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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孔令达( 1994)、黄南松( 1994)、竟成( 1996)以及 Tang & Lee ( 2000)关于完句的观点做了进一步

抽象,把他们的信息说、时间说以及时态/焦点说抽象为指称特征允准说。本文认为,英、汉语在完句上的句法

要求是一致的,即句子要投射成 IP/ CP, 名词性成分要投射成 DP, 从而变成在概念 ) 意向界面可以解读的成

分。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满足这一句法要求的途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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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些小句虽然主、动、宾齐全,却无法独立起作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能完句(陆俭明

1986;胡明扬、劲松 1989) , 如例( 1)和例( 2)。只有像例( 3)那样充当其他句子的附属成分, 或者像例

( 4)、( 5)、( 6)、( 7)和例( 8)那样再添加一些成分,此类小句才能够独立起作用。像例( 9)那样选用特殊的

主语,或者像例( 10)那样改变句子的语序,也可以完句。

  ( 1) ?? 他吃饭。   ( 2) ?? 他吃了饭。   ( 3)他吃了饭去找你。

  ( 4)他吃了一碗饭。   ( 5)他吃了那顿饭。   ( 6)他吃饭了。

  ( 7)他吃了饭了。   ( 8)他要吃饭。   ( 9)每个人都吃饭。   ( 10)饭他吃了。

对于这一现象, 最直接的解释是小句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 不然就不能独立存在。(如孔令达

1994;黄南松 1994;金廷恩 1999b)但怎样才算足够,似乎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标准, 像例( 7)的自足性就

很难用信息量的观点来解释(竟成 1996)。

本文试图从指称特征允准( licensing)的角度为完句条件做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解释。分析的基本思

路是句子必须投射成 IP/ CP 才能得到解读,名词性短语必须投射成 DP 才能解读。而句子和名词词组

要投射成 IP/ CP 和 DP,就必须获得指称特征( refe rentia l f eature)。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生成语法中短

语和小句的内部结构类似的基本假设。

Abney ( 1987)认为,光杆名词的句法功能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在英语里不能说 John w rote book,

而必须说成 John w ro te a book 或者 John wr ote the book。生成语法对此的解释是 a book 或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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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的句法地位是 DP( determ iner phra se)而非 NP,只有 DP 才能进入句法过程,才能在概念 ) 意向

界面( conceptua-l intentional)得到解读( C homsky 1995)。

DP的核心成分 D 在英语中是冠词 a、the 以及指示代词 that、this、tho se、these 等。D 的句法地位

是功能性成分( funct ional categ ory ) ,和 IP 的核心 I 或 CP 的核心 C 地位相仿, 所以 DP 的内部结构和

小句相仿,某些句法特性也相仿。与本文论证相关的特性是,这些功能性成分为 DP, IP 和 CP 引入合

适的算子, 约束这些结构中的自由变量, 从而使这些结构成为可以在概念 ) 意向( conceptua-l intention-

a l)界面上得到解读的合法成分 ( C homsky 1995) , 上述英语句子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1〕

就汉语而言,例( 2)与例( 4)的区别说明只有 DP 才能进入句法运算;然而例( 2)与例( 7)之间的对比

又说明只要句子中带有某些特殊成分, NP也能够进入句法运算。这种区别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可

以假设汉语的 DP 与英语的不同,其核心位置可以由一个零形式的 D占据 , 但这一零形 D 需要经由句

子中的其他成分允准( l icense)。例( 4)中的/一碗饭0是DP, 而例( 7)中的/饭0是零形 DP,其核心零形 D

由句末的/了20允准,所以两个句子的情况本质相同。

例( 7)中的句末助词/了20是一个句法位置比较高的算子( opera to r) , 它不仅可以约束谓语动词所

含有的事件/状态变量( ev ent/ state v ariables) ,允准 IP 结构,而且还可以约束它所成分统治的( c-com-

mand)宾语名词词组中的名词性变量,从而允准 DP 的零形核心 D。正由于例( 7)中 DP/饭0的零形核

心得到了允准, 所以例( 7)可以说;而例( 2)中/饭0的零形核心没有得到允准,不是合法的 D P,无法在概

念 ) 意向界面得到解读, 所以例( 2)不能说。根据这一分析,例( 1)中的名词性短语没有得到算子的允

准,因此无法在概念 ) 意向界面得到解读,全句便不能说。

2 完句成分的范围

胡明扬、劲松( 1989)指出,汉语的助词、副词等虚词都可以充当完句成分,而且语序变化、否定以及

疑问、祈使等句法形式也可以起到完句作用。孔令达( 1994)、黄南松( 1994)、贺阳( 1994)、竟成( 1996)以

及金廷恩( 1999a, 1999b)对什么可以充当完句成分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黄南松( 1994)认为, 除疑问句、反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和否定句可以自主成句之外,以形容词为谓

语的陈述性肯定句要自主成句,就必须具备程度范畴或功能语气范畴,而以动词为陈述性肯定句自主成

句,就须具备时体范畴或功能语气范畴。

孔令达( 1994)指出, 句子格式不同,起完句作用的语言形式也不同。可以起完句作用的语言形式很

多(黄南松 1994, 孔令达 1994) ,有例( 11)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次数多的词语,例( 12)中表示将来时间的

词语,例( 13)中表持续的词语,例( 14)中表示事情在前不久发生的词语,例( 15)中强调动作在很久以前

就发生的词语, 例( 16)里的情态动词,例( 17)里的程度副词和介词词组/比, ,0, 例( 18)中表示物量或

时量的词语,例( 19)里的句末助词/过20,例( 20)中的句尾/了0或/来了0、/去了0等句尾词以及例( 21)中

的其他语气词。以下例句引自孔令达( 1994)和黄南松( 1994)。

  ( 11) a. 王红经常回来。   ( 11) b. 赵华经常洗衣服。   ( 11) c. 他经常爬上来。

  ( 12) a. 王红明天回来。   ( 12) b. 孙洪明天买书。    ( 13)姐姐在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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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指出的是, / John w rot e books0和/ John drank wine0这样的句子也是可以说的,一般的解释是复数名词和

不可数名词短语虽然看上去是 NP ,但实际上还是 DP ,只是其核心位置由从 N 到 D 移位的 N 所填充 ( L ongobardi 1994;

Chier chia 1998)。



  ( 14) a. 王红才回来。     ( 14) b. 他才爬上来。      ( 14) c. 他刚刚才吃完。

  ( 15)他天还没亮的时侯就吃了饭。

  ( 16) a. 王红应该回来。( 16) b. 这孩子会打球。( 16) c. 他能吃完。( 16) d. 他愿意读两遍。

  ( 17) a. 这只苹果很红。    ( 17) b. 这只苹果比那只红。

  ( 18) a. 他吃了三碗饭。    ( 18) b. 他吃了两个小时的饭。

  ( 19) a. 王红回来过。     ( 19) b. 他站起来过。

  ( 20) a. 王红回来了。     ( 20) b. 赵华洗衣服了。     ( 20) c. 他吃了饭了。

  ( 20) d. 他站起来了。 ( 20) e. 他吃完了。 ( 20) f . 这只苹果红了。

( 20) g. 王经理吃烤鸭来了。 ( 20) h. 一家人看电影去了。 ( 21)爷爷回来喽。

孔令达( 1994)还指出,在/主语+ 动+ 了+ 简单宾语0的句式中, 如果/动+ 宾0表示非经常性的或抽

象的动作,那么一般可以自足,如下所示:

  ( 22) a. 他吃了毒药。       ( 22) b. 他喝了敌敌畏。

  ( 22) c. 他加入了民盟。      ( 22) d. 他们取得了胜利。

而动宾离合词如果表示一种抽象的或非经常性的动作, 由它所形成的/主语+ 动+ 了+ 简单宾语0

句式也可以自足,如:

  ( 23) a. 他们得了势。    ( 23) b. 他破了产。    ( 23) c. 他们离了婚。

如果动宾结构离合词表示经常性的而且具体的动作, 由此构成的/主语+ 动+ 了+ 简单宾语0句式

是不自足的,如:

  ( 24) a. ? ? 阳阳放了学。      ( 24) b. ?? 平平洗了澡。

竟成( 1996)认为时间因素是汉语完句的必要条件。竟成认为首先应该区分/泛时式0和/限时式0两

种基本类型。前者无时界,相当于/静态0,后者则有时界。对于限时式句子,必须用某种手段表示时界。

Tang & Lee ( 2000) 在孔令达( 1994)、贺阳( 1994)和竟成( 1996)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一

般定位原则( Genera lized Ancho ring Principle)。

  ( 25)每一个句子在 LF 界面上都必须得到时态或焦点解读。

a. 时间定位: 一个事件须参照说话时间或参照性事件来定位。

b. 焦点定位:一个成分或一个事件须参照一套参照性成分或参照性事件来定位。

虽然 Tang &Lee ( 2000)对汉语句子的完句条件作了很好的抽象,但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他们认

为汉语可以通过时间定位来完句, 而/过0可以标记一个过去的事件, 所以/过0可以完句。但实际上在普

通的 SVO句中, 如果宾语不具有指称性, /过0并不能完句。

  ( 26) ? ? 他吃过饭。

3 指称特征的允准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 大家对汉语中哪些成分可以起完句作用意见基本一致,但对如何解释这些

成分的完句作用则看法不尽相同。孔令达( 1994)和黄南松( 1994)等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解释完句成分的

作用,竟成( 1996)从时间概念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分是如何使句子自足的, 而 Tang & Lee ( 2000)则试图

用时态和焦点这两个概念来概括汉语句子的完句条件。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还有改进的

余地。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加以抽象, 从而为汉语的完句现象做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

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完句成分主要作用于两类成分,即谓语动词和名词性成分。用形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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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术语来说的话( Chomsky 1981, 1995; Abney 1987) , 就是 NP 必须投射成 DP 才能在句子中得到

解读,而 VP 必须投射成 IP 才能生成句子,从而得到解读。这是因为 NP 在投射成D P之前没有指称特

征,因此它只能表特性( property) ,而不能指称个体( ent ity) ; V P 在投射成 IP 之前也只能表特性,而不

能指称事件( ev ent )或状态( state)。从语义方面讲,所谓句子不自足,就是句子中含有没受约束的自由

变量( f ree variable) ; 从句法方面讲,就是句子含有没被允准的指称特征,也就是 VP 或 NP 没有分别投

射成 IP 或 DP。

IP 和 DP 都是指称特征得到允准后 I 和 D 分别投射的结果。合法的句子和名词性短语都需要有

指称特征,而指称特征在不同的语言里可以通过不同的句法形式来允准。假设语类的指称特征都需要

通过算子来允准,那么英语 IP 结构以及 DP 结构中的算子都是通过形态( mo rpholo gy )手段来实现的。

汉语没有语法化的形态( gramma ticali zed mor pho log y) ,所以算子往往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引入。

/了20这类句尾助词可以视作 IP 层次的算子,它可以约束受其成分统治的辖域( scope)内的变量。

由于动词的宾语在其辖域之内,当光杆名词作宾语时, 宾语名词词组中的变量可以受到约束, 于是光杆

名词的零形 D就会从/了20那儿得到允准。/了1 0和/过10与/了20不同, 它们不是 IP 层面的算子,因此

只作用于所附加的动词。它们可以约束动词中的事件/状态变量, 但却无法约束其辖域之外的其他变

量。如果/ V+ 了10的宾语是具有指称特征的 DP, / V+ 了1+ DP0结构中的变量便分别在动词结构和名

词结构这两个层次上得到约束,那么由/ V+ 了1+ D P0投射而成的 I P自然也就有了指称。这一结果再

次说明,无法完句的 I P结构实际上是 IP 中含有没受约束的自由变量的结构,而含有没受约束变量的结

构是指称特征没有得到允准的结构。

例( 1)不成句是因为其动词和动词宾语都是没有得到算子约束的结构。由于动词结构和名词结构

都含没有受约束的自由变量, 所以句子便没有指称特征。我们当然可以假设例( 1)中有一个零算子,但

任何零形成分的存在都需要得到某种有形成分的允准。由于在例( 1)中无法找到可以允准零算子的有

形成分,假设例( 1)中有一个零算子便没有意义。

例( 2)不成句是因为作宾语的名词词组结构中含有没受约束的自由变量。在/ V + 了10结构中,

/了10只能约束动词中的事件变量,无法约束其辖域之外的动词宾语中的名词性变量。从句法上讲,例

( 2)由于名词词组/饭0的零形 D 无法得到允准, 所以句子不合语法。例( 3)是个合格的句子, 这是因为

状语小句与主句对其所表征的事件互相提供了一个参照点, 从而为句子引入了算子来约束小句中光杆

名词中的自由变量, 使得光杆名词/饭0的指称得到限定。从句法上讲, 例( 3)中的名词性成分-饭. 是有

指称的,因为与-饭. 相关的 DP 的零形 D得到了句子算子的允准。例( 4)和例( 5)合格是因为/ V+ 了10

结构及其宾语中的自由变量都受到了约束。例( 4)和例( 5)中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饭0 的中心语 D 不

是零形式,它们都是具有指称的显性 DP 结构。例( 6)和例( 7)合格是因为/了2 0是 IP 层次的算子。由

于它可以约束它成分统治辖域内的变量,例( 6)中的动词和动词宾语中的变量以及例( 7)中动词宾语的

变量都得到了约束。由于例( 6)和例( 7)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变量, 所以这两个句子都可以完句。例

( 8)合格是因为情态动词是 IP 算子。注意,例( 2)与例( 6)、例( 7)、例( 8)的区别在于, 在例( 2)中/了10只

对动词作出限定,也就是说它只约束动词中的事件变量, 不约束动词宾语中的名词性变量,而在例( 6)、

例( 7)、例( 8)句中, /了20 或情态动词可以作为 I P算子来约束受其成分统治的任何自由变量。在例( 8)

中,动词宾语受情态动词的成分统治,所以它所含有的变量也受到了约束。例( 9)合格是因为全称量化

语( universal quantif ier)在逻辑式是嫁接( adjo in)在 IP 上的算子,可以约束其成分统治辖域内的自由

变量。在例( 9)中,动词和动词宾语中所含有的变量都通过全称量化得到约束, 句子自然合格。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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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是因为宾语/饭0移到了话题位置, 而话题位置就是算子位置,所以其零形中心语 D 得到了允准。

孔令达( 1994)认为例( 22)中的句子可以成句,是因为动宾结构表示非经常性的或抽象的动作。我

们认为例( 22)中的句子之可以成句,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句子中的宾语都是具有特指性( specif ic)的名词

词组,它们指称的都是特类。例( 22) b中的/敌敌畏0和例( 22) c 中的/民盟0实际上都是专名, 当然具有

特指性。例( 22) a 和例( 22) d可以成句是因为例句中的/ 毒药0和/胜利0都指称特类, 因此也具有特指

性。/毒药0是药的一个特类。如果把例( 22) a/毒药0换成/药0, 其特指性就会丧失, 因为/药0不指称特

类。例( 22) d的/胜利0总是与/失败0构成独有的( unique )二元对立体, 因此也具有特指性。孔令达

( 1994)还指出, 例( 23)与例( 24)的区别在于例( 23)中的动宾结构离合词表示一种抽象的或非经常性的

动作,而例( 24)中的动宾结构离合词表示经常性的而且具体的动作。我们认为例( 23)可以成句,是因为

例( 23)中动宾离合词中的宾语具有特指性。例( 23) a 中的宾语/势0指称句子主语所获得的势力, 例

( 23) b中的宾语/产0指称句子主语的财产,例( 23) c 中的/婚0指称句子主语的婚姻。与例( 23)相比,例

( 24)中动宾离合词中的宾语都没有特指性。例( 24) a 中的宾语/学0和例( 24) b 中的宾语/澡0只有与其

构成离合词的动词一起时才能得到解读。由于例( 22)中的宾语具有特指性,在结构上便是 DP, 在语义

上则不含有自由变量。同时又由于例( 22)中的动词中所含有的变量也受到了约束, 所以例( 22)中的句

子都合格。

以上研究的简单思路就是,光杆动词在加上体貌助词前表特性, 不指称事件或状态;而光杆名词在

投射成 DP之前也不能指称个体。对以上思路,可以分别从句法和语义作技术化表述。从句法上讲,动

词和名词的指称特征要分别得到句法允准, 而动词和名词的指称特征如果得不到允准, 就不能投射成

IP 和 DP,于是就不能指称事件/状态和个体。从语义上讲, 动词或名词(或者说句子)中的自由变量都

必须得到约束。在我们的分析中, /了20在汉语中起 IP 算子的作用,因此当句子用了/了20等助词后,

/了20可以约束句子中的自由变量。一旦句子的自由变量受约束,句子便有了指称。除/了20之外, 句尾

词/过0也是 IP 算子, 作用与/了20相同。由于这一原因,例( 19)可以完句。另外,在汉语中, 表疑问等各

种语气的句尾词( sentence- f inal part icle) , 如例( 21)中的/喽0,例( 20) g 和例( 20) h 中的/来了0和/去

了0也是结构位置比较高的算子。我们把表语气的句尾词看作 C 层面的成分, 它们都可以约束其辖域

内的自由变量。除/了20和句尾词外, Lew is( 1975)所定义的量化副词( a dve rbs o f quantif ica tion)也可

以约束其辖域内的自由变量。根据 Lew is( 1975) ,量化副词是无选择约束语( unselect ive binder ) , 它会

把其辖域内所有的自由变量都约束住。因此,例( 11)中的句子可以完句是因为这些句子内都有量化副

词。

根据我们目前的分析,附着在动词上的体貌助词本身无法独立完句。从结构上讲, 英语在 C 和体

貌成分之间还有其他的功能性( funct ional)成分, 如情态成分、一致( agreement )成分以及时态( tense)

成分等,那么汉语在 C 和体貌成分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些成分? 我们认为由于汉语中 C 和体貌成分之间

的许多功能性成分都是取零形式, 所以汉语才有完句问题, 因为只有体貌成分之上的其他功能性成分才

具有 IP 算子的特性(附着在动词上的体貌成分只是对动词进行操作的算子) ,而如果这些功能性成分取

零形式,那么它们还需有形( o vert )成分的允准。汉语中 C 和体貌成分之间可以不取零形式的功能性成

分是情态动词。情态成分与时态成分相同,都具有 IP算子特性, 自然可以充当完句成分, 所以( 15)的例

句都是完整的句子。另外,汉语中的体貌助词大都放在动词后, 只有表进行的助词/在0是放在动词前

的,由于/在0与其他体貌助词出现的位置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0的句法位置要高于其他体貌助词,

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在0已经移到了体貌成分之上的其他功能性成分的位置,所以/在0具有 IP 算子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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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起完句作用(如例( 13) )。体貌成分之上的另外一个功能性成分是焦点。我们认为在逻辑层面

( lo gical f orm ) ,焦点是 C 层次的成分,由于焦点是结构位置较高的句子算子,所以含有焦点的句子,如

例( 14)和例( 15) ,都可以完句。孔令达( 1994)认为在例( 14)和例( 15)中起完句作用的是表示事情在前

不久发生的词语和强调动作在很久以前就发生的词语。实际上在例( 14)和例( 15)中起完句作用的是两

个焦点成分/才0和/就0。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讨论汉语中形容词作谓语时成句情况。孔令达( 1994) (以及黄南松

( 1994) )指出,当形容词作谓语时, 只有程度副词、介词词组/ 比,,0和助词/了2 0可以充当完句成分。

当形容词作谓语时, 助词/了20自然可以成句,因为它是 IP 算子,可以约束形容词中的状态变量。汉语

形容词与英语形容词在作谓语时有所不同。英语形容词必须通过联系动词才可构成谓语,而汉语形容

词则不需借助联系动词来构成谓语。当英语形容词与联系动词一起构成谓语时,这个谓语可以表示一

种断言,也可以表示一种对主语的描写,如下所示:

  ( 27) This apple is red.

如果把( 27)中谓语对主语的断言译成汉语,则是:

  ( 28)这只苹果是红的。

如果把( 27)中谓语对主语的描写译成汉语,则是:

  ( 29)这只苹果很红。

可能由于汉语形容词可以像动词一样直接作谓语,汉语形容词作谓语时,必须通过形式标记把其类

似动词的用法与形容词用法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汉语形容词不能通过时间词语来成句。因

为即使加上时间词语,我们仍无法知道该形容词是作动词使用, 还是作描写词语或断言词语来使用。汉

语形容词也不可通过添加情态动词来成句,因为情态动词和例( 29)中的/是0一样, 如果和形容词连用,

只能表断言;而汉语形容词如果不加标记,本身是不能表断言的。由于汉语形容词既可以作动词,又可

以作描写形容词和断言形容词来使用, 所以这三种用法必须通过三种形式标记来区分。当汉语形容词

不通过动词直接与主语关联作谓语时, 添加程度副词便成了表明其描写性形容词特性的方法。

最后,我们简要讨论一下竟成( 1996)所提到的泛时句。竟成( 1996)认为泛时句无时界可言,但同时

又指出泛时句并不等于不表达时间概念,只是时轴上时界开放而已。我们认为,如果把汉语完句条件只

和时间挂钩,便会把时间泛化得没有解释力。根据 Ca rlson( 1977) ,我们认为应区分两种谓词。一种是

个体谓词( 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 ,另一种是阶段谓词( sta ge- level predicate)。个体谓词表事物比

较稳定的属性, 而阶段谓词描写事物的行为或状态。以下例句中的谓词都是个体谓词,由于个体谓词可

以衍生通指( gener ic)或类指( kind-denot ing)算子,所以由这类谓词所衍生的变量都是受约束的变量。

  ( 30)小明喜欢读书。       ( 31)狼有四条腿。

4 结语

本文是对孔令达( 1994)、黄南松( 1994)、竟成( 1996)以及 Tang &Lee ( 2000)的观点的进一步抽象。

我们把他们的信息说、时间说以及时态/焦点说抽象为指称特征允准说或变量约束说。我们认为,所谓

的句子的信息量要足实际上是指句子中的自由变量要受到约束,结构成分的指称特征要得到允准。竟

成( 1996)认为时间因素是汉语完句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汉语和英语不同,由于汉语没有语法化的时

态( Hu, Pan &Xu 2001) , 汉语句子不一定非要指称时间,它只要通过某种合法途径把句子中的自由变

量约束住,就可以完句。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句子中有时间因素也不一定能完句。如果我们把例( 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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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时间副词/明天0换成/昨天0, 句子就不合格。

  ( 32) ? ? 王红昨天回来。

例句( 32)显示, 时间副词并不是允准句子指称的算子。例( 12 ) a、( 12) b之所以可以完句,是因为

其表示将来的副词总是和情态( modality)算子联系在一起,而情态算子和时态算子一样, 都可以约束句

子中它所成分统治的自由变量,从而允准相关结构成分的指称。在例( 12 ) a、( 12) b 中虽然情态成分取

的是零形式,但由于这一零成分得到了表将来时间的副词的允准, 它便可以与有形情态成分一样起作

用。基于这一原因, 例( 12) a 和( 12) b 都是完整的句子。

Tang &Lee ( 2000) 把时态/焦点因素看作汉语完句的条件,我们认为时态/焦点因素实际上只是实

现句子指称的一种手段。英、汉语在完句上的句法要求是一致的, 即句子要投射成 IP/ CP,名词性成分

要投射成 DP, 从而使其变成在概念 ) 意向界面可以解读的成分。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满足这一

句法要求的途径不同。由于英语是一种具有形态的语言, 在英语中某种句法要求往往只能用某种固定

的形态句法手段来满足, 而在汉语中某种句法要求往往可以用几种语言手段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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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fur ther r eduction of the condit ions on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in

Chinese as pr opo sed in Kong ( 1994) , Huang ( 1994) , Jing ( 1996) and T ang & Lee ( 2000) . It ar gues

that the sole condit ion on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is the licensing of r eferent ial features on D and

I by int roducing sentence operators into the relevant st 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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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由中国语用学会主办,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 2005 年 7 月 26 到 28 日在复旦大学顺利

召开。这次大会共有 189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 6 名国外知名学者。本次会议共有 192 人提交论

文。其中来自美国的语用学学者 Lawrence H orn教授、I. Kecskes 教授和 Chen Rong 教授分别做了 Speaker and H earer

in Neo-Gr icean P ragmatics, Context ual Meaning and Word Meaning in Language Use 以及 Grice, H is Critics and Prag-

matics 的主题演讲。

从大会和分组发言看,本届语用学研讨会涵盖的主题有语用学基本理论、言语行为、礼貌原则、语用推理、认知语用

学、语篇语用学、实用语用研究、跨文化语用学、法律语用学、语用学与教学、历史语用学等。本次研讨会, 与会者发言踊

跃,气氛热烈, 讨论深入,无疑是一次较为成功的盛会。

经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 第十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将于 2007 年由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承办。

( 袁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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