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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有标记 0的歧解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近年来引进的现代语言学术语之中, /有标记 0是使用极为频繁的一个, 但同时也是常

常造成困惑的一个。本文探讨 /有标记 0的来龙去脉, 以及造成困惑的原因, 并建议另行翻

译, 以消除这种困惑。

/有标记 0译自英语的 markedness(沈家煊 1999; R ichards et al. 2000)。而现代语言学

的 markedness表示两个互相关联但又有一定差别的概念。如果不考虑细节差别以及理论内

部的要求, 这两个概念可以简单地归结为 m arkedness的字面义和引申义。

早期使用 m arkedness的布拉格学派倾向于字面意义, 以某一语言特征的存在与否作为判

断标准, 带有该特征的结构是 marked, 而不带该特征的就是 unmarked。也就是说, 带有某

一特定标记的是 /有标记 0的, 而没有该特征的是 /无标记 0的。当代语言学中使用

markedness最多的是生成转换语法, 但已经不再拘泥于字面意义, 而倾向于引申义, 作为描

述语言成分或语言结构内在性质的一种方法。在一组相近的语言结构中, 常见的、在正常情

况下就会成为首选的那一种是 unm arked case, 又称为 default case, 即 /无标记 0的; 而不常

见的, 需要某种条件才会出现的就是 /有标记0的 marked case。至于具体的特征或标记, 则

改用 marker来表示, 如 w ith a marker 或 ( to) insert a marker之类。

国内的语言学文献中, markedness的两种意义都有人用过, 前者如石毓智 ( 2001) , 后者

如沈家煊 ( 1999)、邓思颖 ( 2003)。

很显然, 按照引申义来理解 markedness的话, 有些 /有标记 0的结构确实会带有某个特

定标记, 而有的却并不一定带有显性的标记, 这就有可能造成混乱。

一般说来, 由于人类语言应该没有冗余的成分 ( Chomsky 1995), 常见的、普通情况下就

会成为首选的结构往往就不需要特殊标记, 也就是在字面义和引申义上都是 /无标记 0的,

不会引起混乱。比如说, 由动词、施事和受事组成的汉语句子, 常见的, 一般情况下会成为

首选的语序是施 -动 -受, 即以施事为主语, 受事为宾语。如果要表达特殊的意义, 让受事

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主语, 就必须在句子里加上个 /被 0。被动句用了个 /被 0, 所以是字面意

义上的 /有标记0句式; 被动句不是动、施、受句的常见形式, 因而也应该视为引申义的 /有

标记0句式。又比如塞音中的清音一般认为是常见的, 而浊音则是较为少见的, 后者可以认

为是引申义的 /有标记 0辅音, 而且也正好是 [ + vo iced]的, 即带有 [有声 ]标记, 是字面上的

/有标记 0辅音 ( Chom sky and Ha le 1968)。

不过, 引申义的 markedness与有形的标记之间毕竟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必然会出现 /有

标记0结构中没有特殊标记的情况。比如形容词的疑问形式常常会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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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 1999)。用例 ( 1)来询问一个人的身高不需要特殊的语境, 而例 ( 2)就需要有特定的上下

文才能说。也就是说, 例 ( 1)是引申义上的 /无标记 0句式, 而例 ( 2)则是 /有标记 0的。但

是, 例 ( 2)在形式上与例 ( 1)完全相同, 并未带有任何特殊标记, 如果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

的话, 例 ( 2)就仍然是 /无标记0的句式。

( 1) 小明有多高?

( 2) 小明有多矮?

还有更为极端的情况: /有标记 0的结构不带标记, 而相应的 /无标记 0的结构反而带有

标记。比如说, 汉语的主谓结构充当定语时通常需要像例 ( 3)那样借助于 /的0, 即定语小句

(关系从句 )通常带有标记 /的0。在实际使用中定语小句有时候可以像例 ( 4)那样不用 /的 0,

而且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不用 /的 0 (刘丹青 2005)。按照引申义去理解的话,

带 /的0结构是定语小句最普通的常见形式, 因而是 /无标记 0的; 而无 /的 0结构是在一定条

件下才会出现的特殊形式, 因此是 /有标记 0的。也就是说, /有标记 0的定语小句其实没有

标记, 而带有标记的定语小句反而是 /无标记 0的, 难怪会造成困扰了。

( 3) 张作霖应该到达的时候, 全城不管忙人闲人, 清晨起就都挤到街头看热闹。

( 4) 张作霖应该到达这天, 全城不管忙人闲人, 清晨起就都挤到街头看热闹 (邓友梅 5陋巷旧闻录 6,

转引自刘丹青 ( 2005) )。

语音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少数语言中有清鼻音, 即 [-vo iced] (无 [有声 ]特征 )

的鼻辅音。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辅音, 自然是引申义上的 /有标记0辅音, 但就是否具有 [有

声 ]特征这一点而言, /有标记0的鼻辅音其实没有标记。

/有标记 0造成的困扰, 一方面源自这一概念本身的歧义, 另一方面也来自英汉翻译时

的无奈。 /有标记 0是 markedness的直译, 应该说译得很准确。不过, 与 /标记0相对应的英

语词语还有名词 mark、动词 mark和名词 m arker, 而且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 有人用彩色

粉笔在白墙上画了个箭头作为前进的记号, 这个动作就是 ( to) mark the w al,l 或者用被动形

式 the w all w as marked, 箭头是 mark, 而粉笔则是 m arker。如果他用木板做了个箭头挂在同

样的地方, 动作还是 ( to ) mark the w al,l 而木制箭头就身兼二任, 既是 mark又是 m arker了。

汉语的 /标记 0习惯上只能当名词用, 所以英语的动词 mark一般只好译为 /加标记 0或

/有标记 0。汉语的动词很少有形态变化, 所以表示被动的过去分词 marked常常只好也译为

/有标记 0。基于同样的理由, m arked的名词化形式 markedness仍然还是译为 /有标记 0; 而

have a marker或 w ith a marker也往往译为 /有标记0。这些英语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不完全

等同, 却都用 /有标记 0来翻译, 造成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避免这种困扰, 本文建议改变 markedness的翻译方法。在处理引申义的 m arkedness

时, 放弃直译而改用意译。这样一来, unm arkedness可以译为 /常态0, 而 m arkedness可以译

为 /非常态0; marked case是 /非常态形式 0, unm arked case则是 /常态形式 0。 /有标记0可

以留给 w ith a m arker, have a m arker甚至是 insert a marker之类的说法。至于字面义的

markedness, 仍可以直译为 /有标记0, 因为其特点是真的有个显性标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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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 11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

第 3号通知

  中国第十一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正式成立大会组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曰

国博士任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系邓惠兰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顾钢博士任副主

席。论文提要审读特邀5当代语言学 6编辑委员会承担。

本届大会特邀 3名国际知名学者作大会主旨报告。他们分别为: L isa Chen教授, Ian

Roberts教授和 Bonnie Schw artz教授。

特别提醒: 本次会议要求会议正式代表必须提交与会论文的全文 (至少初稿 ), 以确保

会议论文宣读质量。

与会代表务请注意以下事项:

( 1) 2006年 3月 30日: 论文提要提交截至日期。

( 2) 2006年 5月 15日: 公布论文提要初审结果。

( 3) 2006年 9月 1日: 提交全文初稿。

有关会议的其他信息请查看5当代语言学 62005年第 3、 4期, 还请随时登陆 5当代语言

学 6网站 www. ddyyx. com查看本届会议网上发布的最新信息。

88 当代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