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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和 /的 0字结构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讨论 /的0与 /的 0字结构的最佳分析方式。出发点是各个成分的句法作用, 以及成分

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 重点是如何正确地运用形式句法的短语结构, 准确地表示 /的0字结构内

部的句法-语义关系。

关键词  /的0 /的0字结构 形式句法 短语结构

1. /的 0与 /的0字结构

现代汉语的名词性成分与 /的 0字结构有不解之缘。 /的 0字结构不但可以像例 ( 1)那样

充当修饰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定语, 而且还可以像例 ( 2)那样不依附任何成分而独立充当名词

性成分。

( 1) 昨天在苍南县登陆的超强台风 /桑美0造成了大面积停电。

( 2) 吃的、穿的全有了, 什么都不缺。

/的 0是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也是各种虚词中研究最为彻底的。现代语法意

义上的深入研究, 始于朱德熙 ( 1961)的 /说 -的 . 0。朱德熙开启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研究路子,

将 /的0分为三种: /的 1 0是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 /的 2 0是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

成分, 而 /的 3 0可以说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

将 /的0一分为三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 支持的和反对的都大有人在 (吕叔湘

1962; 陆俭明 1963; 言一兵 1965; 季永兴 1965; 石毓智 2000; 陆丙甫 2003)。朱德熙则

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且不断地完善提高这一分析 (朱德熙 1966), 进一步将由谓词性成分构

成的那些 /的 0字结构一分为二 (朱德熙 1983)。一种像例 ( 2)中 /吃的、穿的0那样, 可以独

立使用, 而且表示一种事物, 是表示 /转指0的; 还有一种像 /开车的 (技术 ) 0那样, 不能独

立用来表示事物, 只能表示动作, 用来修饰名词, 也就是所谓的表示 /自指 0。

随着形式句法理论在国内的普及, /的0字结构的研究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前期

较常见的是沿用国外的分析法 (如 Huang 1982; N ing 1993, 1996) , 将 /的0与 /的0前成分看

作一个关系小句, 将 /的 0视为一种功能性成分, 即小句的标句词 ( complement izer)或 CP的核

心成分 C (W en 1996), 并通过移动转换, 也就是朱德熙 ( 1983)所说的 /提取 0方式, 建立

/的0后成分与 /的 0前成分的结构关系, 确保 /的 0后成分与 /的0前小句中的一个位置相关,

从而建立 /的 0字结构的整体语义关系: /的0与 /的0前成分合在一起, 修饰 /的 0后成分, 而

且 /的0后成分与 /的0前成分在语义上属于同一个小句。

近期的做法同样将 /的 0视为功能性成分, 同样让 /的 0拥有自己的最大投影, 但却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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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系小句的基本假设, 切断了 /的 0前成分与 /的0后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只让两个成分

各自与 /的0建立结构关系, 因而不再坚持 /的 0字结构所体现的修饰关系, 否定了其定中结

构的基本地位 (司富珍 2002, 2004, 2006; 熊仲儒 2005; 陆俭明 2003)。这种分析的出发

点是要解释各种 /的0字结构的特性, 特别是例 ( 3)那种 / NP+的 + VP0结构的句法表现, 但

却与5马氏文通6以来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 实际上重新演绎了 /的 0字结构的基本意义, 所

以招来了不少批评 (周国光 2005, 2006) , 但也再次引起了对于 /的0字结构的研究兴趣。

( 3) 这本书的出版

2. 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

生成转换句法中的短语结构, 从 1980年代 ( Chomsky 1981, 1986)开始变得十分简单。

早期的理论允许短语拥有各自的内部结构 ( Chomsky 1957, 1965), 所以动词短语的结构可以

不同于名词短语, 句子结构与短语结构也毫不相干。近期的理论则追求短语结构的一致性,

假设所有的短语都具有例 ( 4a )那样的抽象结构, 就连小句也被视为短语 ( Chom sky 1995,

1999, 2001), 分成下层的 IP和上层的 CP两种, 都具有例 ( 4a)的结构。

  ( 4)   a.     XP

Spec X.

X YP

      b.     XP

ZP XP

例 ( 4a)的结构虽然看上去十分抽象, 但实际上与传统语法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

有着藕断丝连的继承关系。这种结构是建筑在内部成分的句法关系之上的, 也就是要通过结

构关系来表示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 并进一步表示句法关系所代表的语义关系。这里用 XP

来表示任何一种短语, 而 X则是该短语的核心。

核心是生成语法常用的概念, 与通常所说的中心语有些相似, 但两者的句法地位不完全

相同, 所涵盖的成分也不尽相同。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语是个广义的概念, 可以是任何句法成

分。在 /白蚁 0之类的定中复合词里, 中心语是个黏着语素; 在 /白菜0这种复合词里, 中心

语则是个词; 而在 /我昨天买的那棵大白菜0这样的定中短语里, 中心语则是个名词性短语。

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 例 ( 4a)中短语的核心是个狭义的概念, 一定具有相当于词的句法地

位, 也就是生成句法里的 X
0
。当然, 生成句法中的 X

0
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词, 还可以是

句法结构中一些具有类似地位的成分, 即所谓的功能性成分, 如体貌、时态、语态等。核心

是短语中最重要的部分, 整个短语的句法地位取决于核心的性质, 以动词 V为核心的是动

词短语 VP, 以名词 N为核心的是名词短语 NP。核心也可以是虚词, 因此以介词 P为核心的

就是介词短语 PP。核心还可以是所谓的功能性成分, 如以体貌为核心的体貌短语 A spP等。

短语的关键成分是核心, 只要有了核心就可以形成短语, 这就意味着短语可以只由一个

核心构成, 所以单个的一价动词可以构成动词短语, 单个的名词也可以构成名词短语。不

过, 短语通常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成分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 一种是短语的内

部结构关系, 即例 ( 4a)中 X与 YP之间的核心 )补足语关系, 以及 X与 Spec之间的核心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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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语关系; 另一种则是例 ( 4b)那种通过附加形成的外部关系, 表示 ZP对 XP的修饰。

核心与补足语之间的关系最为根本, 也就最为常见。这种关系基于核心对于补足语的支

配, 或者说补足语对于核心的从属, 两个成分因而密切相关,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句法成

分。支配与从属同样是句法成分之间最重要的语义关系, 所以核心 )补足语也是句法结构所

表达的重要语义关系。核心的补足语一定是短语, 例 ( 4a)中用 YP来表示。常见的核心 )补

足语关系包括动词与宾语、介词与宾语、名词与同位语、情态动词与动词短语等。在例 ( 4a)

的结构中, 核心与补足语受到同一个节点的统辖, 所以形成一个句法成分。这种分析与表达

是符合语言实际的。由核心与补足语形成的结构大部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 既可以作为句子

的组成部分, 也往往可以单独用来回答问题。例 ( 5b)的动 )宾结构可以用来回答例 ( 5a)的问

题; 例 ( 6b)的名词同位结构可以回答例 ( 6a)的问题; 而例 ( 7b)中情态动词与动词短语的组

合可以是例 ( 7a)的答案。介词与宾语组合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但只要像例 ( 8b)那样足够

长, 介 )宾组合有时候还是可以用来单独回答问题的。

( 5) a. 工人们在干什么?

b. 建设奥运场馆。

( 6) a. 谁接见了来访的代表团?

b. 国家主席胡锦涛。

( 7) a. 还不能走吗 ?

b. 可以走了。

( 8) a. 怎么才可以弃船逃生?

b. 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情况下。

核心与指示语的关系较特殊。 1970年代刚刚问世时, Spec几乎可以用来容纳任何不属

于核心与补足语的成分 ( Chomsky 1970)。到了近期 ( Chom sky 1995, 1999) , Spec的地位才

变得明确了, 主要在功能性成分的短语中起作用, 供相关的短语进入。比如下层小句 IP的

指示语 Spec是小句主语的最终位置, 上层小句 CP的指示语位置通常空置, 但可以供各种成

分移入, 如英语疑问句的句首疑问短语, 一般都认为是在 CP的 Spec里面。

实质性短语的指示语较少有人提及, 最常见的是动词短语的 Spec。 1980年代中后期兴

起的内部主语假设 ( Sportiche 1988; Chom sky 1995), 主张小句主语的最初位置是在动词短

语的指示语位置上, 后来才一步一步爬升到 IP的指示语里面去。

另一个经常用到的指示语是 DP的 Spec。同样是 1980年代中后期, 有人 ( Abney 1987)

将英语中 this, tha,t these之类的指示代词从名词里分出来, 与冠词 a, an和 the归为一类,

统称为限定词, 用 D来表示。Abney的出发点是限定词在结构中并非充当定语, 而是作为核

心, 有着自己的最大投影 DP, 而且 DP的句法作用与 NP不同, 这就是有名的限定词短语假

设 ( DP hypo thesis)。限定词内部当然也还可以进一步分类, 如指示代词可以单独起作用, 只

要有一个 D就可以形成 DP; 而冠词就一定要与名词短语结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 也就是这

类 D必须以 NP为补足语。限定词的范围后来又有所扩大, 将指称代词和专有名词也包括了

进来, 理由是这两种成分可以单独发挥与 DP相同的作用。

Abney( 1987)还将 John. s book之类的结构也归入了 DP的行列, 从例 ( 9a)中可以看到,

John. s的结构位置是 DP的 Spec, 而这种 DP的核心是个没有实际语音内容的 D。在 Abney

的体系里, 表示领有的标记 . s是格标记, 附加在领有成分上, 到了乔姆斯基手里, 领有标

记 . s被赋予独立的地位, 作为限定词 D, 以被领有的名词短语为补足语, 而表示领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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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性短语则仍然留在 DP的 Spec里, 形成 ( 9b)的结构 ( Chomsky 1995: 263)。

  ( 9)   a.     DP

Spec

John. s

D.

D NP

book

      b.     DP

Spec

who

D.

D

. s

NP

book

造成指示语 Spec地位不确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结构位置, 从例 ( 4a)的结构中可以看

到, XP的 Spec与核心 X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不受同一个节点的直接统辖, 所以不构成一

个句法单位。Spec同 X . 构成一个句法单位, 两者之间有选择关系, 而 X .由 X投影而来,

所以核心与指示语之间的关系只是间接的。

3. /的 0能否作为短语核心

汉语中 /的0字结构应该如何分析, 以及 /的0的句法地位应该如何界定, 向来极具争议。

在还没建立助词这样一个类别的时候, 早期文献中有将 /的 0与介词等一起归入关系词的 (吕

叔湘 1982 [ 1942] ), 也有干脆将 /的 0视为介词的 (黎锦熙 1992 [ 1924] ; 王力 1984

[ 1944] )。即使是有了助词这个概念以后 (中学汉语编辑室 1956; 丁声树等 1961) , 也还是

有人将 /的 0算作连词 (张静 1987)。不过, 目前的主流是把 /的 0看成结构助词 (朱德熙

1961; 吕叔湘主编 1999 [ 1984] ; 邵敬敏 2001)。

生成句法对 /的 0字结构的讨论也不少, 早期多半沿用英语关系从句的分析思路, 将

/的0与英语的关系代词 that等同起来, 将部分 /的 0字结构视为定语从句, 将 /的0字结构的

作用归结为名词性短语的修饰语 (Huang 1982; Chiu 1993; N ing 1993, 1996; W en 1996)。

近期则往往采用 K ayne( 1994)的做法, 将整个定中结构视为一种特殊的 DP, D的补足语是

个小句 CP。具体的做法各有不同, 较为传统的设立一个独立的 D, 其补足语 CP的核心是

/的0。小句的内部成分通过复杂的移动改变位置, 有些出现在 /的 0前面, 有些在后面,

/的0前成分与 /的 0最终附加到 /的 0后成分上, 形成两者之间的修饰关系 ( L i 2001; Aoun

and L i 2003); 或者让一部分成分进入 CP的 Spec, 一部分进入 DP的 Spec, 形成正确的语

序, 但不再坚持修饰关系 ( Chen 2005)。比较激进的做法则以 /的 0为 D, 其补足语 CP的核

心 C没有实际内容。 CP的内部成分通过一系列的移动, 一部分进入 CP的 Spec, 成为 /的0

后成分, 另一部分进入 DP的 Spec, 成为 /的 0前成分 ( S impson and Wu 2002; Wu 2004)。

更为激进的做法是集 K ayne( 1994)与 S impson和Wu( 2002)之大成, 以 /的 0为限定词 D,

但不再以 CP为 D的补足语, 而是借用对英语领属结构的分析, 将 /张三的书 0与例 ( 9b)的

whose book完全对等, 以名词短语 /书0为 D的补足语, 以 /张三 0为其指示语 Spec, 并将例

( 9b)推广到所有 /的0字结构上去 (熊仲儒 2005)。另一种类似的做法是将 /的 0分析为特殊

的功能性成分 D e, 拥有自己的最大投影 D eP, 以 /的0前成分为 D eP的指示语, 而 /的 0后成

分为 De的补足语 (司富珍 2004)。这两种分析虽然赋予 /的 0以不同的句法地位, 但从例

( 10a)和 ( 10b)中可以看到, 两种短语为 /的0字结构所设定的内部结构关系是相同的, 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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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 /的 0前成分与 /的 0后成分同属一个小句的假设, 也不承认 /的0字结构内部的修饰关系。

  ( 10)   a.     DP

Spec

张三

D.

D

的

NP

书

       b.     D eP

YP

张三

De.

D e

的

ZP

书

将 /的0字结构设置成这种形状, 当然有很大的好处, 不但可以为各种 /的0字结构提供

一个相同的结构, 而且可以将 /这本书的出版 0之类的 NP +的 + VP结构也包括进来。就例

( 10a- b )的结构而言, /的 0作为短语的核心, 自然可以有自己的补足语。不同之处在于,

例 ( 10a)的结构中 /的 0被赋予了限定词 D的地位, 其补足语必须是名词短语, 所以 NP+的

+ VP中的 VP必须要经过名物化才能进入补足语的位置; 而例 ( 10b)的结构中, D eP的核心

/的0是个功能性成分, 生成句法对于功能性成分的补足语没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可以假设

D eP的补足语不受句法地位限制, 可以是名词短语, 也可以是动词短语, 这就为直接分析

NP+的 + VP带来了便利。

不过, 这两种结构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都必须证明这种生成句法的结构形式, 能够解

释所代表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内涵。前面说过, 形式句法的结构是建筑在内部成分的句法关系

之上的, 并且要通过结构关系来表示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最基本的核心 )补足语关系,

就是用来表示核心对于补足语的支配关系, 如动词对于宾语的支配关系, 介词对其宾语的支

配关系, 以及抽象的体貌对于动词短语的支配关系等。也正因为如此, 核心与补足语一定会

组成一个句法单位, 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句法作用, 独立充当句子成分。

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 既然例 ( 10)的两个结构都将 /的0设定为核心, 而且直接以名词

性短语作补足语, 就必然都主张 /的 0支配其后面的名词短语。也就是说, 在 /张三的书0中,

/的0与 /书0的关系应该更为紧密, /的书 0形成一个句法单位, 可以在句子中独立起作用;

而 /张三 0与 /的 0反而不构成一个句法单位, 也不应该独立发挥作用。熊仲儒 ( 2005)用例

( 10a)来表示 /的0字结构, 也的确是持有这一观点。他的理由之一是 /的书 0之类的形式并非

不存在, 1920- 1930年代的一些作家, 如鲁迅、黎锦熙等人, 就曾经写过例 ( 11- 13)这样

的句子。

( 11) 从那里面 , 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 的辛酸, 的挣扎; 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起烧起希望, 和六

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鲁迅5热风# 祝中俄文字之交6 )

( 12) 这比起专一描写本国军队的胜利, 的勇敢, 的爱国的亚美利加式电影来, 也真好像近于写实。

(鲁迅5二心集#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6 )

( 13) 我们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 /大众语0, 就是把落后的 /大众0和前进的 /大众0所有意识间的冲突、
的矛盾, 统一起来。 (黎锦熙5国语运动史# 序6 )

不过, 正如周国光 ( 2006)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用法应该是舶来品, 上个世纪早期有少数

知识分子用过, 但却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所以始终未能推广, 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 也

就不足以支持例 ( 10a)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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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仲儒 ( 2005)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同例 ( 11 )那样的句子, 所以他又提出了另一个理由,

觉得这是所谓的括号悖论在作怪。也就是说, 他认为 /的 0在句法上应该同后面的补足语形

成一个单位, 但在语音上却同前面的指示语形成了一个单位。

括号悖论现象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 通常用来描述句法结构与语音结构之间的矛

盾, 或者是句法结构和表面形态之间的矛盾。冯胜利 ( 1997)引用的 /一衣带水0便是个典型

的例子。 /一衣带水0在句法结构上是 [ [ 1+ 2] + 1], 即句法切分应该是 [ [一 [衣带 ] ] 水 ],

但一般人按照汉语的韵律习惯, 往往将其读成 [ 2+ 2] , 也就是切分为 [ [一衣 ] [带水 ] ], 这

显然是韵律造成的括号悖论 (周国光 2006)。

/的 0字结构中三个成分的亲疏关系, 显然与韵律之类的要求无关。如果完全按照韵律

的要求, /我买的书0就应该读作 [ [我买 ] [的书 ] ], 即成为 [ 2+ 2]格式。但中国人似乎总是

违反韵律的要求, 将 /我买的书 0读成 [ 3+ 1] , 即 [ [我买的 ] [书 ] ] (周国光 2006)。这种读

法与 /的 0通常读轻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同样读轻声的介词, 如 /我从北京来0中

的 /从0, 也并不会附着到前面的名词性成分上去, 而总是同自己的补足语构成一个语音单

位, 全句的韵律结构通常是 [ [我 ] [从北京 ] [来 ] ]。

换句话说, 说汉语的人在区分韵律单位时, 其实非常注意句法结构, 通常是按照句法单

位来切分语音单位或者韵律单位的, /一衣带水 0之类的四字格应该是个例外¹ (冯胜利

1997)。就 /的 0字结构而言, 大家总是将 /的0与前面的成分放在一起, 而不会将 /的 0与后面

的成分算作一个单位, 应该不是为了照顾语音上的要求, 而是反映了句法本身的规律, 而且

也体现了语义的要求。例 ( 10a- b)并没有如实反映汉语的句法关系。

4. /的 0字结构与 DeP

在形式句法的分析中, /的 0字结构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并不取决于理论内部的要求,

也不取决于短语结构用什么形式来表示, 而是取决于如何准确反映 /的 0字结构所表达的意

义。前面说过, 按照一般人的语感以及常见的分析方法, 如果 /的 0前与 /的 0后都有成分,

/的0总是与前面的成分构成一个句法单位, 其句法作用是充当定语, 修饰、限制后面的成

分 (朱德熙 1961, 1983; 王珏 2001)。

从句法关系的角度出发, 定中结构的主要部分应该是 /中 0, 也就是 /的 0后成分; 而

/的0与 /的0前成分合起来应该是定语。按照形式句法的惯例, 定语应该附加在中心语上。

如果将附加成分视为 D eP的话, 整个结构就应该是例 ( 14)的样子。也就是说, 如果将 /的 0、

/的0前成分与 /的 0后成分放在一起, 算是广义 /的0字结构的话, 那么广义 /的 0字结构的核

心就不应该是 /的 0, 而是 /的0后成分 YP的核心 Y。至于 /的 0与 /的0前成分的关系, 也是

由句法功能来决定的。 /的 0前成分 XP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短语, 包括名词短语、限定词短

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甚至小句 IP, 但这些短语同 /的 0结合以后都不再以

原来的句法地位发挥作用, 而是转而充当定语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说, /的 0起了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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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可以认为整个定语是以 /的 0为核心的 D eP。不过, /的 0只是 D eP的核心, 而 D eP是广

义 /的0字结构里的附加成分, /的0与 /的 0后成分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

  ( 14)     YP

DeP

XP D e

的

YP

    ( 15)  a.    NP

DeP

XP

b.  新盖的房子

D e

NP

    ( 16)  a.    DP

D eP

XP

b.  新盖的那所房子

De

DP

例 ( 14)里的中心语 YP有两种可能的表现形式, 一是像例 ( 15a)那样的名词短语 NP, 一

是像例 ( 16a)那样的限定词短语 DP。也就是说, 受 DeP修饰的只能是名词性成分 NP或 DP。

例 ( 14 )里的那个 /的 0字结构是句法派生过程的最终结果, 即所谓的 PHON形式

( Chom sky 2001) ,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所写的那个 /的 0字结构。至于这个形式如何派生

而来, 理论上有好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基础生成的, 即 /的 0字结构生成时便是如此;

还有一种可能是 /的0前成分与 /的0后成分原来同属一个完整的小句, 经过反复派生才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可能性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不在这里讨论, 可以参考 N ing

( 1993, 1996), Aoun和 L i( 2003), Chen( 2005)以及袁毓林 ( 1995)的不同处理方法。

以例 ( 15a, 16a)来表示广义 /的 0字结构的后果之一, 是排除了 DeP直接修饰动词性短

语 VP或 AdjP的可能性。如果定中结构的中心语是个动词性成分,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 或者

是动词短语名物化了, 或者是动词本身名词化了。例 ( 17a)中的 /出版 0是前者的典型例子。

尽管 /出版0受到 D eP的修饰, 但仍然可以像例 ( 17b)那样受时间状语的修饰, 或者像例

( 17c)那样受地点状语的修饰, 显然仍然保留了动词短语的基本性质, 应该是动词短语带上

了一个名词短语的外壳, 也就是名物化了 (石定栩 2004)。

( 17) a. 这本书的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b. 这本书的按时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c. 这本书的在京出版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另一方面, 例 ( 18a)中受 D eP修饰的 /屠杀0虽然也表示动作, 而且在单独出现时可以像

例 ( 18b)那样带直接宾语, 应该是动词。不过, 受 D eP修饰的 /屠杀0却显然具有名词的句法

性质, 可以像例 ( 18c)那样作为名量词的后续成分, 而且 /这种屠杀 0和例 ( 18d)那种受到修

饰的 /大屠杀 0都不再能够带宾语, 所以例 ( 18e- f)都不能说。这里受 D eP修饰的 /屠杀0显

然名词化了, 成为了名词短语的核心。

( 18) a. 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屠杀激起了公愤。   d. 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激起了公愤。

b. 侵略军屠杀了大批无辜平民。 e. * 侵略军大屠杀了无辜平民。

c. 侵略军对于无辜平民的这种屠杀激起了公愤。 .f * 侵略军这种大屠杀了无辜平民。

例 ( 14)的结构中, /的 0与 XP组成一个句法单位, 与被修饰的 YP却没有直接的句法关

系; 但司富珍 ( 2002, 2004)通过例 ( 10b)的结构, 却将 /这本书的出版 0分析为核心 D e以 VP

/出版0为补足语, 而且还进一步将 /这本书的出版0与 /这本书出版 0联系起来, 认为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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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插入 /的 0而形成的 (胡裕树、范晓 1994; 范晓 2005),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就 /这本书的出版 0和 /这本书出版0而言, 插入 /的0似乎它们建立了一种可能的句法关

系, 也为两者的相似之处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方法, 但只要将考察范围稍微扩大一些, 就

会碰到很多问题。一方面, 主谓之间可以插入 /的 0的小句并不太多, 只要小句的结构稍微

复杂一些, 比如像例 ( 19)那样的主题句, 或者像例 ( 20)那样有个句首时间状语, 就不可能

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 /的 0字了。

( 19) a. 这本书我们出版。         ( 20) a. 今年这本书不出版。

b. * 这本书我们的出版。 b. * 今年这本书的不出版。

c. * 这本书的我们出版。 c. * 今年的这本书不出版。

另一方面, 类似 /这本书的出版0这样, 动词性成分受 D eP修饰的结构还很多, 但这些

结构大多没有相应的小句可寻。比如, 例 ( 21a, 22a)中都是 D eP修饰一个动词性成分, 但相

应的例 ( 21b, 22b)却都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这些广义 /的 0字结构并没有相应的小句, 尽管

类似的例 ( 21c, 22c)都是能说的。

( 21) a. 群众就销售税的议论合情合理。  ( 22) a. 大家对于名物化理论的批评都很中肯。

b. * 群众就销售税议论合情合理。 b. * 大家对于名物化理论批评都很中肯。

c. 群众议论销售税合情合理。 c. 大家批评名物化理论都很中肯。

例 ( 23a)也是 D eP修饰一个动词性成分, 相应的例 ( 23b)虽然勉强能说, 但最容易得到

的解读却与例 ( 23a)不同。要准确表达例 ( 23a)的意义, 就必须采用 /被 0字结构, 改说例

( 23c)。

( 23) a. 新一军的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b. 新一军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c. 新一军被彻底歼灭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如果大部分小句都不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 /的0, 而后半部分为动词短语的 /的0字

结构当中, 也不是个个都能找到相应的小句作为原始结构, 那么用插入 /的 0来归纳这两者

的关系, 就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 而无法解释大多数 /的0字结构和小句之间的关系。如

果将这两种结构分开处理, 假设两者之间没有句法上的派生关系, 就有可能为相关现象找到

较为合理的解释。

从这一点出发, 受 D eP修饰的动词性成分可以同 /的0前成分有不同的句法和语义关系,

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除了上面例 ( 21- 23)中的那些广义 /的 0字结构之外, 例 ( 24)中

/大澳0是 /舞火龙 0的地点; 例 ( 25) /昨天0是 /冲击警方防线 0的时间; 例 ( 26)中 /坐航天飞

机旅行 0是 /说0的宾语; 而例 ( 27)中 /面向基层 0是 /扶贫帮困 0的状语。这些成分之间的关

系显然都不适宜用小句来归纳。

( 24)游客已经参观过大澳的舞火龙了。

( 25)示威群众对昨天的冲击警方防线表示歉意。

( 26)报纸上说的坐航天飞机旅行目前还无法实现。

( 27)面向基层的扶贫帮困应该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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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如果 /这本书的出版 0和 /这本书出版 0之间没有句法上的联系, 两者的相似之处

就只能归结为巧合了, 本文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及以插入 /的 0为手段的分析。不过,

后者只能管住一小部分特例, 有弊大于利之嫌。本文的分析适用于所有广义 /的 0字结构,

为它们的句法特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基本上没有管不住的例外, 可以说利大于弊。

5. 余论

本文试图找出一种广义 /的 0字结构的最佳分析方式, 出发点是各个成分的句法作用。

并按照这一思路讨论 /的0及其前后成分的句法地位, 但并没有涉及 /的 0前成分的内部结构

与句法地位, 也没有讨论狭义 /的0字结构如何单独起作用。这些问题将会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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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Articles

LI U Danqing and CHEN Yujie , Studies in the phonetic iconicity of Chinese

dem onstratives across d ialects

Th is art icle, adopting the v iewpo int that the phonetic form s of demonstratives are re lated to

the ir distance mean ings, proposes three princ ip les of phonetic icon ic ity for demonstratives: ( 1)

the Background Princ iple, ( 2) the Sonority Principle and ( 3) the W eightiness Princ ip le. The

three pr inciples are attested by sta tistic analyses o f rich dia lecta l data of Ch inese. It is found

that the closeness and openness o f vow els in Ch inese demonstratives are in accord w ith the

Sonority Pr inciple but the back and front are no .t Th is resu lt ind icates that the treatment o f

the c loseness and openness o f vowe ls from the back and fron t as tw o separate param eters is

preferable, and the operation to m erge them into a sing le parameter F2 is challenged.

K eywords: demonstratives, phonet ic iconic ity, the Backg round Principle, the Sono rity

Princ iple, the W eight iness Princip le, cross-dia lecta l studies of Chinese

SH I D ingxu, de and de Construction

Th 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find an adequate analysis of de construction. The basis o f the

analysis is the syntact ic funct ion of and the semant ic relation among the in ternal elements o f

the d e construction. The emphasis is on how to represent the de construction w ith the X-bar

phrase structure appropriately and correct ly.

K eywords: d e, de-construction, formal syntax, phrase structure

TANG Sze-W ing, Syntactic Analysis of Chinese Passives

Some quest ions regarding the -duality approach. to Ch inese passives are ra ised in th is paper.

Under the -comp lementat ion approach. , the theory of -ergativ iza tion. is further re fined. In so

called -ergativizat ion. , the ligh t verb BECOME, wh ich is unab le to assign accusative case, i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to the derivat ion. M ovement o f the pat ient argument in short passives

is triggered by the EPP feature of the light verb, wh ile movem ent in long passives is for

-predicativ izat ion. .
K eywords: passive sentence, disposa l sentence, ergativ izat ion, predicativ ization, light verb

REN Ying, Fresh queries about the word class of chuban in the phrase zhe ben shu de

chuban

It has long been debated in the Ch inese linguistics c ircle over the word class of chuban (出版 )

in the phrase zhe ben shu de chuban. It is a knotty problem since it challenges the relation

betw een w ord c lass and syntax, and B loom fie ldps dist inction betw een exocentric and endocentr ic

constructions. It is a lso c losely re lated to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nom inalization o f -V . o f

the phrase / N de V0. V ar ious studies, particularly W u Changpanps are rev iew 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nom inalization of the verb in Ch inese is not realized by the morpho log ica l change,

w hich is d 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languages.

K eywords: word class of chuban, predicate nom inalization

LIU Zequan , TI AN Lu and LI U Chaopeng , The compilation of Hong Lou M eng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Th is paper reports the compilation o f H ong Lou M eng Ch inese-Eng lish para llel corp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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