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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语类相关的特异型 /是 0字句的句法、语义
*

张和友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讨论特异 /是0字句的语义特性与句法结构, 并且认为这种句子是一种话题类系词句,

实际上是一般话题句的变体, 包含了一个空语类主语。空语类主语往往表达跟方式、原因、结果

等相关的意义。本文还探讨了前后项互换的条件限制。我们最后采用了一些语法的测试, 证明

了空语类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  系词 话题句 空语类 述谓关系

0. 引言

本文要讨论的是口语中一般母语者习焉不察的一种 /是 0字句, 这种句子表面上看, 语

义不合常规, 过去曾被称为 /不合逻辑 0句 (王力 1985)。为称述方便, 本文暂将这种句子称

为特异型 ( id iosyncratic) /是 0字句 ¹。

以往学界提及的跟 /不合逻辑 0相关的 /是0字句大致指下面这样的句子:

( 1) 我 (是 )昨儿去看的戏。       ( 2) 他 (是 )在这里喝的茶。

( 3)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 4) 他是日本女人。

( 5) 那场火是电线跑了电。 ( 6) 我喝酒是自己的钱。

对于例 ( 1) 2)这样的分裂句以及其中 /是 0的属性, 学者们讨论较多 ( Chao 1968; 朱德熙

1978; Teng 1979; Ross 1983; 太田辰夫 1987; Huang 1982, 黄正德 1988; Sh i 1994; Yao

1997; 杉村博文 1999; 袁毓林 2003; 木村英树 2003; 邓思颖 2008等 )。但对于例 ( 3) 6)这

类句子的句法语义及 /是 0的属性问题, 关注较少。赵元任在讨论例 ( 4)这样的句子时指出,

因为字眼省略的缘故, 使得主谓关系要是在别的语言里, 就不合文法了 ( Chao 1968)。沈家

煊 ( 2008)从主观性的角度提出, 例 ( 1)和例 ( 4)其实属于同类; 不过, 沈家煊 ( 2008)没有具

体论述 /是 0的属性。特异型中的 /是0该如何处理仍是一个问题。

表面上看, 例 ( 3) 6)和例 ( 1) 2)似乎都特异, 应在一类; 但是, 二者有明显的不同: 例

( 1) 2)表达的是对一件事的叙述, 并突出强调 /是 0后成分, 其特异性主要是用表静态关系的

判断句型来表达一个动态的事件, 并强调肯定事件的某一要素 (张和友 2004)。例 ( 3) 6)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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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类句子的命名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周北海教授曾向我们指出 /不合逻辑 0的说法不正确。受他的启发,

本文采用了 /特异 0这样的命名。不过, 为了论述上的需要, 文中还会提及 /不合逻辑 0的问题。本文所说的特异型 /是 0字
句比 /不合逻辑 0句外延要宽。



是把两种事物或两种现象根据一定的语义关系联在一起, 其特异性在于前后项的语义关系不

是一般判断句的 /等同 /类属 0, 仍表达一种静态关系。以往所谓 /不合逻辑0, 指的是不合西

方传统逻辑对印欧语判断句的刻画, 在命题逻辑框架下, 西方传统逻辑把印欧语的判断句刻

画为 / S(不 )是 P0, 语义上可以概括为 /等同0和 /成素 )类 0两种。进而可以将 /等同 0看作

/成素 )类 0的特例, 即类中只含有一个成素。这样, 传统逻辑对判断句的语义概括其实就是

/成素 )类 0。以此为标准来看待汉语的例 ( 3) 6)等句子, 自然会得出它们不合逻辑的结论。

然而, 例 ( 3)是一般所谓的隐喻, 是一种通过内涵相似而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等同关

系, 具体而言就是前后项虽然形式上是名词, 范畴上是事物, 但是两者间的关系不是外延上

的等同, 而是事物性质上的等同, 也就是名词概念某些内涵义的等同, 如: /儿童、花朵0都

有 /娇嫩、可爱 0的性质。下文讨论特异型 /是 0的语义、句法属性时, 不再包括例 ( 3)这类句

子。例 ( 4) 6)比较特殊, 宜分开讨论。因此, 本文将集中讨论例 ( 4) 6)这一类型。

1. 特异型 /是 0字句的语义特性

为了方便讨论, 本文将这类 /是 0字句统一表示为 / X+是 + Y0的格式, 其中, X为前项,

Y为后项, 然后根据前项 X和后项 Y的句法范畴和语义范畴做次类区分。

1. 1 X, Y都是非事件性名词短语 NP

在下面的讨论中, 我们将名词短语分为事件性 ( eventive)与非事件性 ( non-event ive) , 主

要根据名词短语能否跟 /发生、爆发0等事件性动词共现, 能否进入 / , ,的原因 0结构º。请

比较:

( 7) a. 那场大火发生了。    b. * 日本女人发生了。

( 8) a. 那场大火的原因 b. * 日本女人的原因

先看前项为指人名词短语的情况:

( 9) 他是日本女人»。

从真实语料来看, 这类 /是 0字句有不属于 /成素 )类 0的多种语义关系, 单就表层形式

看, 很 /特异0, 需用语境来补足。那么, 是不是所有的语义关系都可以用 /是 0来联系? 如

果不是, 限制是什么?

笔者认为, 前项所指是一个广义的领属者, 所属物或具体 (如太太、佣人 ), 或抽象 (如

方式 ) , 语境要提供的是跟领属者与领属物相关联的信息, 表达一种 /领有关系0, 如例 ( 9)

/他娶太太或雇佣人 0。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用 B表示所属物 (下同 )。那么, 在这种句式中,

领属者 X、所属物 B和表示类别的 Y之间的关系可表述如下:

第一, X与 B间是一种广义的领有关系, 如 /他 0通过 /娶 0或 /雇佣 0而领有了 /日本女

人0, X与 Y之间是 /话题 )述题0关系¼ ;

第二, 在 B与 Y之间是一般 /是0字句的 /成素 )类 0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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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件性名词短语与非事件性短语的区分, 请参阅 Parsons( 1990)第七章。

为了行文方便, 例 ( 9)同例 ( 4)。

关于话题与述题之间语义关系的分析,可以参考 Pan和 Hu ( 2008)的讨论。



以上分析可以更精确地从逻辑上表示如下½ :

( 10) P ( X w B) C 是 ( B w Y)

在语境支持下, 跟事件对应的谓词对于释义来说是羡余成分, 例 ( 10)可以表示为例

( 11)这样的句法表达式。句法上, X是话题, B是主语, 而 Y属于述语 (或称为 /表语0 )。

( 11) X, B是 Y

值得注意的是, 例 ( 11)在形式上跟一般所说的话题句形式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 一般话

题句中的主语是显性的名词短语, 而跟例 ( 11)对应的句子其主语 B则是一个没有语音形式

的空语类。下文将详细论证二者之间存在的推导关系。

我们注意到前项 X的所指为动植物时, 表层 /特异 0的系词句同样存在。

( 12) 玫瑰是绿色。 (水仙是红色 )

( 13) 狐狸是一个洞。 (野兔是三个洞 )

例 ( 12) 13)中前项 X的所指为有生命的名词短语 (例如 /玫瑰、狐狸 0 ), 多是一种性质

判断。这种判断在一定语境下并不是对 X所指本身而是对与之相关的所指进行断定, 这个

/所指 0因未出现, 造成表层 /特异0。譬如, 例 ( 12)可能表达的是 /玫瑰, 叶子是绿色; 水

仙, 叶子是红色0; 例 ( 13)表达的可以是 /狐狸, 房子是一个洞; 野兔, 房子是三个洞 0。在

对举语境下, 直接断定的对象 (叶子、房子 )以空语类的形式出现, 符合例 ( 11)那样的句法

表达式。

上述各句中的 B可以显性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这类 /是 0字句中有些主语 B不能以显

性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 这些空语类基本上是与 /方式、风格0等相关的范畴。

( 14) a. 这裤子是晴雯的针线。

b. ??这裤子, 方式是晴雯的针线 ¾。

( 15) a. 那篇杂文是鲁迅的风格。

b. ??那篇杂文, (写作 )风格是鲁迅的风格。

综上所述, 在这类 /是0字句里, 当前项 X和后项 Y都属于非事件性名词短语时, 它们

的语义解释和句法表达式可以概括为例 ( 16)。其中的 NP是一个显性的名词短语, 位于主语

的位置, 而 e是句法上的空语类, 作为句子的空主语, 语义上就是没出现的所属物 B¿:

  ( 16) X, B是 Y

X, NP是 Y ( B可以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NP)

 

X, e是 Y ( B是空语类 e, 无法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

1. 2 X, Y至少有一项为事件性名词短语或句子形式

从逻辑上讲, 有三种可能: ( 1) X是事件性、Y是非事件性; ( 2) Y为事件性、X为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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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是联结 X与 B的谓词, 其内容由语境决定, 如例 ( 9 )中 P可能为 /娶、雇用 0。

这里以下划线表示由空语类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下同。

本文所说的句法范畴是指 NP, S之类, 语义范畴是指个体、事件之类。此外, 本文并不区分 DP和 NP, 一律用

NP代表所有的名词短语; 我们也不把小句的句法范畴细分, 一律用 S代表所有的小句。



件性; ( 3) X与 Y都是事件性的。

1. 2. 1 X为事件性名词短语 NP或小句 S

就本文而论, 小句是事件性的; 而名词短语, 如前所述, 可以是事件性的, 也可以是非

事件性的。如例 ( 17)的 /欧洲战火0是事件性的名词短语, /希特勒 0是非事件性的, 例 ( 19)

的小句 /小张进城0一定是事件性的。

( 17) a. 欧洲战火是希特勒, 亚洲战火是裕仁天皇。

b. 欧洲战火, 煽起者是希特勒, 亚洲战火, 煽起者是裕仁天皇。

( 18) a. 中国最近的水灾是 1998年, 最近的雪灾是 2007年。

b. 中国最近的水灾, 时间是 1998年, 最近的雪灾, 时间是 2007年。

( 19) a. 小张进城是昨天。

b. 小张进城, 时间是昨天。

( 20) a. * 我最后一次遇见他是上海。

b. 我最后一次遇见他, 地点是上海。

当前项 X为事件性 NP时, 句子往往蕴含着事件的 /致使者、地点、时间0等, 所以非事

件性的后项 Y一般就由这些范畴的具体名词短语充当, 空语类 e可以实现为 /致使者、地

点、时间 0之类的显性名词短语。

值得注意的是, X为事件性小句, Y为名词短语时, 如果空语类 e为 /地点0, 一般要实

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如例 ( 20b); 否则, 句子就不好, 如例 ( 20a) À。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 Y所指是 X所指事件的方式或者工具, 空语类 e不能以显性名词

短语出现。

( 21) a. 我喝酒是自己的钱。

b. ??我喝酒, 方式是自己的钱。

( 22) a. 我们家吃鱼是四川风味。

b. ??我们家吃鱼, 方式是四川风味。

例 ( 21) 22)的后项基本上用来说明前项的方式, 而方式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空语类, 不能

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这类 /是0字句的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例 ( 16)的方式来表示。

1. 2. 2 Y为事件性名词短语 NP或小句 SÁ

前项 X为非事件性名词短语、后项 Y为事件性小句时, 后项可能是对前项蕴含事件的

原因做出说明, 也可能是对前项 X的一种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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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跟处所词的性质有关, 处所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可以作为普通实体名词,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地点名词,

这两种性质有不同的句法表现 ( Lyons 1977)。但是, 请注意 ( i)和 ( ii)的对比。本文认为, 它们差异的原因在于 ( i)的后项

Y虽然以处所词出现, 但可以理解为工具, 可以表述为 /我们开会是用这个会议室 0。这一点对于 ( i i)不适用。 ( i) ( ii)的

差异还可以从各自的关系化结构的差异中看到, 例如 ( ii i)和 ( iv)。

( i)  我们开会是这个会议室。        ( ii) * 他死了是这个房间。

( iii) 我们开会的 (这个 )会议室 ( iv) * 他死了的 (这个 )房间

前项为非事件性名词短语、后项为事件性名词短语时, 这类 /是 0字句往往跟空动词句相关, 本文暂不涉及, 如

/希特勒是欧洲战争, 裕仁天皇是亚洲战争。0有关空动词句的介绍, 可参阅邓思颖 ( 2002)。



( 23) 小张是父亲病了。

例 ( 23)在一种语境下表达 /小张 (没来上课 )原因是父亲病了 0。解释原因往往也是说明

情况, 所以例 ( 23)也可以是对一种情况的 /确认0。

( 24) (小张和小王今天都没来上课, )小张情况是父亲病了, 小王情况是母亲病了。

前面指出, 前项 X为指人名词短语时, X与省略了的所属物 B之间是一种领有关系 (见

111), 这里的 X与省略了的所属物 B之间同样也可以看成领有关系, 只不过所属物是一种

抽象的原因或情况。

1. 2. 3 X、Y皆为事件性名词短语 NP或小句 S

逻辑上有四种可能: NP是 NP、NP是 S、 S是 NP、 S是 S。 /是 0连接的两个事件之间最

易建立因果关系, 在这一小节, 我们先讨论 / NP是 NP0、 / NP是 S0和 / S是 S0三种情形。

至于 / S是 NP0类, 下一小节讨论。

( 25) a.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大萧条。        ( NP是 NP)

b. 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果是欧洲的大萧条 �lu。

( 26) a. 那场大火是电线跑了电。 ( NP是 S)

b. 那场大火, 原因是电线跑了电。

( 27) a. 上周那次龙卷风是气象局预报有偏误。

b. 上周那次龙卷风, 情况 /原因是气象局预报有偏误。

( 28) a. 小张没来上课是父亲病了。 ( S是 S)

b. 小张没来上课, 原因是父亲病了 �lv。

( 29) a. 自行车倒了是球砸中了它。

b. 自行车倒了, 原因是球砸中了它。

在这些例子里, 后项往往是对前项的原因或者情况的说明, 有时情况说明也是一种原因

说明, 如例 ( 27) , 空语类 e可实现为原因或者情况之类的显性名词短语。前后项都是小句

时, 空语类 e可实现为原因。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对含有事件性的名词短语和小句的 /是 0字句的释义作如下概括:

当空语类主语为时间、原因、结果、情况时, 可以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NP。当空语类主语

只能理解为地点而不能理解为工具时, 则必须以显性形式出现。当空语类主语理解为方式、

风格等高度抽象范畴时, 则不能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1. 2. 4前后项换位因由�lw

在上面的讨论中, 我们根据前后项的句法范畴和语义范畴 (见注释 ¼ )对特异 /是 0字句

进行了分类, 并逐一讨论其语义特性, 并没有考虑前后项换位的可行性问题。我们发现, 这

类 /是 0字句中有一部分前后项可以换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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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25a)这一结构中, 虽然后项是事件性名词短语, 但由于可以将前后项纳入 /成素 -类 0语义关系中, 所以也可

以看作一般的系词句。

本文承认小句可以做话题, 关于话题可以是句子形式, 请参阅徐烈炯、刘丹青 ( 1998: 71- 3) , 不过本文讨论的

现象跟他们不同。

这一小节是为答复匿名审稿人的质疑而添加的, 感谢审稿人给我们提出宝贵的问题, 引起我们对前后项换位的

注意, 从而发现了一些新现象。



( 30) 湖南水灾是 1998年。y 1998年是湖南水灾。

( 31) 狐狸是一个洞。y 一个洞是狐狸。

请注意, 本文根据事件性对名词短语进行了分类, 并考虑前后项的语类与事件性特征。

有些换位虽然成立, 但只是表面的, 如, 我们可以把例 ( 30)理解为 /湖南水灾, 时间是 1998

年0和 / 1998年, e是湖南水灾0。可是, 换位后原来的空语类时间不存在, 也没办法为那个

空语类补出一个显性的名词短语�lx。这表明, 换位前后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换位后的句子含

有存现义, 并且语境受限, 常常在列举或对举的条件下使用:

( 32) 1998年是湖南水灾, 2007年是湖南雪灾。

( 33) 一个洞是狐狸, 一个洞是土狼。

但正如匿名审稿人指出的那样, 在其他情况下, 换位可能受阻, 如例 ( 34)就是由 / NP

是 S0转换成 / S是 NP0的例子:

( 34) 那场大火是电线跑了电。y * 电线跑了电是那场大火。

我们认为, 在这种格式里, 空语类 e比较容易理解为原因, 如例 ( 34)的 /那场大火是电

线跑了电 0。至于例 ( 34)的 / *
电线跑了电是那场大火0, 因空语类理解为结果, 句子不能接

受。我们注意到例 ( 35)的两句也有相似的对立, 但 /这次感冒是我没穿衣服 0的空语类理解

为原因, 因此能够接受; 而 / *
我没穿衣服是感冒 0的接受度比较差, 即使能够勉强接受, 那

个空语类也只能理解为结果, 不能理解为原因。由此可见, 把 / S是 NP0格式的空语类理解

为结果是有困难的。

( 35) 这次感冒是我没穿衣服。y * 我没穿衣服是 (这次 )感冒。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例 ( 36)不可以进行换位。我们上述的观察恰好给例 ( 36)提供了一

个解释: 虽然 /全城停电是东边那场大火 0属于 / S是 NP0的格式, 但那个空语类理解为原因,

可以接受, 但属于 / NP是 S0格式的 / *
东边那场大火是全城停电0, 它的空语类只能理解为

结果, 不能接受, 跟例 ( 34)和 ( 35)的情况如出一辙。因此, 把空语类理解为结果的限制,

不只在 / S是 NP0格式出现, / NP是 S0也有同样的限制。

( 36) 全城停电是东边那场大火。y * 东边那场大火是全城停电。

如果我们把例 ( 36)的 / *
东边那场大火是全城停电 0改动一下, 如例 ( 37)的接受度显著

提高, 这是由于在正常的语境下, 例 ( 37)的空语类理解为原因, 不是结果。虽然例 ( 36)的

/ *
东边那场大火是全城停电0和例 ( 37)在形式上是一样的, 都属于 / NP是 S0的格式, 但前

者却不能接受。由此可见, 前后项换位的问题并非结构上的问题, 而是怎样辨认和理解空语

类的问题。

( 37) 东边那场大火是有人违章作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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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例 ( 30)中的 / 1998年是湖南水灾 0一般看作存现句。本文认为, 即便看作存现句, 系动词之前也可有一个类似虚

位 ( exp let ive)的成分。不妨认为这个虚位就是抽象的存在物, 相当于本文所说的空语类 e。



事实上, 在特定的语境下, 那个空语类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为结果。例 ( 25a)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这个句子的空语类可以理解为结果呢? 我们认为, 这个句子属于 / NP是

NP0的格式, 跟 / NP是 S0和 / S是 NP0的情况不同。比较例 ( 25)和属于 / NP是 S0格式的例

( 38), 就会发现它们的确是有差别的。

( 3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陷入灾难。

此外, 我们发现在对比的语境中, 相对比较容易得到 /结果0的理解。如果例 ( 35)的 / *

我没穿衣服是感冒 0放在一个对比的语境, 如例 ( 39), 语感明显好得多。

( 39) 我没穿衣服是感冒, 他没穿衣服是肺炎。

基于上述的讨论, 我们发现在表示事件性的 / NP是 S0和 / S是 NP0等格式中, 空语类最

好理解为原因, 这样也影响了所谓换位的可能性 �ly。

2. 推导问题: 特异 /是0字句的定性

假定上面对特异 /是 0字句的语义分析是正确的话,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类句子是怎样

生成的? 前面的分析显示, 这类句子跟一般话题句极为相似, 差别仅在于主语有没有语音形

式。下面通过两者的比较, 为特异 /是 0字句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宿。

先来看特异 /是 0字句跟一般话题句间的推导关系。

( 40) a. 他是日本女人 �lz。

b. 他 (呐 ), 太太是日本女人。

( 41) a. 玫瑰是绿色。

b. 玫瑰 (嘛 ), 叶子是绿色。

( 42) a. 狐狸是一个洞, 野兔是三个洞。

b. 狐狸 (啊 ), 房子是一个洞; 野兔 (呢 ) , 房子是三个洞。

( 43) a. 小张是父亲病了。

b. 小张 (呐 ), 原因 /情况是父亲病了。

例 ( 40) 43)的 a句跟 b句的差别在于: 前项 X与 /是 0之间的主语位置是由空语类 e占

据, 从而形成特异 /是0字句, 还是由显性名词短语占据, 从而形成一般话题句。从信息传

递的角度看, 在语境支持下, 两者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我们主张把特异 /是 0字句归入一般话题句, 还有两条重要的理据:

理据一: 凡特异 /是 0字句能说的, 对应的一般话题句都能说 (空主语不能实现为显性形

式的除外 )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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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lz

为什么表示事件性 / NP是 S0和 / S是 NP0的那个空语类只能理解为原因? 我们暂时没有很好的答案, 只能把现象

指出来, 留待日后的研究。

匿名审稿人问为什么 /他是日本太太 0可以说, 但 / ? 他是日本嫂子 0的接受度却比较低。我们认为: 这两个句子

的差异主要跟句中的空语类 e有关。如果 e出现或容易补出, 很多怪异的句子都会好起来。虽然 ( i)与 ( ii)的差异问题表

面上看 (单看 /是 0的前后项 )似乎不是句法问题, 但实际跟空语类的性质和辨认有关。沈家煊 ( 2008: 390)用 /移情 0说对上
述现象做了精辟分析。 ( i)和 ( ii)的 /移情 0存在难易差别, 而 /移情 0上的差别造成空语类的性质差异 (是否容易补出 )。

值得注意的是, ( ii)如果在对举的语境下, 接受度会提高, 例如 ( iii)。

( i) 他, 妻子是日本太太。 ( i i) ? 他, e是日本嫂子。 ( e不易补出 ) ( ii i) 他是日本嫂子, 美国弟媳。



( 44) a. 前天的矿难是黑心老板违章作业了。

b. 前天的矿难, 原因是黑心老板违章作业了。

理据二: 凡一般话题句不能成立的, 对应的特异 /是 0字句都不能说, 或出现语义偏离。

( 45) a. * 美国, 张三是工程师。

b. * 美国是工程师。

( 46) a. * 张三啊, 春天是刚落地的娃娃。

b. #张三是刚落地的娃娃。

相反, 特异 /是 0字句不好的, 对应的一般话题句却不一定不好 �l{。

( 47) a. 孔子是楚国人。

b. 孔子, 太太是楚国人。

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 有没有句法上的证据表明空语类 e存在的合理性? 关系化测试可

以证明 e的存在。

( 48) a. 水果, 张三只喜欢吃苹果。

b. [水果, e
i
只喜欢吃苹果 ]的 (那个 )张三

i

( 49) a. 他, e是日本女人。

b. [他, ei是日本女人 ]的 (那个 )太太 i (上周回日本了 )

( 50) a. 玫瑰, e是绿色; 水仙, e是红色。

b. [玫瑰, e
i
是绿色 ]的 (那种 )叶子

i
, [水仙, e

j
是红色 ]的 (那种 )叶子

j
(大家都知道 )

例 ( 48b)是对例 ( 48a)的关系化结构。如果承认例 ( 49a)是含有空主语的句子, 那么, 其

关系化结构例 ( 49b)应该可以接受, 事实也是如此。

再来看例 ( 51) 53)。例 ( 51b)作为例 ( 51a )的关系化结构不太自然, 例 ( 52b)作为例

( 53a)的关系化结构, 例 ( 53b)作为例 ( 53a)的关系化结构, 也都不太好, 原因何在?

( 51) a. 那场大火, e是电线跑了电。

b. ? [那场大火, ei是电线跑了电 ]的 (那个 )原因 i (已得到确认 )

( 52) a. 上周那次龙卷风, e是气象局预报有偏误。

b. ? [上周那次龙卷风, e
i
是气象局预报有偏误 ]的 (那个 )情况 /原因

i
(大家都知道了 )

( 53) a. 小张进城, e是昨天。

b. ? [小张进城, e是昨天 ]的 (那个 )时间 (一直没告诉家里人 )

总起来讲, 例 ( 51) 53)的关系化结构遇到的问题, 跟句法无关, 主要跟原因、情况、时

间等抽象的空语类有关。这一点跟例 ( 48) 50)的关系化相比就可以看出, 后者的空语类属于

具体范畴。至于高度抽象的空语类如方式、风格, 既无法实现为显性的名词短语, 也就相对

较难进行关系化。

假如上述关于特异 /是0字句的分析是正确的话, 那么, 可以认为, 特异 /是 0字句实际

上是一种以空主语 e为述谓 ( predication)对象, 以前项 X为话题的句子, 不妨称为话题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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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理论上讲, 一般话题句成立, 则相应的特异 /是 0字句也成立。不过, 下面的的 ( i、 i i)似乎是例外。 ( i)他的父亲

的同事 (呐 ) , 女朋友是日本女人; ( ii) #他的父亲的同事是日本女人。这些事实说明, 与空语类 e相关的话题是复杂名词短

语时, 会增加辨认 e的难度, 但这跟句法无关, 本文不予讨论。



词句。特异 /是 0字句的 /特异 0是空主语 e造成的, 逻辑结构中是正常的系词句。

综上所述, 特异 /是0字句其实是一种包含空主语 e的话题句。在 e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的话题句中, /是0在显性名词短语跟后项之间建立 /成素 )类 0的语义关联, /是0仍是普通系

词; 如果 e无法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则 /是 0的系词性只存在于逻辑结构中。特异 /是 0字

句的出现源于空主语 e的存在。这样, 在表层结构中, 由于空主语 e的出现, /是 0就成为只

表达说话人主观断定的成分, 而表达 /成素 )类0语义关系的功能在表面上被掩盖着。沿着这

样的思路,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 /是 0看作高阶空谓词, 吕叔湘 ( 1979)称之为 /前谓语 0 ( pre-

pred icate) , 这是很恰当的定位。

所以, 从来源上看, 特异 /是 0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其实并非 /特异0!

3. 初步结论

根据前面的讨论, 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结论:

( 1) 特异 /是0字句的基本特征是句法上存在空主语 e。在逻辑结构中, /是0的系词性

仍然保留, 在表层结构中成为表达说话人主观断定的标记。

( 2) 空主语 e可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成为一般话题句。特异 /是0字句跟一般话题句

在句法上表现出一致性:

X, NP是 Y(话题句 )

X, e是 Y (特异 /是 0字句 )

有些空主语因是高度抽象的空语类, 不能实现为显性名词短语。

( 3) 特异 /是0字句中存在空主语 e有其句法上的合理性。

据此, 本文认为, 特异 /是0字句基本上是一般话题句的变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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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Articles

LEE Po Lun Peppina, Association w ith Focus Phrases or w ith Focus alone?

D ifferent sem antic framework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cus. A ll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 ion that focus-sensitive opera tors assoc ia te w ith focus. B ased on a study on the

restr ict ive focusing particle / only0, K rifka ( 1997, 2006) posits a hybrid framewo rk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w hich argues for associat ion w ith focus phrases in the fo llow ing w ay: assoc iation

w ith focus phrases is v ia LF movement and assoc ia tion of focus w ithin focus phrases v ia

pro jection o f a lternatives. Th is paper exam ines focus assoc iation in Chinese, so as to answ er

the question / Do Chinese focus-sensit ive operators assoc iate w ith focus phrases or w ith focus

a lone? 0 It is argued that both are necessary in Ch inese, w hich is governed by the follow ing

cond it ion: In the case of negators or nega tive quant ifiers, assoc ia tion would be w ith focus, and

in the case of restrictive focusing particles and additive /scalar partic les, w ith focus phrases;

o therw ise, it w ou ld lead to semant ic m isinterpretation or dev iat 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the

lex ical semantics o f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that determ ines w hether the re levant association is

w ith focus or focus phrases.

Keywords: assoc iation w ith focus,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focus phrases, restrict ive focusing

partic les, add itive /sca lar particles

ZHANG Heyou and TANG Sze-W ing,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id iosyncratic

copular sentences and empty categories

In th is paper, w e exam ine som e semant 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ca lled id iosyncra tic copular sen tences in Chinese. It is argued that such sentences are

copu lar top ic sentences, a variant of the topic construction, in wh ich the sub ject is an empty

category. The empty subject cou ld convey a meaning of manner, reason, resul,t etc. The

conditions on the inversion o f the top ic and the pred icative are also discussed. The ex istence of

the empty sub ject in the copu lar top ic sentences is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grammatical tests.

Keywords: copu la, top ic sen tence, empty category, predicat ion

PENG Jianguo and Zhu X iaonong, On the Falsetto voice in Yueyang dialec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 ions in phonetics and dia lecto logy have been pa id to the

study o f phonat ion types. D ifference phonat ion modes can be used to def ine reg isters and even

tone categories. Tones in different reg isters are incomparab le cross languages. In light of this,

the trad itional five- level descriptive framew ork shou ld be modified and ex tended into a new

mu lt-i reg ister and four- level tonal (MRFL) mode.l The falsetto vo ice in the Yueyang d ialect of

Hunan Prov ince prov ides a p iece o f ev idence to the MRFL mode.l There are eight tone

categories in Yueyang, three of w hich, Y inqu, C iy inqu and Y inru, are produced w 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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