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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部分内容曾在湖南大学认知科学研究所( 2004 年 10 月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 2004 年 11

月)、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2005 年 4 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 第二届形式句法学及语义学研讨会0

( 2005年 4月)和荷兰莱顿大学举办的/ 第十三次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0( 2005 年 6 月)介绍过。在文章写作过程

中,得到了以下先生的宝贵意见和有价值的讨论(按音序) : 蔡维天、顾阳、郭锐、胡建华、花东帆、李宝伦、李行德、刘丹

青、刘鸿勇、陆俭明、罗琼鹏、罗昕如、宁春岩、欧阳伟豪、苏金智、曾涛、张庆文和郑礼珊,谨此致谢。《语言科学》评审专

家也对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对完善文本帮助很大。当然, 文章仍然存有的漏洞和缺点, 概由本人负责。本

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计划/ A Comparativ e Study o f the Po stv erbal Par ticles in the C antonese and X iang D ia-

lects0 (编号 A- PF49)的部分资助 ,特此致谢。语言学名词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克

里斯特尔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1〕 /受事话题0在文献里也曾称为/ 次话题0 (刘丹青、徐烈炯 1998)。本文所讨论的受事话题句只包括/ SOV0

句型,而不包括/ OSV0句型。

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提要 文章采用生成语法学的动词移位理论对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类型现象作出重新分析, 并且论证话

题化的/强弱0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一项参数, 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

来决定。文章的发现还可以进一步在汉语方言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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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普通话,基本词序属于/主语- 动词- 宾语0类型,是所谓的/ SVO0语言, ( H uang 1982: 26)如

例( 1)。事实上,普通话也允许/主语- 宾语- 动词0词序,如例( 2)。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把前置宾语称

为/受事话题0, 如例( 2)中/语言学0,而像例( 2)的/ SOV0句子则称为/受事话题句0。〔1〕

( 1)我喜欢语言学。( SV O) (普通话)     ( 2)我语言学喜欢。( SOV) (普通话)

根据受事话题句的使用情况, 刘丹青( 2001)把汉语方言划分为/最强的 SV O0、/温和的 SVO0和/最

弱的 SVO0三大类型。

在汉语方言里, 粤语属于/最强的 SVO0。基本上, 粤语只接受/主语- 动词- 宾语0词序,受事话题

句并不普遍,如例( 4)在粤语中就显得不自然。

( 3)我钟意语言学。(我喜欢语言学。) (粤语)  ( 4) ? 我语言学钟意。(我语言学喜欢。) (粤语)

此外,刘丹青( 2001)认为粤语都具有 VO类型词序和谐的结构, 是/最典型0的 SVO 语言。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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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特点: 1) /把0字句/处置式不发达,如例( 5) ; 2)方位处所放在动词后,如例( 6) ; 3)差比句的基准放

在形容词之后, 如例( 7)。

( 5)读完中学先至讲。(把中学念完再说。) (粤语)   ( 6)去南京。(到南京去。) (粤语)

( 7)你肥过我。(你比我胖。) (粤语)

虽然普通话允许受事话题句, 如例( 2) , 但是刘丹青( 2001)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温和的 SVO0,〔2〕

而吴语、闽语却是/最弱的 SVO、最明显的 SOV 倾向0的语言。他指出普通话否定句和疑问句的词序是

/动词- 宾语0, 然而在吴语上海话里,否定句和疑问句的词序却是/宾语- 动词0。如:

( 8)我不爱吃鱼。(普通话)     ( 9)我鱼勿喜欢吃。(我不爱吃鱼。) (上海话)

( 10)你有剪刀吗? (普通话) ( 11)侬剪刀有伐? (你有剪刀吗? ) (上海话)

至于闽语(闽南话)的情况,刘丹青( 2001)指出闽语的词序类型总体上跟北邻吴语很接近,并且引述

李如龙( 1997)的观察: /泉州话的受事成分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灵活地前置于主谓之间或句首。不同的

语序所表示的语义重点有一定的差别, 但并不十分明显。0因此, 刘丹青( 2001)也把闽语分析为/最弱的

SVO0, 跟吴语属于同一类型。如:

( 12)汝贼有看见无? (你见到贼了吗?) (泉州话)

( 13)我英文孤读着一年。(我只读过一年英文。) (泉州话)

虽然这一划分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是一项突破,然而, /最强、温和、最弱0等术语仍然只局限于描述

层面,受事话题句的/强弱0能说明什么问题, 到底某种词序的/强弱0是一个孤立现象还是跟别的现象有

联系。在以下讨论里,我们将从形式句法学入手, 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可行的研究方向。

2 方言语法的参数分析:动词移位

根据生成语法学的/原则与参数理论0( pr inciples- and-par ameters f ram ewo rk) ,语法由两大部分组

成, /原则0和/参数0。( C hom sky 1981) /原则0具有普遍性, 所有语言都应该共同拥有和遵守。/参数0

在不同语言里可以有不同的值,参数的值决定了个别语言的面貌。除了解释不同语言的差异外,参数理

论同样适用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解释方言语法的差异。(邓思颖 2003b, 2005)本文讨论焦点集中在参

数方面,特别是动词移位方面。〔3〕

我们曾提出过汉语方言动词移位参数, 认为粤语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移动得更靠前(邓思颖

2003b)。根据此论断, 普通话和粤语中一系列语言现象都可以有一个合理解释, 包括格结构的词序、处

所介词短语的词序、述语助词(表示量化、焦点)的形成、后置状语的形成、处置句和/把0字句、比较句的

词序等问题。

如果普通话、粤语动词移位理论是正确的,本文将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扩展到其他汉语方言, 为汉语

方言受事话题的词序类型提出一个尝试性建议:受事话题的出现跟动词移位的距离有关。更具体一点,

就是普通话的动词要比吴语、闽语的动词移得靠前,而粤语的动词又要比普通话的动词移动得靠前。动

词移位参数可以简化为:

( 14)粤语 > 普通话 > 吴语、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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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刘丹青( 2001)原文采用/ 官话0一词指北方方言。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以普通话作为/ 温和 SVO0的代表。

参数不一定是某种特定原则的参数。不过,动词移位参数跟/ 内部合并0 ( internal merge,即移位)有关。假如

内部合并具有普遍性, ( Chomsky 2004)那么,动词移位参数也可以理解为内部合并的一项参数。



下面简单解说( 14)如何跟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强弱0有关。假如受事话题出现在一个固定位

置,即动词的底层位置(尚未移位的位置之前) ,假如吴语、闽语的动词不移位,受事话题就应该永远出现

在动词之前,呈现出所谓/最明显的 SOV 倾向0:主语+ 受事话题+ 动词。至于普通话,即使句子底层

有一个受事话题,由于动词移位的缘故, 动词最终还是出现在这个受事话题的左边, 呈现出/ SVO0词

序。

虽然普通话在表面上也有类似吴语的受事话题句,但受事话题在普通话和吴语中位置并不一样。

胡建华、潘海华、李宝伦( 2003)指出,普通话和宁波话的受事话题句不同,普通话受事话题只能出现在助

动词之前,但宁波话受事话题可以出现在助动词之前或者之后。〔4〕 如:

( 16)小明可能写好文章了。(普通话)   ( 17)
*
小明可能文章写好了。(普通话)

( 18)小明文章可能写好了。(普通话)   ( 19)小明文章可能写好勒。 (宁波话)

( 20)小明可能文章写好勒。(宁波话)

根据对动词移位参数的分析, 我们认为普通话例( 16)的动词/写好0移得比较靠前,紧贴在助动词之

后,受事话题/文章0只能出现在动词右边, 不能出现在动词左边,如例( 17)。假如要形成/ SOV0句型,

/文章0必须进行移位,跨过/写好0和/可能0, 移到助动词前边,形成例( 18)的词序。至于宁波话的情况,

如果宁波话的动词/写好0不移位, 受事话题/文章0既可移到/可能0前边,形成例( 19) ,又可以出现在/可

能0和/写好0之间,形成例( 20)。如果此分析正确的话,普通话动词的移位应该比吴语、闽语动词的移位

要靠前。

根据上述讨论, 我们发现在普通话里,动词经过移位之后,受事话题仍然允许作进一步移位,出现在

动词之前,呈现/ SOV0词序,使之成为一种/温和的 SVO0语言。

我们在( 14)中提出的汉语方言动词移位参数,正好解释了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所谓的/强弱0现象:

动词移得越靠前,汉语方言越容易成为/强的 SVO0语言。

根据我们对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分析,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强弱0不是一项参数,而是动词移位参

数的一种结果。虽然上述描述跟刘丹青( 2001)对汉语方言的观察基本上一样,但/话题化0纯粹只是经

验描写,缺乏形式化表述, /强、弱0等概念在语法系统内较难操作。相比之下,动词移位是一种形式化手

段,移位的距离在语法系统内可以进行操作, 理论上能够做到解释语言现象,解释语言差异。

3 动词移位参数与词尾的关系

假设体标记衍生在动词短语之前的位置。以完成体标记为例,普通话的/了0原本衍生在动词之前

的位置。( L in 2001: 258;邓思颖 2003b: 50)由于/了0在形态上属于词尾(助词) ,这种词尾的特性吸引

了动词移位,形成了普通话/动词+ 了0的词序,如下所示:

普通话的/了0基本上可以对应为粤语的完成体标记/咗0, 形态上都是词尾。粤语例( 22)跟普通话

例( 21)应该有同样的分析,即动词移位是受到词尾/咗0的吸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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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只引用胡建华、潘海华、李宝伦( 2003)的例句和语感,而没有采用其分析。



( 22)佢睇咗一本书。(他看了一本书。) (粤语)

除了完成体标记/咗0,粤语还有丰富的动词词尾, 表示不同的意义。如例( 23)中表示全称量化的

/晒0(全、都) ,例( 24)中表示限制焦点的/得0(只) , 例( 25)中表示情态的/硬0(一定、应该)等。( Tang

1996, 2002, 2003)

( 23)佢睇晒本书。(他把那本书全看了。)      ( 24)佢睇得一本书。(他只看了一本书。)

( 25)佢睇硬呢本书。(他一定看这本书。)

部分词尾还可以跟体标记一起出现,如例( 26)的/过0和/晒0。

( 26)佢睇过晒呢啲书。(他把那些书全看过了。)

我们认为体标记/过0和表示全称量化的/晒0分别位于不同的句法位置,如( 27) a。/过0首先吸引了

动词移位,形成了/动词+ 过0的词序,如( 27) b。然后/晒0吸引动词移位,形成了/ 动词+ 过+ 晒0的词

序,如( 27) c。( Tang 2003)这些分析正好支持了粤语动词移位的距离比普通话动词移位的距离要远。

闽语情况就很不一样,表示完成体的体标记并非词尾。普通话的/了0和粤语的/咗0对应为闽语的

/有0,出现在动词之前而非之后,如例( 28)。由于闽语的体标记不能吸引动词移位, 所以闽语是一个没

有动词移位的语言。

( 28)伊有看一本册。(他看了一本书。) (闽语)

汉语方言的动词移位不移位跟动词词尾特点有关,例如体标记。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进一步把吴语

区分为两个类型:以温州话为代表的南部吴语(浙江吴语)和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

根据刘丹青( 2001)观察, 受事话题句在南部吴语里更常见。同样的句子,在普通话和上海话都用

/ SV O0的句型来表达, 如例( 29)和( 30) ,而温州话却用了/ SOV0句型,如例( 31)。

( 29)下雨了,打伞吧。(普通话)      ( 30)落雨勒,撑伞伐。(上海话)

( 31)雨落起啵, 雨伞撑起。(温州话)

根据这些例子, 我们认为:温州话比上海话更具有呈现/ SOV0词序的倾向性, 是真正/最弱的 SVO0;而

上海话/ SVO0词序的倾向性比温州话要/强0, 属于/温和的 SV O0。根据上述分析, 上海话应该属于一

种动词移位的语言, 跟普通话差不多,而温州话则应该属于一种动词不移位的语言。

动词移位在这两类吴语中的区别, 可以从它们体标记形态上得到支持。温州话的/爻0跟普通话的

/了0相似, 好像表达一种完成体的意思。然而, /爻0的虚化并不/ 彻底0。(潘悟云 1996)如下面例子所

见, /爻0虽然出现在动词后面,却并非词尾,例( 33)中的/爻0仍然保留了词汇意义,跟普通话的补语/掉0

很相似,因此可以把温州话的/爻0分析为一个补语, 而不是词尾,例( 34)的不合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基

本上,汉语动词后面可以有一个补语加一个体标记,但其补语数量不能超过一个。如果温州话的/爻0是

一个补语,动词/打0后面就有两个补语,即/破0和/爻0,违反了这个规定,间接支持了/爻0是一个补语的

说法。如果温州话缺乏了词尾体标记, 动词就不会移位,就不会呈现出所谓/最弱的 SVO0的特点。

( 32)饭吃爻走。(吃了饭走。) (温州话)

( 33)吃爻三个苹果。(吃掉三个苹果。) (温州话)

( 34) * 我打破爻一个碗。(我打破了一个碗。) (温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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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吴语原来属于/最弱的 SVO0, 跟闽语差不多, 那么吴语应该是一种正处于由/闽语型0向/ 普通

话型0转变的语言,其中上海话最具有代表性。钱乃荣( 2003: 300)发现, 一百多年前老上海话的受事话

题句主要是/未发生事实的虚拟句包括疑问句0。有趣的是,当实现体标记/仔/之0在句中出现, /跟在带

宾语的动词后通常为-V 仔 O. 式,宾语往往不前置0, (钱乃荣 2003: 269)如例( 35)。由此可见, 体标记

/仔/之0的出现,能够吸引动词移位,在形成/ SVO0的词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35)侬到之啥地方去? (你去了什么地方?) ( 1908年)

老上海话有大量受事话题句, 应该是一种/最弱的 SVO0, 不过现在多向/ SV O0转化了。(钱乃荣

1997, 2003)例( 36)属于受事话题句,是老上海话的例子,现在的上海话则应该说成例( 37)。它已经不再

用/ SOV0的词序,而是靠向了/温和的 SVO0。

( 36)侬香烟吃否? (你抽烟吗?) ( 1936年)   ( 37)侬吃香烟伐? (现在)

我们认为, 吴语这种/温和 SV O0的特点是由于受到/温和 SVO0语言(例如普通话)的影响所致。现

在的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很大,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如上述例子所提及的老上海话实现体标记/ 仔0,

现在已经被普通话/了0所取代。从(功能性)词汇更替和词序转变这些例证可以看出, 部分吴语正在向

普通话靠拢,如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这部分吴语在类型上游离于/最弱 SVO0的南部吴语和

/温和 SVO0的普通话之间,处于正在变化的阶段。

根据以上论述, 吴语应该分为两类: 1) /温和的 SVO0,包括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 2) /最弱的

SVO0, 包括以温州话为代表的南部吴语。动词移位参数重新修正如下:

( 38)粤语 > 普通话、北部吴语 > 南部吴语、闽语

据此, 普通话和北部吴语属于一个类型, 即/温和的 SVO0,是动词移位的语言。而南部吴语基本上跟闽

语同属一个类型,即/最弱的 SV O0,是动词不移位的语言。

4 动词移位参数和量名短语宾语

汉语方言的动词移位参数除了解释受事话题句的分布外,还跟无定宾语的分布有关。

汉语有一种表示无定( indef inite)的名词短语, 里面只有量词而没有数词, 简称/量名短语0, 如例

( 39)。我们认为,像例( 40)这样的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受到句法上的制约: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 licen-

sing)。(邓思颖 2003a)

( 39)本书              ( 40) ù + 本 + 书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允许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语言刚好是那些有动词移位的语言,包括

普通话、上海话(北部吴语)和粤语;不允许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语言属于那些没有动词移位的语言,例

如闽语。

( 41)我看了本书。(普通话)      ( 42)我看了本书。(上海话)

( 43)我睇咗本书。(粤语)      ( 44) * 我有看本册。(闽语)

前文已经指出, 量名短语的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假如体标记(动词词尾)可以作为准许空数词的

一个成员,那么可以得出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合法度跟体标记出现有关,凡是体标记丰富的汉语方言原

则上都能允许量名短语宾语。如果体标记(动词词尾)的产生跟动词移位有关,那么就可以把无定量名

短语宾语的合法度和动词移位参数联系起来:动词移位的语言有无定量名短语宾语(例如普通话、北部

吴语、粤语) ,而动词不移位的语言则没有无定量名短语宾语(例如闽语)。这个现象可以总结为:

欠缺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汉语方言,应该是一种不允许动词移位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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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记(动词词尾)只不过是准许空数词的一种手段。在动词不移位的语言里, 或许有别的方法来

准许空数词。比如, 温州话就是透过量词变调来准许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 ( C heng and Sybesm a

2005)请比较下面例子:

( 45)我想买本23书。(有定)      ( 46)我想买本45书。(无定)

例( 45)量名短语是有定的,量词/本0声调是 23调。如果把量词/本0读成 45调,则量名短语可以理解为

无定,如例( 46)。按照分析,尽管温州话没有动词移位,却可以透过如变调这样的手段来准许无定量名

短语宾语内的空数词。因此, 温州话并不构成反例。

5 湘语的动词移位

除了上述讨论的粤语、普通话、吴语和闽语,湘语属于另一类比较突出的汉语方言。整体来讲,湘语

受事话题不发达。例( 47)和例( 48)在湘语中就不自然。〔5〕 根据上述讨论, 可以假定湘语是一种动词

移位语言,或许属于/最强的 SV O0类型,跟粤语差不多。

( 47)我这本书看过了。        ( 48)我雨伞没带。

假如湘语和粤语差不多, 那么无定的量名宾语应该是可以说的。例( 49)的宾语/本书0是无定名词

短语,在湘语里可以说,这个句子的合法证明了上述预测的正确性。假如湘语动词进行移位, 无论其移

得有多靠前,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动词移位后, 在宾语位置的空数词都得到准许。

( 49)我看了本书。

不过,其中一个跟粤语不同的地方,就是湘语中的新化话好像连那种/典型的0话题句都欠缺。讲新

化话的人往往把例( 50)说成例( 52) ,而不是把受事宾语提前,形成话题句。即使是粤语这种动词移位比

较靠前的方言, 像例( 51)这样的话题句都是还能接受的。

( 50)张三啊,你就忘了他吧。(普通话)   ( 51)张三呀,你就忘记咗佢啦。(粤语)

( 52)你就忘了张三吧。(新化话)

我们还发现,在新化话里,表示无定的量名短语能够出现在主语位置, 例( 53)的/幅画0表示无定意

义,跟普通话/一幅画0意思接近。然而这种无定的量名短语主语在普通话和粤语中都不允许,如例( 54)

和( 55)都不能接受。〔6〕

( 53)幅画挂在墙上。(新化话)       ( 54) * 幅画挂在墙上。(普通话)

( 55)
*
幅画挂喺埲墙上面。(粤语)

根据上文论证, 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必须受到准许。既然新化话允许无定的量名短语主语,那

么跟体标记结合后新化话动词应该移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 足以允许主语内的空数词。虽然我们认为

粤语的动词移得比较靠前,但相对而言,粤语的动词移得还不够靠前,无法准许主语内的空数词。

基于这些考虑, 我们认为,以新化话为代表的湘语才是汉语方言中/最强的 SVO0语言。粤语只能

是/强的 SV O0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 动词移位参数可以补充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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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罗琼鹏和曾涛就湘语语法现象跟我进行了多次极具启发性的讨论, 罗昕如跟我详细讨论了新化话的语料。

此外,湘语语法讨论会(湖南大学 2004 年 10月和湖南师范大学 2005 年 10月)的参与者也为本文提供了宝贵意见,特此

致谢。

粤语/幅画0如果理解为有定的话, 例( 55)就可以接受。不过, 有定的量名短语跟动词移位没有关系。详见

Cheng and Sybesma( 1999, 2005)、Au Yeung( 2005)等对粤语有定量名短语的分析。

( 56)的/ 湘语0是指新化话。



( 56)湘语 > 粤语 > 普通话、北部吴语 > 南部吴语、闽语

按照动词移位的距离,汉语方言可以重新划分为四大类型: 湘语型(以新化话为代表)、粤语型、普通

话型(包括北部吴语)和闽语型(包括南部吴语)。在这四大类型汉语方言里,动词最终/落脚点0在哪里?

在闽语型方言里,动词没有进行移位,而停留在原来位置,即( 57) / V0的位置。在普通话型方言里,

动词进行了移位,移到了轻动词( light ver b)的位置, ( H uang 1997)即( 57) / v0的位置。体标记衍生在轻

动词那里,动词移到轻动词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跟体标记结合。( L in 2001: 258; 邓思颖 2003b: 50)

在粤语型方言里,动词移到一个跟量化、焦点、情态等相关的功能词的位置, ( Tang 2003;邓思颖 2003b,

2006)即( 57) / X0的位置。至于以新化话为代表的湘语型方言, 动词应该移到一个比/ X0更高的功能词

的位置,贴近主语,可以允准无定量名短语内的空数词,我们暂时把这个位置称为/ Y0。

  ( 57)

/ Y0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除了体标记以外,新化话有一些比粤语更/虚化0的功能词,依附

在动词后面,这些词纯粹表示语法关系。比如, 新化话动词词尾/倒0是一个跟格( case)有关的标记,

/倒0的作用表示动词选择了一个短语, 该短语的中心语能指派格, 例如介词短语、动词短语(邓思颖

2004)。在下面句子里, /倒0表示动词选择了一个介词短语,如例( 58)中/在元旦0,或者选择了一个动词

短语,如例( 59)中/念书0。如果是其他短语, 如例( 60)中名词短语/大碗0, /倒0就不能出现。文献早已

指出,介词、动词能够指派格, 但名词却不能指派格。( Van Riemsdijk 1983: 249)

( 58)定倒[在元旦]。(定在元旦。)    ( 59)我劝倒其[念书]。(我劝他念书。)

( 60) * 吃倒大碗。(吃大碗。)

这种纯粹跟格有关的功能词在汉语方言中确实比较少见,应该是新化话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邓

思颖 2004)由于新化话拥有像/倒0这样极度虚化的词尾, 能够跟动词组合,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化话有一

个功能词/ Y0,位于句法结构较高的位置, 跟格的指派有关,〔8〕并且能够吸引动词移位, 形成较为特殊

的语言现象。因此, 新化话中缺乏受事话题句、允许无定量名短语作宾语、允许无定量名短语作主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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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Y0有可能是一个跟及物性有关的/ T r0。( Bow ers 2002)至于/ Y0的具体特性, 我们会收集更多语料,留待日

后讨论。



现象都可以得到一个统一解释。〔9〕

6 结语

根据本文讨论, 动词移位参数可以推导出四种类型的汉语方言: / 最强的 SVO0、/强的 SVO0、/温

和的 SVO0和/最弱的 SVO0。形成受事话题句的所谓/话题化0有一定句法证据的支持, 而话题化/强

弱0本身不是参数,动词移位才是一项参数。根据分析,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

词移位决定。这个发现还可以进一步在汉语方言体标记的形态和无定量名短语宾语的分布等现象中得

到印证。

本文所提出的动词移位参数, 特别是我们把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体标记和无定量名短语这几方面

联系在一起,可以作为一个/强假设0。在今后汉语方言语法和语言类型研究中,可以利用本文没有讨论

到的其他方言语料, 来验证动词移位参数,看看能否找到更多的支持证据, 或者反例。无论如何,我们希

望本文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启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问题, 以求发现汉语方言更丰富的语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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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ametric Approach to the Typology of Subtopics

in Chines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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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r 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wo rd or der typo logy and the var iat ion o f topicaliza-

t ion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both due to the parametric variat ion o f v erb movement under the f rame-

w o rk of g enerative gramm ar. The claim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independent evidence f rom the mo r-

pholog y of aspect mark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def inite objects in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subtopic sentences  verb m ovement  parametric theory  Chinese dialectal gramm ar

typ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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