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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港式中文0 , 是社会变体、地域变体和功能变体的综合体。它以标准汉语为基础, 同时又长

期而且多方位地受到粤方言、英语和文言文的影响, 具有鲜明的香港特色, 是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中间书

面语。讨论 / 港式中文0 形成的原因、性质和特点, 对探索共同语、方言以及外语的交融和影响, 探索口

语对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 探索语言变体的形成,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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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语言接触和语言变体, 以往的研究主要涉

及口语, 对书面语很少关注; 主要涉及两种语言之

间的关系, 很少同时涉及标准语、方言和外语的情

况。香港由于它的特殊情况, 语言生活呈现出多姿

多彩的面貌, 尤其是它的书面语形式 / 港式中文0
更加引起我们的极大的兴趣。

语言的变体通常区分为三类: 11 地域变体
(因为地域不同而引起的) ; 21 社会变体 (因为社

会阶层以及男女性别不同等社会因素而引起的) ;

31功能变体 (因为应用范围不同而引起的)。 /港

式中文0 这一特殊的语言变体, 恰恰是这三种不同

类型变体的综合体。它首先是个 /社会变体0, 香

港在 1997年之前被英国殖民统治 100多年, 回归

以后也还是实行 /一国两制0, 所以, 这里的社会

变体实质上指的是因 / 不同的社会制度0 而造成

的, 明显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变体的含义。其次, 它

又是 /地域变体0, 因为它位于中国东南端, 属于

粤方言范围, 长期以来, 口语是粤方言的一统天

下, 普通话 (国语) 基本上被屏除在外, 粤方言对

书面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 它只是指书面

语, 一定程度上脱离口语而存在, 所以还是 /功能

变体0。

一、香港语言生活的历史与现状

香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渔村, 发展成为一个

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城市, 经历了 100多年的艰辛历

程。香港的历史, 伴随着祖国的兴衰, 也充满着惊

涛骇浪。香港的语言面貌同样经历了曲折的、激烈

的动荡和变化。参考刘镇发先生的资料
[ 1]
, 我们把

香港语言使用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 土粤语初始阶段 ( 1842年之前)

香港本地居民使用的是 /土粤语0, 属于粤语,

但是跟粤语的代表地点广州话 (白话) 有明显区

别, 主要在现在的新界一带使用。1762 年以后,

客家人大批移民到香港, 形成了第二大方言群: 客

家方言。

(二) 广州话流行阶段 ( 1842 ) 1945年)

香港被英国占领以后, 英国统治者在政府层面

用的基本上都是英语, 直到 1882年以后才有少数

学校开始教中文。但是平民的交际语言基本上用的

还是广州话 (白话)。20世纪初期潮州、汕头人开

始大量进入香港, 开始形成香港的第三大方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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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话。

(三) 多方言并用阶段 ( 1945 ) 196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香港的语言生活呈

现出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国内由于内战动荡, 而香

港局势相对稳定, 大批难民移居香港, 四邑话、上

海话、闽南话也开始崛起。二是国语兴起, 不仅成

了中小学除了粤语之外的主要教学语言, 而且广

播、电影以及歌曲都普遍使用。

(四) 粤语为主导阶段 ( 1967 ) 1997年)

受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1967 年香港发生

了左派暴动, 港英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局势, 加强香

港人的认同感, 在语言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核心是推广粤语, 排斥国语, 这主要包括: 11 除
了英语, 广播电视都只能够使用粤语; 21 禁止中
小学教国语; 31 取消中学会考 / 国语0 科目; 41
开始拍摄粤语电影, 推行粤语歌曲。从 80 年代开

始, 香港社会进入一个以粤语交际为主的时代。

(五) 两文三语阶段 ( 1997 ) )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祖国大陆, 同时又实行

/一国两制0, 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在语言政策上, 实

施的是 /两文三语0, 即: 书面上, 中文与英文并

存; 口语上, 则是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并存。让人

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各个阶层的香港居民, 包括政

界、工商界、教育界等, 学习普通话的热情高涨,

普通话水平测试成为热门话题, 短短几年里, 能够

说普通话的人数急剧递增。但是这仅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方面则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 可见, 所谓的 / 港式中文0,
实际上形成于 20世纪 70- 80年代, 并且在 90 年

代趋于成熟。这是在特殊的地区, 受到特殊政策的

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充分体现了香

港地区的特殊性: 是中文, 但不是标准中文; 处处

可以发现粤语、英语、文言的成分, 却又都包容在

中文的框架里边。因此, 它是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

变体。

二、/ 港式中文0 的性质

粤语的可懂度, 在各大方言中可能是最低的,

根据郑锦全先生的统计和分析
[2]
, 大概只能够达到

百分之十几, 而香港的汉语书面语, 则大体上可以

看得懂。但是, 香港书面语客观上还存在不少跟标

准中文不同之处, 也就是说, 这是具有香港地方特

色的汉语书面语 ) ) ) /港式中文0。

那么, 什么叫做 /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

面语0 呢? 即以标准中文为主体, 带有部分文言色

彩, 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 并有独特的社会词和

流行语, 在词汇系统、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

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 主要在香港地

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这样, 港式中文一方

面, 它跟香港居民口语使用的粤方言相对, 另外一

方面, 它又跟全国普遍使用的标准中文相对, 从而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香港地区的汉语书面语, 根据它跟标准汉语、

粤语的比较, 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等级, 我们根据邵

敬敏 1996年对香港报纸用语的等级分析进行了调

整
[ 3]
:

第一级: 标准中文, 指完全运用标准汉语的书

面语, 跟内地使用的标准中文属于同一类型。内地

人的可懂度为 95% ) 100%, 仅有少数词语不符合

内地的规范。

第二级: 港式中文, 指具有香港特色的汉语书

面语, 基本上以标准中文为主体, 但受到粤语、英

语以及文言等方面影响的书面语。内地人的可懂度

为 50% ) 95%。例如:

( 1) 该局副秘书长余志稳在另一场合称, 已收

到逾一百份有关种族歧视立法的建议, 大部分不赞

成新移民纳入禁止种族歧视的立法范围内。 (苹果

日报2005 ) 2 ) 7)

第三级: 粤语书面语, 指粤语的词汇、格式比

较普遍, 但是标准中文还是占有一定比例。内地人

的可懂度为 50%以下。例如:

( 2) 无论穿乜饰物, 珠仔配搭都好紧要, 尤其

穿细粒 珠仔, 份外伤神, 要好有心机。有时穿完

一条手链仔, 对眼会好 。 (苹果日报 2005 ) 2 )

15)

我们认为: /港式中文0 并非一种独立的中文,

而是属于标准中文的一种变体。因为它的总体面

貌, 大部分词语、句式都还是我们熟悉的标准汉

语。

对待 /港式中文0, 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
态度:

第一, 是坚决反对, 认为这是不规范的, 应该

取消、改正。例如 5香江文坛6 ( 2004年 11月号)

发表的 /港式中文不宜大行其道0, 认为只有放弃
港式中文, 采用汉语标准书面语, /才能提高作为

国际大都会的香港的文化质素与层次, 才能提高香

港的国际形象0。
第二, 态度比较宽容, 认为应该承认它的存

在, 不要轻易否定。例如 5成报6 ( 2005 ) 1 ) 11)

/港式中文: 不必批评, 也不必提倡0, 认为 /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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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互相影响0 是合情合理的, 不必大惊小怪。但

是理由并不充分, 好像心里有点发虚。

我们觉得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态度: 不是简单的反对或者赞成, 重要的是

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并且寻找其造成种种差异

的原因。

第一, 首先需要知道港式中文和标准中文的区

别到底有多少, 有多大, 这就需要对港式中文进行

全面的调查, 从而发现它们跟标准中文的区别。

第二, 把点点滴滴的区别运用语言学的知识进

行必要的归纳, 从词汇、句法、语用多种角度进行

梳理, 并且寻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 结合香港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

并考虑粤语、英语、文言的影响, 运用社会语言学

的理论与方法挖掘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次的

原因。

第四, 港式中文实质上是多种语言 (方言) 接

触、渗透、交融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研究语言发展

变化的极好样例, 将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与更新起

到积极的作用。

第五, 预测港式中文今后发展的走向, 以积极

进取的态度对待港式中文, 使之与标准中文更好地

配合, 并促使港式中文根据香港特区今后发展的需

要, 逐步向标准中文靠拢。

只有在这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

对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发现港式中文的

特点和规律。

三、/ 港式中文0 的变异手段

(一) 代用

标准汉语里本来应该使用这种词语, 例如 A

来进行组合, 但是粤方言却使用另外一些词语, 例

如 B, 结果由于方言的影响, 港式中文里 A就用 B

来替代了。

香港普通居民的语言使用实际上实行的是 /双
轨制0, 即口头上说的是粤语, 书面上写的是汉语

共同语。虽然有比较明确的分工, 但是实际上两者

是相互影响的, 尤其是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更为显

著, 当他们自己使用汉语共同语写作时, 粤语的某

些词语, 以及某些表达方式就常常掺杂进来, 比如

名量词跟名词的组合, 不能仅仅归之为一种习惯,

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语义的双向选择性。这

正是汉语语法组合规则的一条总纲, 具有极大的解

释力。

例如 /间0 作为量词, 在标准中文里与名词的

搭配能力非常有限, 可以与之搭配的名词主要限于

/房0, 以及与之相关的 /屋子0、 /卧室0、 /客厅0

等等, 属于 /专职量词0。可是在港式中文里,

/间0 却特别活跃, 与名词的组合能力非常强, 在

一定程度上能与标准中文的量词 /个0 相媲美, 诸

如学校 (大、中、小)、工厂、公司、诊所、医院、

餐馆、排档、商店、超市、银行、邮局、酒巴、教

堂、赌场、大使馆、旅行社、养老院、娱乐场所、

电视台、球会 (即俱乐部) 之类的名词, 都能与

/间0 搭配, 属于 /泛化量词0。这显然是受粤语的
影响。例如:

( 1) 香港有八间接受政府资助的大专院校, 各

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 (明报 2001年 10月 3日A2

版)

( 2) 以规模而言, 德国的运送行动最大, 该国

共有五万间私人银行。( 5东方日报6 2001年9月 8

日 A2版)

( 3) 一九九八年美国两间非洲大使馆遇袭之后

展开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发现。(星岛日报 2001年

9月29日A6版)

( 4) 纽约一间电视台报道, 执法人员相信两架

飞机遭恐怖分子骑劫, 发动这次惊天袭击。 (苹果

日报2001年 9月 12日A2版)

(二) 借用

标准汉语本来没有这样的用法, 由于方言的影

响, 结果造成这样新的格式。例如在标准中文里,

/有0 只能用作动词, 带体词宾语, 如 /他有一本

书0、/面粉里有沙子0 等, 但是不能带有动词性宾

语或者小句宾语。因此我们可以问 /你有没有钱?0

也可以回答 /有钱0, 或者 /没有钱0。但是绝对不

能问 /你有没有搞错?0 也不能回答 /有搞错0。而

只能够问 /你搞错了没有?0 回答是 /搞错了0 或
者 /没有搞错0。

在港式中文里, /有0 除了带体词性宾语之外,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用法, 就是直接出现在动词前

面, 表达一种特殊的体貌意义。这种用法中的

/有0 已经相当虚化, 可以看作是一个语法标记了。

例如:

( 1) 全国广播公司及 5华盛顿邮报6 在演说后
的调查发现, 全国七成九人都有收看这次演说, 是

十年来收看率最高的一次总统演说。 (明报 2001年

9月22日A6版)

( 2) 案发当天他们四人同去参加友人的婚宴,

婚宴期间, 他注意到两名死者都有喝酒, 自己也喝

得酩酊大醉。(东方日报 2001年 8月 15日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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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例中, 充当句子谓语的动词短语前都附

着一个 /有0。不难看出, 这些句子都有一个共同

的语法意义 ) ) ) 表示完成。那么, 标记词 /有0 是
否就表示完成这一语法意义并只表示这一意义呢?

我们不妨扩大考察的范围, 看看下面的例子:

(3) 我们仍有保持联络, 但没有什么进展。

(明报 2001年 9月 23日 A25版)

( 4) 他并强调, 香港与国际执法部门有定期交

换恐怖活动情报, 警方有足够能力对付恐怖活动。

(明报 2001年 9月 20日 A14版)

很明显, 例 ( 3) 的意思是 /保持着联络0, 例

(4) 的 /定期交换着 ,,情报0; 在句子中都有

/持续0 的语法意义。中文以 /有0 置于动词之前

充当体标记, 在语言类型学中并不罕见, 其他语系

的语言中也有类似的用法, 如英语中的 / have0 和

法语中的 / avoir0 在保留实词用法的同时, 也已虚

化成为表示体范畴的情态动词。

(三) 混用

混用, 指某个词语, 标准中文本来应该是这样

的语义和用法, 但是在港式中文里却有其他的语义

或者用法, 从而造成了混用。最常见的就是 /同形
异义词语0。

第一, 词性不同, 语义不同。

( 1) 关父的一名友人称, 昨晨大帽山电单车意

外伤者, 亦是其朋友, 一日内两次去医院 /认真当
黑0。(苹果日报 2004年 2月 23日A10)

( 2) 此外, 沙丽此行也有重大收获, 事缘她在

酒店房间所用的枕头睡得她非常舒服, 故索性向酒

店购买一对回来与阿Lam 分享, 认真恩爱。 (东方

日报 2004年 2月 23日 C1)

在标准中文里, /认真0 是形容词, 表示 /严

肃对待、不马虎0 的意思, 例如 /认真学习0、/学
习认真0。在港式中文里除了这一意思之外, 还是

副词, 只能够做状语, 表示 /确实、的确0 的意

思。此外, 这类词还有 /化学0、/花心0、/意图0、
/八卦0 等。

第二, 词性相同, 词义不同。

( 1) 马会前职员不满遭炒鱿, 满腔愤怒无从宣

泄, 竟将矛头指向寓所附近的马会投注站, 在个半

月内八度向投注站捣乱, 包括泼油及倒水入自助售

票机泄愤。(东方日报 2004年 4月 16日A38)

( 2) 公司内数名职员纷纷闪避, 其中一名被红

油泼中左手的男职员追出门外, 目睹三人沿后楼梯

逃跑。(苹果日报 2004年 4月 1日A1)

标准中文里, /油0 包括好几种意思: 一指

/动植物体内所含的液态脂肪0, 例如 /豆油0、/菜

油0, 二指 /矿产碳氢化合物的混合液体0, 例如

/石油0、/油气0, 三指 /固态的动态脂肪0, 例如
/猪油0、/牛油0。而在港式中文里, 除有跟标准中

文相同的含义外, /油0 还常常指 /油漆0。在香

港, 店铺、写字楼等地被淋油漆恐吓的新闻屡见不

鲜。例句中的 /红油0 指的是红色油漆, 显示两地

对油的含义理解有所不同。此外, 这类词还有 /地

牢0、/电梯0、/人工0、/尾数0、/大堂0、/工人0

等都有不同的理解。

第三, 词义不同, 搭配对象也不同。

( 1) 表扬本港电影业成就的尖沙咀新旅游点

/星光大道0 将于四月开幕, 在本周日举行招聘会,

聘请四十名亲善大使和纪念品销售员。 (星岛日报

2004年 3月 3日 A14)

( 2) 为迎接迪斯尼乐园在 2005 年开幕, 旅发

局来年其中一个重点是拓展 /家庭旅游0, 自由行

旅客是重点对象之一。(明报2004年2月 24日A9)

在标准中文里, /开幕0 的本义指 /戏剧、歌

舞等演出开始时拉开舞台前的幕布0, 引申泛指

/ 会议、展览会的开始0, 相对于 / 闭幕0, 例如
/开幕词0、 /开幕仪式0。在港式中文里, /开幕0

除了跟标准中文一样的用法之外, 其 /开始0 义的

搭配对象远远多于标准中文, 店铺、场馆的开业在

香港都可以称之为 /开幕0。香港20年代的 5工商
日报6 已有 /书院开幕0、/店铺开幕0 的搭配, 叶

圣陶的长篇小说 5倪焕之6 ( 1928年) 中就有 /生

活开幕0 的用法, 可见, 香港沿用了 /开幕0 过去
的用法, 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 所以产生了差

异。此外, 这类词还有 /醒目0、 /主持人0、 /行

使0、/身家0、/孤寒0、/辛苦0、/裁判0、/刁钻0、

/发达0、/密实0、/犀利0、/小气0、/阴湿0 等。
第四, 褒贬感情色彩的差异。

( 1) 死党是住在隔  位的一名  姓男童。 (香

港城市大学 5全球首个华语共时语料库6) 标准中
文里, /死党0 指 /为某人或集团出死力的党羽0

(现代汉语词典 P1195) , 属于贬义。而港式中文里

指的是 /密友0 (最要好的朋友) , 属于褒义。

( 2) 余志稳又指出, 当局在检讨咨询及法定组

织工作时, 会优先检讨平机会主席角色问题, 并研

究应否加开行政策总监的职位, 以平衡主席的权

力。(苹果日报 2004年 2月 14日A8)

在标准中文里, /检讨0 一词的常用义是 /找

出缺点和错误, 并做自我批评0, 带有贬义色彩;

当然也可以表示 /总结分析、研究0, 无所谓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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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例如 /原稿不在手边, 无从检讨。0 但是, 港

式中文里的 /总结分析、研究0 则是常用义, 没有

贬义的用法。1948年 7月 14日的香港 5工商日报6
有 /国际局面该重新检讨0 的标题文章, 结合其它

因素可推测, /检讨0 一词出现常用义的差别, 是

香港沿用过去的用法形成的。此外, 这类词还有

/揭发0、/事业0、/人士0、/拉拢0、/口气0 等。
第五, 基本义与比喻义的不同。

( 1) 加元昨在  洲市水位介乎每美元  一  三

三五零。 (香港城市大学 5全球首个华语共时语料
库6)

标准中文里, /水位0 指 /江河等水域水面的

高度位置0。港式中文则比喻为 /金融市场价位的

高低0, 因为香港人惯于用 /水0 来比喻 /财0。
(2) 跟在死囚  后  希望看到 /打靶0 盛。

(香港城市大学 5全球首个华语共时语料库6)

标准中文里, /打靶0 指 /射击联系0, 因为要

看射击的成绩, 所以必须竖起靶子来打, 有首军列

歌曲就叫 /打靶归来0。港式中文专指 /枪毙0, 现

在香港取消死刑, 这一用法也逐渐消亡。此外, 这

类词还有 /蛇头0、/打尖0、/小手0、/马蹄0、/黑
手0、/抽水0、/提水0、/偷鸡0、/放水0 等。

(四) 夹用

这种英文词语的夹用最常见的是数量占绝对优

势的三大类实词: 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些英文

词语一旦进入汉语的句子框架, 就自动放弃原有的

语法属性, 特别是原有的变格变位的形态变化规

则, 而受到汉语语法组合造句规则的约束, 这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所夹用的英文单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法和

构形法的规则, 进行汉语式构词, 主要是出现重叠

格式以及 /动词+ 化0。例如:

( 1) 任何人披上 /民主0 这样魔衣, 就显出一

副 cool cool的民主斗士的架势。 (成报 2004- 09-

22, A15, /手记评论0) ( adj1酷酷的)

(2) 情形就好像 fashion 一样, 讲家具变得

fashion化, 这个深奥的学问, 当然要留待设计师给

读者们解答吗。 (成报 2004- 09- 22, S02, /家

也换季特辑0) ( v1流行)

第二, 英文名词也可以接受数量短语的修饰,

这在英文句子里是无法想象的。例如:

( 1) 最后一个 shot放的烟花要几万多元, 导演

同我讲只得一次机会。 (星岛日报 2004- 09- 04,

D5) ( n1镜头)

(2) 最近收到好多 complaint。 (香港城市大学

5全球首个华语共时语料库6) ( n1投诉)

第三, 动词不是按照英文的语法规则来进行时

态变化, 而是依照汉语语法规则, 后面带上时态助

词, 也包括粤语的一些方言助词 quit 、like 、

Enjoy下。例如:

( 1) 正如老板 Cora 所说: 自己本身是记者,

打工打到好闷, 于是想开间 Caf�玩下, 自己 Enjoy

下, 让人有个地方坐下来谈天, 供应些物美价廉的

食物。 (星岛日报 2004- 09- 13, B5) ( v1 享受)

=后面出现时态助词 /下0>
( 2) 我的机器是台老 LAPTOP。都 Set up的是

画图的软件。已经好久没有装过 OFFICE了! (香

港城市大学 5全球首个华语共时语料库6) ( v1 装
配)

第四, 形容词还可以像汉语的形容词一样用时

态助词 /了0 以及结构助词 /得0 带上补语。例

如:

( 1) 至于郑融颇识做地卖花赞花香说: 我饮用

/完美 160 较前 Fit 了不少, 尤其是腰围和下围的

肌肉更结实。(星岛日报2004- 09- 13, D4, /星岛

娱乐0) ( adj1 健美)

( 2) 至于歌词纸, 也没有因为新版而改用彩色

印刷, 一切依照原来 Lo- Fi的黑白颜色和简洁的

排版设计, 感觉Vintage得多! (星岛日报 2004- 09

- 13, E1, /星岛娱乐0) ( adj1最佳的)

形容词还可以直接做谓语, 而不必借助于 to

be。例如:

( 3) 她大谈华仔身形 Fit。(星岛日报 2004- 09

- 19, D3 /星岛社交0) ( adj1健美)

第五, 某些词语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例如:

( 1) 她笑说: 我真系估唔到  会面红, 同埋一

埋位就流到眼泪, 可能  感觉上太 Man, 起初我以

为  好爽朗, 不拘小节, 但原来系好细心。 (星岛

日报 2004- 09- 14, D6, /星岛娱乐0) ( n1 男人y

adj1 男人化)

( 2) 记者目前在旺角闹市发现 /南拳妈妈0 与

助手结伴 shopping。 (星岛日报 2004- 09- 21, D4)

( n1商店 yv1购物)

( 3) 方立申承认因为扁桃腺发炎才会咪嘴,

/如果声带无问题我会唱 live, 唱不到 live我心情都

受影响0。(星岛日报 2004- 09- 10, D4, /星岛娱

乐0) ( adj1生动的, 实况转播的; yn1现场演唱)

例 ( 1) 是名词变成了形容词, 例 ( 2) 是名词

变成了动词, 例 ( 3) 是形容词变成了名词。

第六, 使用汉语的省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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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反复疑问句式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省略格

式: /开心不开心? ) ) ) 开不开心?0 如果夹用英

文, 也会出现同样的省略格式: / hap唔 happy呀?0
(开不开心哪?) 或者 pro 唔 professional? (专不专

业?)

此外, 英文词语往往字母太多, 词形太长, 不

太符合汉语单词以双音节为主的习惯, 所以常常出

现省写形式。例如:

( 1) 东方新地-盒仔数码相机好 Pro。 (东方新

地2001- 04- 23) ( adj1Professional职业、专业化)

四、产生语言变异的原因

5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6 明

确规定, 汉语和英语具有同等地位, 都是香港的正

式官方语言, 这就形成了香港特有的 / 两文三语0

现象。汉语的社会地位在香港回归前后不断提高,

规范化的呼声也就逐渐高了起来。另一方面, 香港

与大陆在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交流

日益频繁, 以标准汉语写成的新闻报道, 中央政府

的文件开始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与标准汉语的接触

多了, 香港书面汉语必然也会受到影响。这种状况

所带来的结果是 /变异形式0 与标准汉语的 /规范

形式0 共存共用。如表示否定除用 /未有0、 /无0

之外, 有时也用 /没有0; 被动句除用 /遭0、/获0

之外, 也不难见到用 /被0、 /让0 的情况, 等等。

随着语言接触的不断增加, 标准汉语的规范形式很

可能会逐渐扩大自己的领地, 最终取代大多数的变

异形式。

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看, 作为香港书面

语的港式中文是标准中文的一个地域变体, 实际上

也是语言, 包括外语、古汉语、汉语方言、汉语标

准共同语相互接触、渗透、交融的必然结果, 这也

使 /港式中文0 成为语言交融分析的典型样品。

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不同之处, 以及产生这

些差异的原因, 自然会成为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

对港式中文形成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 可以从六

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 港式中文, 当然还是中文, 所以首先它

应该是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变体, 就好像说 /港式餐
厅0, 还是 /餐厅0, /港式电影0, 还是 /电影0 一

样, 只不过它带有香港的某些特色。因此, 从这一

意义上来讲, 标准汉语书面语自然是它的基础、根

本。以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契机的白话文运动,

必然对全国的书面语产生深远的影响, 香港的书面

语也不例外。此后的几十年间, 香港书面汉语的发

展大致上与内地书面汉语同步, 无论中小学语文课

本, 还是文学作品、报纸新闻, 基本上用的是标准

汉语书面语。

第二, 香港居民的主体母语方言应该是粤语,

而且是以广州方言为代表的 /白话0。在家庭生活

和社会交往中, 香港人基本上说的是粤方言。因

此, 从口语来说, 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粤语, 这样,

一旦香港书面语走上半独立发展的道路, 粤语对香

港书面汉语必然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包括词

汇和句法, 以及语用的习惯等等。

第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强势扩

展, 导致英语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语种, 再加上

由于英国曾经是香港的宗主国, 英语对港式中文的

影响是比较深的。香港在 1997 年回归中国之前,

有近150年的殖民地历史。在此期间, 英国出于殖

民统治的需要而确立了英语的官方地位。英语不仅

成了香港的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 而且也成了工作

语言、教学语言和商务语言。英语地位的不断上

升, 提高了一般职员的英语水平和英语交际能力,

也使香港地区的汉语书面语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

化。

第四, 文言的影响。香港书面语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征就是跟口语 (粤语) 脱钩, 而香港人学习

中文写作的途径主要是课文中的各种经典范文, 其

中包括大量的古文。由于文言文的学习是语文教育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粤语中也保留比较多的

古汉语成分。所以香港书面语跟内地书面语的一个

重要区别就是在文言成分的运用上, 前者明显多于

后者。

第五, 香港社区词和流行语。由于香港社区的

特殊性, 反映香港特有的事物、理念和特色的新词

语以及香港青年的时髦的流行语, 这也是港式中文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 香港人员的构成, 虽然主要来自于以广

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 但是, 不同时期, 潮汕

人、福建人、上海人都有大批人员涌入香港, 他们

的方言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港式中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六个方面的影响以及他

们所发挥的作用, 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影响的程

度、作用明显不同。概括起来, 我们可以这样说:

标准中文是最根本的影响; 粤语是全面的影响; 英

语是深刻的影响; 文言是局部的影响; 社区词和流

行语以及其他方言则是有限的影响。由于我们关注

的是标准中文跟港式中文的区别, 所以, 这两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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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方, 是我们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 而不

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港式中文0 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有人认为

/我们相信, 香港语码混用的情况会随着英国殖民

统治的结束而结束, 最终走向单一语码0 [ 4]
。也有

人认为, 按照标准中文的标准, 港式中文里充满了

错误, 所以这是一种 /病态0 的模式, 起码是不健

康的表现, 应该修改、乃至于废黜。但是, 这些都

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根据 /一国两制0 的总原

则, 在短时期里改变这种状况, 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认为:

第一, /港式中文0 将长期保留, 出现 /四文0

(标准中文、标准英文、粤语中文以及港式中文)

并存的局面。

第二, 港式中文将逐步向标准汉语靠拢, 但是

不可能在短时期里消亡, 这一过程将随着香港的大

陆化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 研究语言接触的目的往往是探索语言的

同源关系, 但是, 港式中文研究的意义则主要探索

共同语、方言以及外语的交融和影响, 探索口语对

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标准共

同语和方言之间形成过渡型中间语言的途径及其原

因。 (责任编辑  胡范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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