢語是一種非介詞懸空語言，而古代

漢語、現代漢語方言則存在介詞懸空現象。作為特定語域，諺語也存在介詞懸

空現象。就諺語中的介詞懸空，具體從移位、省略、蘊含等向度對諺語中的介

詞懸空句法表現進行了分析。就介詞懸空的不可接受性，從介詞轉性、介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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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介詞刪除或介詞結構刪除、換用其他說法等維度討論了諺語中因介詞懸空

的非常規對語言創新的驅動。諺語介詞懸空的句法現象既印證了諺語“歷時語

言，共時存現；方言語言，通語使用”的語料特點，又證實了“語言特區”是

突破常規語法規則的特定語域，更體現了“語言特區”作為一種語言創新的窗

口所具有的語言學價值和意義；3）漢語諺語的非常規動詞省略情況。相較於名

詞省略，一般情況下不宜省略動詞或動詞性成分。首先，討論了一般情況下判

定動詞省略的三條形式標準：通過副詞修飾語對動詞的依附性以及屈折範疇對

補足語的選擇性可證明沒有語音形式的動詞的存在；根據句內主目指派題元角

色（thematic role）的需要，可通過帶有論旨角色的名詞性短語在句子中的顯現

推斷空動詞的存在；通過顯性名詞性成分的格位特徵來判定空動詞的存在。就

漢語空動詞並列句，重點討論了諺語中數字並列句省略動詞對句法規則的突破，

並分析了諺語中聯合結構的非常規動詞省略，即Ø最/極/頂+adj/v。省略既是一種語言

現象，也是一種語法手段。生成語法以形式為突破口，在句法-語義介面對省略

的研究堪稱典範。從語法突破的內涵上看，諺語中的獨立“X的”結構省略“的”、

介詞懸空、動詞或動詞性成分的非常規省略側重於語義上的變化、突破，屬於

語義-句法界面的研究。

“基於重疊的漢語諺語中的疊用”章節，分析了漢語諺語的非常規疊用現

象及其制約條件，主要從重疊相關理論概述與案例實證兩個層面展開。就重疊

而言，現代漢語中，重疊作為一種語法手段因像似性動因語法意義多為“量增”，

而諺語語義豐富、知識性強，句式精簡、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語義結構與外

顯的表層結構間有許多不一致，存在諸多非常規的重疊現象，表現出“非量增”

甚至突破重疊的用法。本章主要討論了漢語諺語中的“X 不 X”正反疊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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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詞語疊用、拈合疊用三類疊用情況。1）就“X不 X”正反疊用來說，現代漢

語中其慣常的語法功能用來表示疑問，受限於各類小句表現出非疑問功能；與

現代漢語不同的是，諺語中“X 不 X”正反疊用則一律表現出非疑問功能，用

作謂語等條件下的“X不 X”不表疑問仍表現出非疑問功能，突破了“X不 X”

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的限制條件。對舉機制、諺語的知識性是諺語中“X

不 X”正反疊用突破其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限制的語法動因和語域解釋；

2）就句首詞語的疊用來說，區別於語法上的“重疊”、話語的“重複”和修辭

學上的“連續反復”，疊用成分作為句首詞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強調一種

普遍現象、概括性認知，使原本表主觀性判斷、評價的後續句產生一種相對客

觀性。諺語中疊用成分可分為名詞性成分、謂詞性成分兩類。其中，句首名詞

的疊用形式為 ABAB，疊用意義不表周遍、逐指意，突破了現代漢語中名詞重

疊多為 AA或 AABB的形式與語法意義；3）拈合疊用則是以相同的詞語或語素

將兩個小句拈合在一起，形成表面的 AA式，實質上 A1A2分屬兩個結構，並不

是重疊。拈合疊用的成分也有名詞性、謂詞性兩類。其中，謂詞性成分的拈合

疊用往往造成非常規甚至語法突破的語言現象，如語序錯置、非常規省略甚至

違背“詞彙完整律”的黏著語素單用等。諺語拈合疊用的動因是諺語的口語慣

常性（疊用的韻律和諧性）與語法“陌生化”（即非常規語言現象甚至語法突

破）共同作用的結果。拈合疊用既是諺語的一種特殊現象，也是諺語生成的一

種機制。“諺語特區”內，三類疊用現象存在對現代漢語重疊的突破；就“語

言特區”語法突破的內涵看，諺語的三類疊用現象屬於語用層面的突破，豐富

了“語言特區”對慣常語法規則形式（即句法層面）突破的內涵。

研究方法上看，相較於語法研究有歷時/共時之分、通語/方言之別，諺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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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散見於古今各類典籍中，非一時一地一人所為，有的甚至無從查考。這既是

造成從語法角度研究諺語“很難為之”的原因，也是將諺語歸入辭彙“規避處

置”的緣起。本研究採取“限定對象，界定標準”的方法，對語法底層“普、

方、古”並存的漢語諺語進行跨時空的整體性觀照，彰顯了“語言特區”視閾

下超常的語料涵蓋力。 學術觀點上看，不同於多數定位於辭彙、文化層面的諺

語研究，本研究從語法層面系統研究漢語諺語的非常規語言現象及其制約條件，

研究視角新穎。就諺語的語法研究看，既往諺語的結構研究涉及“語音+‘三個

平面’”多個層面，認知語言的分析著力於諺語的闡釋及理解模式，而本課題

則採用形式語言的三種語法手段移位、省略、重疊作為分析維度，探討漢語諺

語的非常規語言現象及其制約條件。研究的核心是語法，而語音、語義、語用

修辭等則成為解釋非常規語言現象的制約條件，更具概括性、解釋力。學術思

想上看，區別於“語體語法”著眼於語體對某種語法特徵的選擇傾向性，本文

關注諺語語域內對既有語法規則的有條件突破，即非常規語言現象。特定語域

中的非常規語料是客觀存在且不容回避的事實，某些方面甚至反映了語言的本

質，忽略這類語料可能會延遲甚至誤導理論的發展；而形式語法已部分具備處

理邊緣語料的潛能（李亞非 2009）。本課題分析“諺語語域”中的非常規語言

現象，旨歸於普遍語法機制的探究。普遍語法框架下，語言核心運算系統模組

化（modularization），“各種具體語法的事實和規則”是多模組共同作用的結

果。具體說，是“原則與參數”模組下“原則應用”、“參數賦值”和“特定

語域”模組的“詞法與不規則語言現象”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將“諺語語域”

中不規則的語法現象納入到普遍語法視野，化特殊為一般，簡化核心語法規則。

既避免了因非常規語言現象而特設規則，又將諺語中的不規則語言現象作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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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語言創新的窗口之一提升到普遍語法機制。

6.2 研究展望

語言特區理論為形式語法處理“邊緣語料”、非常規語言現象尋求到一個

集中處理的突破口，即在存有大量非常規語言現象的特定語域集中批量處理。

它立足於特定語域中語法突破（或非常規）語料的挖掘、分析，旨歸於非常規

語言現象所觸發的語言創新所帶來的普遍語法價值。語言特區是“語言學研究

領域內的一片亟待開墾的處女地和亟待深挖的富礦區，具有深廣的學術高度和

遼遠的理論縱深”1。圍繞“語言特區”這一核心概念，在網絡語言、詩歌、標

題口號等特殊語域取得了不少成果。漢語諺語形式精簡定型且講究傳播效果，

近似於標題口號，可視為語言特區的下位類型之一，對其語法突破現象進行分

析既是對諺語特區中非常規語言現象的批量系統分析，也是對語言特區富礦開

採所作的一次嘗試。

就諺語研究角度的定位看，在諺語文化、辭彙、語言三個不同層面的研究

中，諺語語法研究最為薄弱。儘管不少學者對諺語的語法特點進行了分析、概

括，但諺語的語法研究仍不夠集中、系統。從語法研究的成果類別看，以單篇

論文的形式散點研究多， 專案系統研究少。相比國家社科近十年在諺語辭典編

纂、文化層面的 16個立項，諺語語法層面竟然為零。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策層面，

諺語語法研究都應給予應有的關注和強化。

就諺語語料看，諺語數量多，語言現象繁雜。作為一種以口頭言說為主要

媒介的語言形式，諺語語料的收集只是相對的，仍有大量諺語散見於民眾口頭，

1 轉引自徐杰 2017年 6月 4日在湖北大學的學術報告《“語言特區”的性質及其語言學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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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被輯錄、編纂。目前既沒有一部辭典能涵蓋所有諺語，更沒有完備的諺語

語料庫可供多維度檢索，致使本文在諺語語料的搜集、整理過程中只能靠人工

翻檢、逐條搜集。難免挂一漏萬，結果必然是類型不夠多、語料不夠全，也不

便於進行定量的統計分析。雖然我們建立了一個漢語諺語語法語料庫，但仍滿

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有鑑於此，考慮在未來的研究中不斷完善、盡可能建立一

個比較完備的漢語諺語標註語料庫。這樣既可以提高檢索的效率，也可以為定

量研究打下基礎，進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學性。

就研究對象的處理看，將現代漢語中仍在使用或白話文著作存現的“活”

的諺語界定為研究對象，歸因於諺語語料的特殊性。諺語條目的擬制非一時一

人所為，歷時性的諺語很難甚至無法考證。正如清代學者杜文瀾所言：“謠諺

之興，其始止發乎語言，未著於文字。”1換句話說，存現於古典籍中的諺語，

並非產生於其時。以典籍所著年代為標準，所引諺語條目的產生時代當在其前。

還有像“天下掉下個林妹妹”受現代影視劇的影響，諺語條目產生時代則在其

相關故事發生時代之後。更多的諺語條目類似於南北朝時期的“古樂府詩”，

其作者多為無名氏，是人民大眾集體智慧的結晶。哪怕是針對一本古典文獻的

諺語研究，其語法底層也決不是一個時期的，而是產生於歷時的諸多諺語條目

共現於該典籍罷了。也就是說，按照以往的歷時語法、共時語法或斷代語法，

都無法將諺語作為研究對象。這些既是造成從語法角度研究諺語“很難為之”

的原因，也是將諺語劃為辭彙“回避處置”的緣起。將諺語納入“語言特區”

理論視角進行研究，我們討論了諺語中的“動詞+介賓”、“名+數+量”等在古

代漢語中的無標記情況，認為諺語中的這兩種情況並非現代漢語常規語序2的錯

1 參見清·杜文瀾撰 1958 《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
2 現代漢語中，以“介賓狀語+動詞”、“數+量+名”為常規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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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是歷時傳承的結果；而諺語中的“介詞懸空”現象，則體現了諺語語法底

層“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方言”並存的語料特點。這些彰顯了語言特區理論

超常的語料涵蓋力和理論優越性。那麼，諺語中應該還有其他類型的非常規語

言現象也屬於這類語法底層混雜的情況，鑒於我們的學識和精力有限，沒能窮

盡式地加以分析。

就諺語語法突破的類型和限制條件看，諺語特區中的語法突破存在兩類創

新，一是历史格式繼承的創新，一是现代漢語層面的创造，兩類不同的創新既

是我們目前研究中所面對的難題，也是今後研究中需進一步釐清的地方。其次，

本文以移位、省略、重疊三種語法手段為邏輯框架展開諺語語法突破現象的分

析，而未對“添加”這一語法手段在諺語中的表現展開分析。不論述不等於沒

有，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中的“來”就屬襯音添加。只不過是“添加”

這種類型的語言現象在諺語中較少且零散罷了。就語法突破的限制條件而言，

認為對舉式、韻律和語域特點是諺語語法突破的主要制約機制，它們在句法形

式、語音、語用等界面發揮作用。問題是，諺語中是否還存在其他制約機制？

它們在諺語的生成中處於什麼位置？應該歸屬於辭彙層、句法層、邏輯層還是

語音層？

就研究范式看，本文主要以“事實描寫—限制條件—解釋”為主，還不能

找出一些具有類推性的規則，這也是未來繼續深入的課題。

就研究的廣度來看，本文只是將關注的對象設定為漢語諺語，沒有考察其

他民族、其他國家的諺語語法突破情況，也就不能發現不同語別的諺語特區中

是否有漢語諺語中同類的語法突破現象，更無從概括出諺語特區研究在語言類

型學上的價值，這也是目前語言特區研究亟待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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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傳播的角度看，諺語具有較強的口語化與傳播功能。諺語中的一些非常

規語言現象甚至會擴展、演變到其他語域。如一些廣告語或標題，就採用了諺

語句首詞語疊用的形式，像某三輪車廣告“時風時風，路路暢通”、文章標題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河南日報》2015年 7月 27日）等。而本文所探討

的諺語語法突破與非常規語言現象在傳播上的發展、走向如何？以及諺語中的

非常規語言現象究竟哪些能擴展到其他語域甚至日常語言？這也是未來關注、

追蹤的點。

總的來說，作為漢民族的語言瑰寶，漢語諺語是人們一定經驗、知識甚至

文化的載體，在人們的生活交流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針對諺語研究

中語法研究較為薄弱的現狀，本文以“語言特區”為理論注腳，系統分析了諺

語中的語法突破和非常規語言現象，闡釋了諺語非常規語言現象研究的語言學

價值和意義，強化了諺語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豐富了諺語研究的成果，同時也

為後續的諺語語法研究打下系統挖掘的基礎。最後，衷心地希望本文能成為引

玉之磚，吸引未來更多的學者關注諺語特區的語法研究，並為“語言特區”這

一富礦的擴展探礦與縱深挖掘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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