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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无定代词在很多语言里都能找到, 本文主张汉语也有类似的成分, 但以零形式出现。本文考

察表面上不依赖任何名词性成分的独立/的0字结构,指出独立/ 的0字结构本身并没有所指, 而是依赖上

文的名词性成分或者语境中的事物提供所指; / 的0字结构能否独立, 不但同/ 的0前成分的结构相关, 而

且还同独立后能否顺利取得所指有关。本文部分采用朱德熙 ( 1966)的分析, 主张独立/ 的0字结构所修

饰的是无定代词,其句法表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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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的0字结构

现代汉语/的0字结构1 通常像例( 1)那样

充当定语,或者像例( 2)那样作为名词性成分的

同位语
2
。不过,按照一定的使用习惯或在一定

的语境中, /的0字结构可以像例( 3)、( 4)那样脱
离名词性成分而独立存在,而且仍然表达明确

的意义。

 ( 1) 昨晚在象山登陆的台风/ 韦帕0并没有袭击上

海。

( 2) 台风/ 韦帕0 可能在上海登陆的消息引起了慌

乱。

( 3) 小梅的父亲是镇上副食站卖肉的。

( 4) 桌子还是木头的好。

/的0字结构为什么能够独立使用, 怎样才

能独立,以及独立时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向来众

说纷纭,但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两种。一是省略

说,主张独立/的0字结构原本是定中结构,其中

心语因某种原因被省略了,剩下的定语便以偏

代正,承接了整个名词性短语的作用与意义(如

黎锦熙 1924; 季永兴 1965; 孔令达 1992; 张静

1994)。另一种是本质说,主张有些/的0字结构

是名词性的,完全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如朱德熙

1961, 1962, 1978, 1983;黄国营 1982; 刘月华等

2001;邵敬敏 2007)。在这种/的0字结构和其

他名词性成分组成的短语中, /的0字结构是另
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同位语(朱德熙 1982, 1984,

1993)。

2. 独立/的0字结构的意义

省略说和本质说之间的差别很多,最重要

的是如何概括独立/的0字结构的意义。省略说
认为/的0字结构是定语,独立使用时所表示的

名词性意义来自省略了的中心语, 所以例( 5)

(引自孔令达 1992)中/小王的0实际上表示/小

王的衣服0。

 ( 5)这是我的衣服, 小王的[衣服]在床上。

就大部分独立/的0字结构而言,由省略了

的名词性成分来支撑整体意义,是个解释能力

很强的假设。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说话习惯,除

非为了修辞效果而故意重复, 表示同一个事物

的名词性成分很少会以同一个形式出现,再次

#83#



提及时通常会采用代词, 特别是零形式的指代

成分。在例( 5)那样的句子里, 如果真的把/衣

服0补进去,就不像汉语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例
( 6)和例 ( 7) 那种 / 的0字结构 (引自朱德熙

1966) ,虽然能够独立使用,后面却无法补出个

合适的名词性成分来。

 ( 6) 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

( 7) 他年青力壮,所差的是眼睛不太好。

本质说认为独立/的0字结构本身就是名词

性的,其名词性来自/的0,即朱德熙先生( 1961)
所说的那个 /的30, 或者表示/ 转指0的那个

/的t0(朱德熙 1983)。这种/的0有两种功能,

一是语法功能的转化, 附着在谓词性成分后将

其名词化;二是语义功能的转化,可以转化谓词

性成分的语义,还可以将一个名词性成分变为

另一个名词性成分(朱德熙 1978, 1980, 1983)。

这一假设对于独立/的0字结构的句法语义功能

有着极强的解释能力。不过, 独立/的0字结构
还可出现在另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前面,成为偏

正结构中的/偏0, /偏0与/正0之间的句法语义

关系就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

按照目前的主流意见, 在( 8a )那种/的0字
结构中, /的0提取了/戴眼镜0的施事,所以/戴

眼镜的0具有施事的格位。/戴眼镜的0与/戴眼

镜的学生0不但有相同的句法功能,而且受到相
同的语义选择限制。/ 戴眼镜的0因此可以像

( 8b)那样独立使用, 而/戴眼镜的学生0是包含

两个核心的同位性向心结构。依此类推, ( 9a)

中/木头的0与/木头的房子0功能相同, /木头的
房子0也是个包含两个核心的同位结构(朱德熙

1961, 1966, 1978, 1983, 1984)。

 ( 8) a. 戴眼镜的学生很多。

b. 戴眼镜的很多。

( 9) a. 木头的房子盖好了。

b. 木头的盖好了。

这样解释照顾了/的0字结构的独立使用,

却造成了语义上的冲突。一般说来, /的0字结
构出现在名词性成分前面时有三种功能, 即

( 10a) 的 /领属性0, ( 10b) 的/ 同一性0, 以及

( 10c)的/ 说明事物的属性0 (引自丁声树等

1961;参见刘月华等 2001)。

 ( 10) a. 谁的书? 我的书。

b. 而且又知道了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

学的事实。

c. 老师说的那本书我已经买到了。

/同一性0结构通常称为同位语结构, 也就
是朱德熙( 1984)所说的/同一性向心结构0,最

重要的特点是/的0字结构和后面的名词性短语

具有相同的真值, 可以像例 ( 11) 那样用等值

/是0字句来描述两者的关系。

 ( 11) a. (这一)事实是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

学。

b. 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便是(这一)

事实。

/说明事物属性0的是定语, 通常还进一步

分成限制性的和描述性的两种。/限制性定语

具有区别作用0, /因此,当用这类定语修饰某事
物时,一定还有其他同类事物存在,说话者认为

有必要或者必须加以区别0;而/描写性定语的

作用只在于描写0, / 说话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所
描写的事物本身, 而不理会是否还有其他同类

事物存在0(刘月华等 2001: 476-477;参见丁声

树等 1961, C hao 1968)。

表面上看,这一区别同印欧语中限制性与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对立十分相似, 但两种情

况实际上并不相同。就英语而言, ( 12a )中的

men表示一个大集合,受到限制性从句修饰的

men who ar e w or king f rom 6am to 11pm 是

men的一个子集。( 12b)中的 men也表示一个

集合,在受到非限制性从句修饰后没有改变,仍

然还是同一个集合( Biber et al . 1999)。文献

中所列举的汉语描述性定语, 并不具有非限制

性定语的这种特点。例( 13)中/热情洋溢的0被

视为典型的描述性定语(引自刘月华等 2001) ,

理由是说话人只关心/他0的这次讲话, 并不关
心是否还有其他的讲话。

 ( 12) a. We have 30 m en who ar e w orking fr om

6am to 1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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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e warned the public no t to appro ach the

men, who we re a rmed and danger ous.

( 13) 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问题在于/讲话0所表示的是事物的类别,

表示一个有着无数成员的集合,而/热情洋溢的

讲话0所表示的是其中的一个子集,无论成员有

多少,都只会小于或等于整个集合。从这一点

上说, /热情洋溢的0起的是限制作用。限制与
否其实同说话者的态度无关, 例( 13)中说话的

人所指的当然可能只是某一特定的/讲话0, 即

表示定指, 但这是由整个名词性成分的主语地

位以及其所处语境所造成的可能性之一。就

/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0本身而言,所指对象仍

是/讲话0的一个子集,而不一定是特定的讲话。

能否对汉语的名词性成分进行描述是个相

当复杂的问题, 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要指出

的是, 汉语的定语一定是限制性的。( 8a)中/学
生0所表示的事物是个集合, 而/戴眼镜的0对

/学生0加以限制, 从而形成一个子集。从这点

上说, /戴眼镜的0和例( 14)中的/ 三好0的作用

完全相同,都是表示一种性质,对/学生0加以限
制。如果假设/戴眼镜的0和/学生0同位, 或者

说表示同一个集合的话, 那就无法解释/戴眼镜

的0所担负的限制作用,因为两个相同的集合是

无法互相限制的。

 ( 14) 三好学生很多。

如果假设/戴眼镜的0和/戴眼镜的学生0具

有相同的地位,省略说所遇到的问题同样会困

扰本质说。同一般的说法正好相反, ( 8b) 和

( 8a)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 /戴眼镜的0在( 8b)

中也并不必然表示/学生0的一个子集。只有在

特定的语境中, 比如在例 ( 15)这样的复句里,

/戴眼镜的0才一定表示/学生0的一个子集; 在
例( 16)中, /戴眼镜的0则完全不表示/学生0, 而

是分别表示/老师0和/工人0的子集。

 ( 15) 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 戴眼镜的很

多。

( 16) 老师中戴眼镜的很多, 工人中戴眼镜的很少。

事实上,独立/的0字结构虽然具有名词性

成分的句法地位,却并不表示固定的事物,也就

没有固定的所指, 其所指取决于上下文或者具

体的语境。

3. /的0字结构独立的条件

省略说与本质说的另一个区别是/的0字结
构独立的条件。省略说认为, /的0字结构中定

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后者能否省略的

关键。如果两者之间是像例( 17)那种非固有领

属关系,例( 18)那种处所关系,例( 19)那种时间

关系,例( 20)那种特征关系,例( 21)那种质料关

系,例( 22)那种来源关系,以及例( 23)那种工具

关系等,那么中心语就可以省略(孔令达 1992;

黄国营 1982)。

 ( 17) 这是我的衣服,小王的在床上。

( 18) 天桥下的茶馆还卖烧饼,街口的不卖。

( 19) 昨天的报纸我看过了,今天的还没看。

( 20) 我穿这套塑料扣子的制服, 那套铜扣子的留给

你穿。

( 21) 这件人造毛的氅衣不好看, 那件大红段子的好

看。

( 22) 四川的榨菜味道好,浙江的差一点。

( 23) 小房门的锁在这儿呢, 大门的不知弄哪儿去

了。

本质说将/的0字结构独立的原因归结为其
本身的句法特性。/转指0/的0字结构本质上就

可以独立使用,而/自指0/ 的0字结构则只能附

着在名词性成分上。有两种/ 的0字结构可以

/转指0, 一种由体词性成分构成 (朱德熙

1983) , 还有一种由被/的 t0/提取0了主要/格

位0的谓词性成分构成。主要格位包括像( 24a )

那样的施事、( 24b)那样的受事、( 24c)那样的与

事和( 24d)那样的工具, 即相关成分可以充当

主语和宾语的(朱德熙 1983, 1984;参阅袁毓林

1995;郭锐 2000)。

 ( 14) a. 施事: 游泳的、开车的、坐在主席台上的

b. 受事:新买的、小孩画的、从图书馆借来的

c. 与事:你刚才跟他打招呼的 (那个人)、我借

钱给他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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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具:吃药的(杯子)、裁纸的(刀)、我开大门

的(钥匙)

很显然,这两种假说都将/ 的0字结构分成

两组,一组能够独立使用,另一组则不能。本质

说认为, 例( 25)那些/的0字结构是由/的s0构

成, /的s0不能/提取0格位, 其前面的 VP 只能

表示/自指0,所以这些/的0字结构不能独立使

用(朱德熙 1983)。省略说认为例( 26)中那些

定中结构的语义关系不符合要求, 所以中心语

不能省略(孔令达 1992)。另一方面, 本质说认

为由体词性成分构成的都能独立, 而省略说认

为只有一部分可以独立。

 ( 25) 开车的技术、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样子、爆炸的

原因、打架的事情

( 26) 固有的领属关系: 正房的[西北角]

表示范围:生活中的[大事]

表示相关:孙子的[事儿]

表属性:敌意的[眼光]

表同一:股东的[身份]

表成数:一半的[收入]

就实际情况而言,省略说和本质说认为可

以独立的,大多可以如此使用。问题在于被这

两种假说认定为不能独立的, 其实也可以独立

使用。例 ( 27)- ( 32) 中那些/ 的0字结构同例

( 25)中的一一对应, 都属于/自指-V P 的p0, 照

理应该不能说, 但在这些句子里却都能说。例

( 33)和( 34)都符合孔令达( 1992)所说的不能省

略的条件,但这两个/的0字结构也可以独立使

用。

 ( 27) 我在部队里学了几门技术,修汽车的到现在还

有用,修雷达的却始终用不上。

( 28) 同样是噪音, 我可以忍受机器切割瓷砖的, 但

无法接受指甲划过玻璃黑板的。

( 29) 刘英跳民族舞的样子很好看, 但跳芭蕾舞的就

不敢恭维了。

( 30) 澡盆漏水的原因找到了, 屋顶渗水的也找到

了。

( 31) 刘涌聚众殴斗的案子已经了结了, 贩卖毒品的

正在调查之中。

( 32) 儿子的事儿你可以不管, 可孙子的你一定得

管。

( 33) 善意的眼光我会报以微笑, 敌意的我一定会怒

目相对。

另一方面, /的0字结构什么时候可独立使

用,其实很难用/的0字结构本身的意义,或/的0

字结构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来归纳。同样是独

立使用的/吃的0,在例( 34)里表受事,例( 35)里
则表施事,似乎很难从结构上找到原因。另一

方面, /洗碗的0在例( 36)里表示施事,在例( 37)

里表工具,例( 38)里表示广义的工具,例( 39)里

则表示与动词没有直接关系的声音 ( Z hang

2007) , 这些都无法从结构语义上进行归纳。

 ( 34) 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 足以招待所有的客人。

( 35) 今天上午的顾客很多,看的、买的、吃的都有。

( 36) 小云的妈妈是饭馆里洗碗的。

( 37) 下面的机器是洗碗的。

( 38) 这瓶是洗手的,洗碗的在柜子里。

( 39) 厨房里一阵稀里哗啦, 洗碗的、倒垃圾的、不小

心摔了盆子的,热闹非凡。

本质说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困难。汉语的

名词性成分中, 部分结构可以发挥整体作用的

还有不少。比如例( 40)、( 41)中的/数+ 量0或

/代+ 量0,可以连同名词短语一起发挥作用,也

可以单独发挥作用, 而且两种方式没有太大的

功能差别 (朱德熙 1983)。这种情况同独立

/的0字结构类似,但本质说关于/转指0的分析

却很难移植过来。量词的数量太大,又没有单

一的意义,很难假设不同的量词具有共同的/转

指0功能,而且很难确定/转指0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假设量词结构和/的0字结构有着不同的独

立条件,则又明显不合理,因为这两种结构独立

使用的条件与意义实在太相似了。

 ( 40) a. 我要一个学生。

b. 我要一个。

( 41) a. 你们住那所房子。

b. 你们住那所。

显然,将/的0字结构独立使用的条件归结
为其本身的句法结构和意义,解释能力不够强,

应该寻找更合理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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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定代词与独立/的0字结构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独立/的0字结构到底
表示什么意思, 或者说其所指到底是什么。朱

德熙( 1966: 136)对此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

论述: /英语里-形容词+ onep的格式跟汉语-A
的p所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0。/ Red one( s) 就

是-红的p。离开了一定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

光说 a red one, [谁]也无法知道指的是什么东

西。可是 a red one 的的确确是一个什么也没

有省略的完整的语言格式。0

英语里的 one在这种情况下是所谓的无定

代词 ( indef inite pronoun )。代词的主要功能

是指代名词性成分, 其实际意义也来自所指代

的前指, 所以在分类的时候通常以前指的性、

格、数和人称为标准。不过,有些代词并没有明

确的前指,称为无定代词。印欧语的无定代词

通常可以单独使用, 如例( 42)中法语的 on, 以

及例( 43)中英语的 one。

 ( 42) On peut le faire . (可以干这件事。)

( 43) One cannot igno re this. (不可以忽视这事。)

有些无定代词也会与充当定语的关系小句

共现。例( 44)里法语的 ce 和例( 45)里英语的

one 都是无定代词, 在句子中没有明确的前指,

但可由定语修饰,从而限制可能表达的范围。

 ( 44) Cpest ce que je d�teste. (这就是我不喜欢的。)

( 45) I like the ones you bought ye sterday. (我喜欢

你昨天买的。)

朱德熙所说的 a red one 也是这样。One

本身没有固定所指, 在受到定语限制并成为指

示语 a 的补足语后,表达范围有所缩小, 但实际

意义还是要依赖前指, 指代已知集合中的一个

单一成员子集。英语的 one 有单复数的区别,

例( 45)中的 ones同样表示一个事物的集合, 该

集合或者由上文引进, 或者由周围环境决定。

The ones you bought是其中的一个子集,成员

大于一,相当于汉语中/那些你买的0。

如果将朱德熙的思路再往前推一步, 就可

假设汉语中也有无定代词,且同英语的 one 或

法语的 ce 具有类似的句法特性, 都是指代成

分,本身没有所指,实际意义要依赖前指或语境

提供(参见 Kitagaw a & Ross 1982; Sio 2006)。

不过,汉语的无定代词不但没有性、格、人称的

分别,就连数的分别也没有,而且通常是一个没

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 就像例( 46)中/不到长

城0的主语, 或者例( 47)里/吃、住0的宾语那样。

 ( 46) 不到长城非好汉。

( 47) 吃、住都安排好了, 还发哪门子愁呢?

汉语的无定代词也可作为短语,接受定语修

饰,成为定中结构里的中心语。形式句法一般将

人称代词分析为指示语短语 DP,将无定代词分

析为 NP,以反映两者在句法特性上的差别。汉

语无定代词的句法地位较为复杂,以后会另文讨

论。不过,就汉语的定中结构而言, 两种分析法

的差别不大。DP和 NP都只能由/的0字结构修

饰, 而不能由形容词直接修饰 (石定栩 2002,

2003) , 所以汉语中有相当于 the ones you

bought的/你买的0, 却没有与 a red one 相当

的/一个红0。由于/红一个0也不能说(石定栩

2002) , 就只能用/一个红的0来表达了。

这一假设还可以顺带解决本质说的另一个

难题。前面说过, /数+ 量0和/代+ 量0也可以

像( 40b)和( 41b)那样独立使用, 但很少有人愿

意仿照独立/的0字结构的分析方法, 假设量词

也可以转指,或者假设量词本身就可以起指代

作用, 这两种类似的现象便因此需要用不同方

式分别加以解释了。在形式句法分析的框架

里,曾经有人假设量词像指示代词一样,可以不

需要补足语而独立支撑量词短语 (如 Z ou

1995) , 但独立量词短语的所指从何而来, 却仍

然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如果假设独立使用的

量词结构有个零形式的补足语,由无定代词短

语充当, 这类结构的实际意义便相当于独立

/的0字结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5. 无定代词的所指

按照本文的分析, /的0字结构独立与否只

是中心语形式的不同, 并不影响实际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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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正结构中,独立/的0字结构的中心语是零形

式的无定代词; 在同位结构中,独立/的0字结构

的同位部分是零形式无定代词。独立量词结构

仍然有补足语,只不过补足语也是零形式的无

定代词。这样一来, /的0字结构和量词结构能

否独立就同本身的结构、语义没有直接关系, 所

有/的0字结构与量词结构应该都可独立使用。

不过,本质说和省略说都认为有些/的0字结构

不能独立, 且可从句法结构或语义上对不能独

立的条件加以清晰地描述,这显然同本文的观

点有冲突。

事实上, /的0字结构和量词结构虽然都可

以独立,却也并非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无条件地

独立使用。能否出现无定代词并不完全取决于

结构,也不完全取决于语义,而是还同另一些因

素相关。比如例 ( 3) 是个表示描述的 /是0字

句
3
,主语的所指必须是宾语所指集合的成员,

不然句子便不会有合理的解读。也就是说, 要

想让例( 3)得到解读, /镇上副食站卖肉的0所修

饰的无定代词就必须指代一个特定集合, 其中

包括人、男人、老头、职业男性、售货员等等。例

( 6)的情况也是如此, /逃出来的0对无定代词加

以限制,形成一个子集。只要这个无定代词所

指代的集合足够大, 包括了人和骆驼, 例( 6)就

可以得到解读。

例( 15)是个主题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承

接复句(石定栩 2000; 邢福义 2001)。按照中

国人的说话习惯,前面的小句描述了/今年招收

的学生0, 后面的小句就应该有个与之同指的零

形式,大致上相当于( 15. )里的/其(中)0, 以便

接着进行陈述。/学生0表示一个集合, 受/今年

招收的0修饰后形成一个子集;后面小句里的无

定代词也表示一个集合,受到/戴眼镜的0修饰

后同样形成一个子集。这两个子集的交集便是

数量/很多0的那一群。

 ( 15) 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 戴眼镜的很

多。

( 15. ) 今年招收的学生视力普遍较差, (其中 )戴眼

镜的很多。

例( 48)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看热闹的0是

存现宾语,句中没有其他成分可以为无定代词

提供所指,前面小句里的/老太爷0和/太极拳0

也不会对所指产生影响, 就只能从话语环境中

寻找线索了。这里说的是/老太爷0在公园里的

境况,公园里最可能出现的是游客,所以无定代

词最可能指代这些人。如果还有明确的上文,

指明公园里挤满了猴子或者其他宠物,那么/看

热闹的0所修饰的无定代词就应该另有所指了。

 ( 48) 老太爷在公园里打太极拳, 周围站了一圈看热

闹的。

很显然,独立/的0字结构与前指的关系相

当复杂,相关因素很多。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孔令达 ( 1992: 28)的看法: / -名2 . 到

底能不能省略还要受到另一条语义规则的限

制,这就是-名2 . 在省略状态下的语义联想难

度。-名2. 的语义联想难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

是-名2 . 自身的语义类型, 二是-名1 + 的+ 名2 .

结构的分布环境0。

换个角度说, /的0字结构是否能够独立使

用,除了其本身的结构特点之外,还同语义、句

法、话语、语用甚至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因

素相关。无定代词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所指, 其

实际意义完全来自前指。作为代词的一种, 无

定代词和前指之间的关系受约束原则 B 的限

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建立同指关系( Chomsky

1981; 胡建华、石定栩 2006)。除此之外, 无定

代词指代什么完全取决于上下文和语境 ( van

Hoek 1995)。这里所说的上下文, 当然包括

/的0字结构本身所表示的意义, 以及不同量词
对于补足语的选择性限制。

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既会使

用显性的语言形式, 也会使用没有语音内容的

零形式,还会通过明示、暗示或者隐涵( impl-i

cature)来表示言外之意。要正确理解一句话,

就必须将各种结构意义和非结构意义都考虑进

去。正常情况下,听话方会假设说话方在按照

合作原则办事( Grice 1989) , 所提供的显性语

言形式数量恰到好处,所使用的零形式则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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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够理解的范围, 所以会尽力为听到的语言

形式寻找合理的解释。如果句子中出现了指代

形式,特别是零形式的代词,而最直接的前文又

不能提供合适的前指, 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从

较大的范围或者语境中去寻找所指,进行关联

理论所说的深化工作( enrichment ) ; 如果听话

人费尽心机仍然找不到合理的所指,就会认为

句子有问题,或者干脆放弃努力,认为句子不可

接受( Sperber &Wilson 2004)。

独立/的0字结构的解读在两个方面牵涉到
深化工作。一个是无定代词如何从语境中取得

所指,上面已经作了一些探讨,以后还会进一步

讨论;另一个是如何建立无定代词与/的0前成
分的关系, 或者用朱德熙 ( 1978, 1983)的话来

说,如何确定哪一个/格位0被/提取0了。

/的0前谓词性成分是朱德熙所说的 DJ

( 1978)或 VP( 1983) ,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定语

小句或定语从句( Aoun & Li 2003; Sio 2006) ,

所以才有/的t0能够提取 VP 的格位,而/的s0不

能提取格位的说法。不过, /的t0和/的s0其实

是同一个句法成分, 与 V P 有着同样的结构关

系,表面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 VP 内部的差

异。所谓的/转指0/的0字结构并非都能独立使

用, /自指0结构也并不一定都不能独立,从完全
独立到完全不独立形成一个连续统,关键在于

人们能否为独立/的0字结构找到合理的解读,

而这一点又取决于定语小句中是否有明显的空

缺, 空缺同无定代词的关系是否要通过深化工

作才能确定, 以及深化工作需要多少努力才能

完成。

小句里可以出现的名词性成分很多, 有些

与动词的关系密切, 通常充当主语或宾语,也就

是形式句法里所说的外部论元和内部论元; 充

当状语的名词性成分则与动词的关系较为疏

远,形式句法里称之为附加成分。当然,附加成

分中还可以再分成两类, 表示工具和与事的同

动词的关系要稍微紧密一些 (朱德熙 1983;

Tsai 1995; L in 1998)。这种亲疏之别也会反映

在人们对于/的0字结构的认识上。如果定语小

句的论元以零形式出现,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

出句中有空缺; 如果以零形式出现的是附加成

分,人们就不一定能很快找到句中的空缺。

比如例( 49)那个/的0字结构中没有施事,
但有受事和工具。如果用来修饰中心语, 最有

可能修饰指人的名词性成分, 也就是能够在定

语小句中充当施事的、朱德熙( 1978)所说的/潜
主语0。定语小句说的是用中草药治病, 以/大

夫0之类作为中心语自然最合适了。正因如此,

如果这个/的0字结构所修饰的是无定代词,几
乎不需要什么深化工作就可认定此无定代词表

示施事,所指代的集合应该是人、专业人士或大

夫之类。

 ( 49) 用中草药给病人治好关节炎的(大夫)

( 50a)的情况稍有不同, 定语小句中施事和

受事齐全,并没有明显的空缺,但由于有个代替

空缺的占位代词/它0,而占位代词通常和中心

语同指, 所以( 50a)有个非常明确的解读。如果

像( 50b)那样以无定代词来充当中心语的话,

此代词也就应该理解为工具, 所指的集合应该

是可以治疗关节炎的工具, 包括银针、中草药和

膏药之类,所需的深化工作不多。一旦去掉了

占位代词,定语小句中的空缺就会变得不明显,

需要的深化工作自然也就增加了。如果像

( 50c)那样,受修饰的名词性短语相当于定语小

句里的工具,深化工作应该不算太困难;如果像

( 50d)那样,被修饰的是无定代词, 定语小句里

的空缺便很难确定,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一

般人很可能会放弃深化工作, 简单地认为该

/的0字结构不可接受(参见 N ing 1993, Aoun &

Li 2003)。

 ( 50) a. 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中草药

b. 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c. 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中草药

d. ? 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定语小句里的空缺通常与被修饰的中心语

同指, 但也可能与上文甚至语境中的某个成分

同指,如果像( 51a)和( 51b)那样两种空缺同时

出现,就会形成歧义/的0字结构。这种/的0字
结构一旦独立使用, 要确定哪个空缺与无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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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同指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上下文或

语境提供深化所需信息, 一般人就多半会放弃

努力,干脆认为( 51c)不可接受。

 ( 51) a. 写的人

b. 写的字

c. ? ? 写的

所谓的/自指0/的0字结构(朱德熙 1983) ,

实际上就是定语小句中没有明显空缺的。在修

饰表示工具、时间、地点、原因的名词性成分时,

中心语的所指往往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这种定语

小句中空缺的实际功能, 就像例( 52)中那样; 一

旦像例( 53)那样没有显性的中心语, 这种定语

小句中是否有空缺, 或者说空缺是什么,就需要

花费很大的深化功夫才能确定。在没有上下文

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往往不接受例( 53)中的独

立/的0字结构。

 ( 52) a. 王师傅切肉的刀

b. 本科生上课的时间

c. 游客晚上过夜的旅馆

d. 飞机失事的原因

( 53) a. ?? 王师傅切肉的

b. ? ? 本科生上课的

c. ? ? 游客晚上过夜的

d. ? ? 飞机失事的

定语小句内部的空缺是影响深化工作的重

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并不具有决定性

作用。一旦将独立/的0字结构放到实际语境中

去,空缺的影响就有可能被冲淡甚至被抵消。

比如( 53a)和( 53b) , 独立出现时一般都会认为

不可接受, 但一旦像( 54a)和( 54b)那样出现在

特定的语境中, 可接受程度就会大大增加。

 ( 54) a. 刀都在柜子里,李师傅切菜用的放在下面,

王师傅切肉的在上面。

b. 研究生答辩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但本科生

上课的还没有最后落实。

同位/的0字结构的情况与此有些相似。

( 55a)那样的同位小句里没有任何空缺, 一旦像

( 55b)那样, 同位名词短语以无定代词的形式

出现,就很难确定/的0字结构在说什么了。不

过,只要像( 55c)那样找到合适的上下文, 这种

结构还是可以有确切解读的。

 ( 55) a. 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报道

b. ?? 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c. 王大夫给病人治好了癌症的报道引起了很

大的轰动, 而李大夫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

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由此可见, /的0字结构的独立只是一种表
面现象,独立/的0字结构本身没有固定的所指,

/的0字结构能否独立实际上取决于独立后能否

找到合适的所指,而寻找所指的过程受句法、语

义、语篇、语用等多种因素影响, 这些都可归结

为零形式无定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篇功能。

6.结语

本文主张独立/的0字结构与不独立的具有

相同句法地位,都是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定语,或

是名词性短语的同位语。所谓独立/的0字结
构,实际上仍然是定中结构或同位结构,只不过

/的0后成分是个无定代词短语, 而且是零形式

的。独立/的0字结构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无定代
词的前指,而无定代词同前指的关系则和各种

语法关系甚至人们的认知能力有关,独立/的0

字结构的大部分特性, 都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

附注:

1. 本文所说/的0字结构是个狭义的概念, 即由/ 的0和/ 的0前

成分组成的短语。

2. 这里的讨论不包括表示强调的/ 是 , ,的0结构中那个

/ 的0。

3. 例( 3)有歧义,但表强调的/ 是, ,的0结构与这里的讨论没

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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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finite pronouns and independent DE construction, by SHI D ingxu ( Dept. o f Chine se and Bilingua 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 . , Hong Kong, P. R . China) , p. 83

This paper ar gue s that inde finite pr onouns, w hich ar e f ound in many languages, a lso exit in Chinese, ev en

though o f ten as zer o fo rms. The Chinese DE construction usually f unctions as a nom inal m odif ier or an appo sitiv e

phrase , but it can also stand alone w ith the funct ion similar to a nominal phr ase. The independent DE constr uc-

t ion actua lly has no r efe rent o f its ow n and depends on the context f or r ef er ence. Whe ther a DE construction can

funct ion alone depends on its interna l str ucture as w ell as the w ay it g ets its r ef erence . It is pr opo 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so-called independent DE constr uction is actually m odify ing an inde finite pr onoun.

Centre construction and theword class of its centre: An analysis of zhe ben shu de chuban by CHEN Guohua ( Na-

t ional Research Center f or For eign Language Educa tion, Be ijing Fo r eign Studies Univ. , Beijing 100089, P . R.

China) , p. 92

Chinese linguists g ener ally r eg ard zhe ben shu de chuban (这本书的出版) as a noun phra se, some expla ining

that the wo rd chuban her e has underg one nomina liz ation or some so r t o f entitific ation w hile othe rs ar guing that it

rem ains a verb. Gener ativists label the phrases as de terminer phrase, tr eating zhe ben shu de as its head. This a-

na lysis fails to solve the pr oblem of the wo rd cla ss o f chu ban . This a rticle pr opo ses tha t such a phrase be labelled

as nom ina l non-finite verb phra se because it has the de term iner o f a nominal phra se and its centr e r eta ins some im-

po rt ant fea tur es o f a verb except tha t it is a non- f inite one. The author po ints out tha t Chine se w ords should be

classif ied acco rding to their g ram matical co llo cations in diff er ent phr ases and fo r th is pur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phr ase s needs systemat ic and in-depth study .

The definiteness effec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by L I Jinglian ( Schoo l o f For eign Languages,

Be 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 y, Be ijing 100081, P. R . China) , p. 99

This paper probe s into the definitene ss ef fect in Eng lish and Chinese ex istentia l sentence s. A fte r a r ev iew of

the syntactic, sem antic and f unctiona l pr agmatic studies o f the de finiteness e ff ect in e xistential sentences, this pa-

per , based on Fan ( 1963) , Williams ( 1994) , H azout ( 2004) and L i and Wang ( 2005) , points out that the post-

verbal NPs in ex istential sentences are predicates, w hich, acco rding to Higginbotham ( 1987) and Deng ( 2002) ,

should be indef inite. Hence , the def initene ss ef fect in Eng lish and C 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 s can be nicely ac-

counted fo r . Besides, some gramma tica lly de finite NPs can occur in the postverbal positions in the existential sen-

tence s due to their inde finite sem antic pr oper ties o r being new info rm ation.

Redundancy in interlanguage phonology: An Optimality-theoretic stud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p intonation-phras-

ing of English, by YANG Jun ( Fo reign Language Dept. , Nanjing Univer sity of Po sts and Te lecom, Nanjing

210046, P. R. China) , p. 105

The Optimality- theo ret ic analyses o f the Chinese EFL lea rner sp intona tion-phrasing ( IPh) o f English r ead-

speech showed that som e of the IPhs unpredictable fr om the pr ima ry constr aint set ( PC S) could be accounted f or

by postulating tw o type s of loca l constra ints. One type of them, not r epresented w ith univer sal c atego r ies, diff er s

minimally fr om the PCS mem be rs in str uc tur al descr iption and results in structur al r edundancy r egener ation, ind-i

ca ting that inter language phonolog y is no t highly f ormalized and its gr amma tical computa tion is ineff icient. The

other type share s the same structur al descr ipt ion w ith the PC S member s but suspends cer tain pa rts o f the sentence

in computat ion, wh ich results in non- struct ur al r edundancy, the mo tivat ions fo r w hich can be f unction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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