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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是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但是, 这一

组概念在句法上并不形成真正的对立,用来解释汉语/ 的0字结构及相关现象也并不成功, 所以不值得保

留,可以用较为简单的短语结构式来代替。

关键词: 离心结构、向心结构、/ 的0字结构、自指与转指

  [中图分类号] H043; H 314.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0429( 2007) 04- 0276- 9

0. 问题的由来

中国的现代语法学始于5马氏文通6(马建

忠 1898)带来的拉丁语法体系, 而真正达到现

代学科的高度,则是在引进了结构主义的完整

理论体系之后。不过, 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概

念与研究方法之中, 也有一些原本不够成熟的,

虽然在进入中国之后得到了改进与提高, 但由

于先天不足, 始终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当中

影响最为深远, 而且至今仍是争论焦点的,当数

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这一对概念了。

这两个概念在文献中也被称为向心结构与

背心结构(王力 1944) ,或内向结构与外向结构

(陆丙甫 1985, 2006) , 但实际上都源自结构主

义大师布龙菲尔德( Blo omf ield 1933)所提出的

endo centric construction 与 ex ocentric con-

st ruct ion。布龙菲尔德的目的, 是通过描写整

体结构与内部成分之间的地位关系,替内部包

含两个或更多成份的句法结构分类,而且他也

的确分出了两类。不过,布龙菲尔德从来没有

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分类, 没有证明这两类结构

在分布上有何区别, 也没有证明两者在句法功

能上有什么不同。

向心结构理论自从三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以

后,可以说是久经考验, 从基本定义、判断标准

到运用过程都有人做过精心修正,也因此取得

了长足发展,只不过其近乎公理的地位从未动

摇过, 也很少有人质疑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在

句法上是否真的形成对立。本文从这一对概念

的基本定义出发,探讨相关的概念与句法现象,

并试图找出更为合理的描述方法。

1. 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

王力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引进这一理论

时(见王力 1944) ,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布

龙菲尔德的定义。简单地说, 在考查一个较为

复杂的句法结构时, 如果整个结构的类别

( form-class)同内部某个成分的类别相同, 那么

这就是个向心结构, 此内部成分就是核心

( head) ;如果结构的类别同任何内部成分的类

别都不相同,该结构就是离心结构,也就没有核

心( Bloomf ield 1933: 204)。

向心结构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是

像 f resh m ilk-新鲜牛奶. 那样的偏正( subord-i

nat ive o r at t ribut iv e)结构, 王力先生称之为主

从结构; 还有一种是像 boy s and g ir ls-男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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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 那样的并列( co ordinative )结构, 王力先

生称之为等立结构。并列结构中的/男孩0、/女

孩0是/成员0( m em ber) , 都具有核心的地位, 而

连词( co ordinato r)则不是核心。布龙菲尔德还

指出,短语可以由几个结构组成,如果整个短语

是向心结构, 那么与短语的类别相同的那个词

或结构就是该短语的中心语( center ) ( Blo om-

f ield 1933: 205)。朱德熙先生对布龙菲尔德的

体系做了一些简化, 将/长江黄河0之类的并列

结构也算作/包含了两个核心的向心结构0, 而

且指出/这类格式可以扩展成包含任意个核心

的向心结构0(朱德熙 1984: 404, 参见 周国光

2005, 2006;吴长安 2006)。

布龙菲尔德所说的类别, 也就是文献中偶

尔可见的/形类0(如 陆丙甫1985, 2006;施关淦

1988) ,本质上指的是名词、动词这样的词类概

念( w o rd-class) ,但由于分析对象既包括词也包

括大于词的句法单位, 所以选了一个较为中性

的名称,以免引起混淆。用类别作为标准,在判

断实词结构时比较容易操作。比方说,在 fresh

milk中有两个成分, f resh 表示性质是形容词,

milk表示事物是名词,而整个结构表示的是一

种事物,而不是一种性质,所以整个结构的类别

是名词性的,与 milk 的类别相同, f resh m ilk 是

个向心结构。根据同样的理由,汉语的/新鲜牛

奶0也是个向心结构。

另一方面, 像 John ran 这样的施事-动作

( actor-act ion)结构,其整体类别既非施事的名

词性( nominat ive) ,又非动作的定式动词性( f-i

nite verbal) , 也就是与 John或 ran的类别都不

同,所以这种结构就应该是个离心结构。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了类别标准的不足

之处。比如说, 在 steel m ill/钢铁工厂0这一结

构中, steel和 mil l的类别都是名词,而且 steel

mill的整体类别也同样是名词性的, s teel mill

自然就应该是向心结构。问题在于 steel 与

mill的类别都与整体结构的相同, 如果完全按

照类别标准来划分的话, 两个成分就都可以判

定为核心,但这两个成分之间却并非并列关系,

不可能同时成为核心。同样地,汉语的/木头房

子0是个向心结构,但/木头0和/房子0却不可能

同时成为核心。

朱德熙( 1984)看到了这一矛盾,所以对向

心结构的定义加以修改, 引进了/语义选择限

制0( semant ic select ion rest riction) 这一概念,

主张/向心结构指的是至少有一个直接成分与
整体在语法上功能相同、在语义上受到相同的

语义选择限制的句法结构。向心结构中与整体

功能相同并受到相同的语义选择限制的直接成

分是它的核心0(朱德熙 1984: 402)。撇开术语

上的差别不论, 朱先生这里说的语义选择限制

实际上就是形式句法中常用的概念 selectional

restrict io ns,即句法关系限制与语义搭配要求。

在/木头房子0中, /木头0修饰/房子0, 而且/木

头0与/房子0的语义搭配要求不同, 但/ 木头房

子0的语义搭配却与/房子0相同, 所以/ 木头房

子0是偏正结构, /房子0是真正的中心。
施关淦( 1988)反对朱德熙的做法,理由是

朱德熙在分析/木头房子0之类的结构时既用了

句法关系限制又用了语义搭配要求, 而在分析

/这本书的出版0之类的结构时却只用了语义搭
配要求。使用双重标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

可靠。施关淦( 1988)的解决办法是完全按照功

能来划分词类。他认为/木头房子0具有歧义,

既可表示/木头0和/房子0, 又可以表示用/木

头0盖的/房子0; 作为兼类词, / 木头0在同/房

子0并列时具有名词的地位,而在充当定语,修

饰/房子0时却具有形容词的地位。也就是说,

在表示偏正关系时, / 木头房子0中只有/房子0

与整体的类别相同,因此可以准确地将此/木头

房子0判定为向心结构,完全可以维持布龙菲尔

德的类别标准。

为了迁就类别标准而去改变词的类别, 尤

其是完全按照句法功能去划分词类, 实际上等

于改用句法功能作为判定标准,这违背了布龙

菲尔德的初衷。他采用类别作为判断标准, 就

是要避免用句法功能来替实词结构分类,而将

句法功能留给分析虚词结构之用。

在讨论作为关系-轴心( relation- ax is)结构

的介词短语时, 布龙菲尔德注意的是其中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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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引介的功能, 介词后名词短语充当宾语

( accusat ive ex pression)的功能, 以及整个介词

短语对外的修饰功能( modifier of v erbs or o f

no uns)。三者的功能各不相同, 所以作为整体

的介词短语是离心结构。问题在于, 如果应用

功能标准去衡量 fresh milk或/新鲜牛奶0之类
的实词性定-中结构, 同样可以认为/新鲜0的功

能是修饰, /牛奶0的功能是被修饰,而整个结构

的功能则既非修饰又非被修饰, 所以/ 新鲜牛

奶0也应该算是离心结构。布龙费尔德当然明
白这一点,所以在分析实词结构时,运用的标准

是内部成分的类别, 而不是句法功能。

显然,向心结构理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难

题,不得不使用双重标准,而一旦使用了双重标

准,就很难得出前后一致、可以推而广之的结

论。朱德熙( 1984)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修改

了向心结构的定义, 建立一个统一的功能-语义

标准,以避免布龙菲尔德体系中的矛盾。

不过,正像施关淦( 1988)所指出的,朱德熙

的解决办法还是没有跳出双重标准的怪圈, 这

一点在/的0字结构的分析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虽然/木头房子0与/木头的房子0意义相近, 而

且一般都认为两者的结构类似, 朱先生却认为

前者是简单的向心结构, 而后者是/包含了两个
核心的向心结构0, / 因为-木头的p不但跟-木

头的房子p语法功能相同, 而且受到的语义选

择限制也一样0 (朱德熙 1984: 402)。也就是

说, /木头的0可以单独使用, 而且具有和/木头
的房子0相同的功能,可以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

出现,也可以与同样的成分结合,所以/木头的0

与/房子0同位, /木头的房子0是一个/同位性向
心结构0(朱德熙 1984: 402, 参见袁毓林 1995;

吴长安 2006)。

引进了 /同位性向心结构0这一概念后,

/的0字结构可以独立使用的问题解决了, 但却

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 这一意义上的

同位语实际上是定语的一种, 而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像/美国首都华盛顿0那样的同位语结构
( apposit ive construction) , 所以朱先生将后者

改称为/同一性向心结构0。不过,名称的改变

只是回避了问题, 并没有解决同位语的定义问

题。

另一方面,文献中关于/同位性向心结构0
的测试、判断方法,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运用到其

他地方,这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从

朱德熙( 1984)开始, 判断/ 同位性向心结构0的

主要标准,就是同位部分能否独立存在,是否能

够起到与整体相同的作用 (如袁毓林 1995, 参

见陆丙甫 2006)。比如在/木头的房子0中, /木

头的0可以单独起作用, 而且作用与/木头的房

子0大致相同, ( 1a)与( 1b)的意思相仿, ( 2a)也

与( 2b) 相仿, 因此可以判定/ 木头的房子0是
/同位性向心结构0。同样地,通过( 3a)与( 3b)

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推断量词结构/那所房子0

是/同位性向心结构0。

 ( 1) a. 住木头的房子    b. 住木头的

( 2) a. 木头的房子盖好了 b. 木头的盖好了

( 3) a. 住那所房子 b. 住那所

  对于常见的几种/同位性向心结构0(朱德

熙 1984;周国光 2005, 2006) ,这种判断方法的

确可以给出满意的结果。不过, 问题在于这种

判断方式的外延不够清晰, 适用范围很容易被

扩大。凡是定语部分可以通过指代或借代来表

示整体的名词性成分,甚至是可以缩略的名词

性成分, 大约都可顺利通过测试, 归入/同位性

向心结构0之列, 如下例中的/中华牌香烟0、/管
家小姐0、/物业管理公司0。不过, 这三个名词

性成分的句法功能似乎缺乏共性,归入同一类

别相当勉强。

 ( 4) a. 他抽中华牌香烟。 b. 他抽中华牌。

( 5) a. 中华牌香烟太贵。 b. 中华牌太贵。

( 6) a. 丽蓉是管家小姐。 b. 丽蓉是管家。

( 7) a. 业主大会决定更换物业管理公司。

b. 业主大会决定更换物业。

  同样地, ( 8b)、( 8c)和( 8d)都可以用来回答

( 8a)的问题,而且在同一语境中意思相等, 也就

是可以认为/ 可以坐飞机去上海0、/ 可以坐飞
机0与/可以0的语义选择限制相同,并由此而认

定这是一组动词性的/同位性向心结构0。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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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导虽然合理,却有违设立这一概念的初衷。

 ( 8) a. 你知道可以坐飞机去上海吗?

b. 我知道可以坐飞机去上海。

c. 我知道可以坐飞机。

d. 我知道可以。

2. /自指0和/转指0

就/的0字结构的分析而言, /同位性向心结

构0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木头房子0与/木头的

房子0之间的差别, 但却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木头的房子0里面的/ 的0可以视为朱德熙

( 1961)所说的/ 的30,即/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

附成分0,但在/新盖的房子0里, / 的0却附着在

动词性的/新盖0后面, 如何将这个/的0也归入

/的30的行列, 从而将/新盖的房子0也分析为

/同位性向心结构0, 就需要另想办法了。

朱德熙( 1983, 1984)的解决办法非常独具

匠心。他将一部分/的0字结构与( 9a)和( 9b)那

样的英语关系从句( relat ive clause)等同起来,

认为这种/的0具有关系代词 that的句法地位,

是名词化的标记, 用/的t 0表示。/的 t 0前面的

谓词性成分已经/名词化0了, 其意义也就发生

了/转指0。另一部分/的0字结构则与( 9c)的主

语小句相仿,或者与( 9d)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同

位语小句相似, 这种/的0相当于英语主语小句

的引导成分 that , 或者是同位语小句的引导成

分 that ,用/的s 0来表示。/的s0前面的谓词性

成分没有名词化, 因此保持了原有的意义, 在

/的0字结构中只是表示/自指0。

 ( 9) a. T he diamond that she st ole w as lo st .

b. I saw the diamond that she st ole.

c. T hat she sto le the diamond is incr edible.

d. T he fact that she stole the diamond has been

pr ov ed.

  按照朱德熙( 1983)的说法, / 新盖的0里出

现的是/的 t0, /新盖0已经/ 转指0了, 具有名词

性结构的地位, /新盖的房子0便具有两个核心,

顺理成章地成为/同位性向心结构0。另一方

面, /他开车的0中出现的是/的s0, 其谓词性部

分/他开车0属于/自指0,并不具有名词性地位,

所以/他开车的技术0只有一个核心, 不是/同位

性向心结构0。

将/的t 0视为名词化的标记, 的确为/同位

性向心结构0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这样

做却带来了另一些新问题。将/的0字结构分成

/转指0和/自指0的两种,并且依此将相关的定-

中结构分成两类,其根据是/的0与前面谓词性
部分的关系,即定语内部的句法关系,而并非定

语本身的句法功能, 也就违反了朱德熙以功能

作判定标准的初衷。

另一方面, /的t 0与/ 的s 0之间的区别实质

上是一种类比, 基于例 ( 9) 中( a)、( b) 两句与

( c)、( d)两句之间的对立。不过, ( 9a)和( 9b)中

的 that是关系代词, 在关系小句中充当一个成

分;而( 9c)中的 that 不是代词, 只不过引导充

当主语的小句, 并不在主语小句中充当成分;

( 9d)里的 that 也不是代词, 只是引导传统意义

上的同位语小句,而且也不充当小句中的成分。

很显然,例( 9)中那三个 that 的对立是基于三

种不同小句的对立,如果一定要同汉语中/的0

字结构作比较的话, 只能是( 9a)和( 9b)与充当

定语的那些/的0字结构对应, ( 9d)与例( 10)那

种/的0字结构对应, 而( 9c)在汉语中没有任何

/的0字结构可以与之对应。换句话说, 如果真

的要区分/的s 0与/的t 0, 就应该以例 ( 10)中表

示/同一性0那种/ 的0字结构为一方, 以充当定

语那种/的0字结构为另一方。( 10a)中的/那条

消息0等于/朝鲜进行核试验0,两者的等同关系

可以用( 11a)来表示。正因如此, /朝鲜进行核
试验的0是真正的/自指0, ( 10a)和 ( 10b)中的

/的0与( 9c)的 that 完全对等, 是真正的/的s0。

 ( 10) a. 朝鲜进行核试验的那条消息引起了极大震动。

b. 校方已经讨论过扩大招生名额的问题。

( 11) a. 那条消息是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

b. 扩大招生名额是校方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 自指0与/转指0的区别实际

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反映实质的结构差

异,也不代表真正的句法性质差别。朱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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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提出这一组概念时, 一方面重申了他一

贯的观点, 认为汉语陈述句主语的所指范围很

广,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与事、工具、处

所、时间等;另一方面又借用了 Fillmor e( 1968)

格语法( case g rammar)的做法,按照与主要动

词的关系将句子里的名词性成分划为若干个格

( case) , 如施事( A ) , 受事( O) , 与事 ( D) , 工具

( I) ,处所( L )之类。他还改造了形式句法的移

动( m ovement )概念, 将/的0字结构的形成过程

称之为/提取0。/的 t0提取小句中的一个成分,

主要是主语或宾语, 由此而形成名词性/ VP

的t 0,而/ -VP 的tp本身也跟包含在 VP 里的名

词性成分一样, 属于一定的格。在 VP 里, A、I、

D、O等不能全都出现, 里头总有缺位, 而-VP

的tp所属的格正好是 VP 里所缺的那个格0(朱

德熙 1983: 24)。

与/ VP 的t 0相对立的是 / V P 的s0, 由于

/的s0不能/提取0任何成分,所以/ VP 的s0中的

VP 没有缺位,如例( 12)。

 ( 12) a. 他开车的技术

b. 火车到站的时间

c. 他用箱子装书的原因

  引进 / 提取0这一概念的同时, 朱德熙

( 1983)还引入了形式句法的另一个常用概念复

指代词( resum pt ive pr ono un) , 认为这种/ 虽有

若无0的成分相当于缺位。也就是说, ( 13a)中

跟在/用0后面的/他0复指/ 这种中草药0, 实际

上是个缺位,而( 13b)中的/他0则复指/这位病

人0, 也相当于缺位(朱德熙 1983: 7)。

 ( 13) a. 这种中草药 ,李大夫用他给病人治好了关节

炎。

b. 这位病人, 李大夫用中草药给他治好了关

节炎。

  很显然,引入复指代词,并赋予其相当于缺

位的句法地位, 是要解决某些主题( topic)和述

语( comm ent )的关系问题,即是形式句法中对

于移动的限制问题。形式句法往往假设主题的

原始位置在述语里, 在句法过程中才移动到主

题位置上去( H uang 1982; Shi 2000)。移动会

受到各种结构位置限制, 如果某个位置不允许

名词性成分移出去,可以先强行移动,然后在该

位置填上一个复指代词。关系从句的形成过程

与主题句的形成过程相似, 也牵涉到移动或者

提取,遇到无法提取的成分时,往往也可以借助

于复指代词, 顺利地将这种成分提取出去, 例

( 14)便是如此。

 ( 14) a. 李大夫用它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这种中

草药1

b. 李大夫用中草药给他治好了关节炎的那位

病人

  在例( 14)的/ VP 的t 0中, 主语和宾语位置

都填满了,复指代词所代表的缺位出现在状语

位置上。按照朱德熙的解释, ( 14a)的复指代词

/它0是工具( I) ,而 ( 14b)的复指代词/他0是与

事( D) , 所以仍然可以认为这种/ VP 的 t 0里有

空缺,这可以用( 13a)和( 13b)来加以印证。这

种解释当然合情合理。但这样一来, / V P 的s0

不存在缺位的说法就必须重新审视了, 因为相

当一部分/ VP 的s0中也可加入复指代词。如在

朱德熙的经典/自指0例子( 12a)中, /技术0应该

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工具( I) , 所以( 12a )可改为

与( 14a)相似的( 15a)或( 15b) ,用一个复指代词

来标明与/技术0相关的缺位, 或者说指代被提

取了的工具格, 而且相应的 ( 15c)又正好说明

/技术0可以充当主题, 从而使这个经典的/ VP

的s0变得和( 14a)的/ VP 的 t0一模一样, 应该能

以工具格的身份独立存在。当然, 要让( 15a)、

( 15b)和( 15c)真正能说, 无定的/技术0最好改

为有定的/这种技术0, 或是相对有定的/专门技
术0。这种有定与无定的差别,朱德熙( 1983)其

实早就注意到了,所以例( 13)和( 14)中用的都

是/这种中草药0,而不是可以理解为泛指的/中

草药0。

 ( 15) a. 他用它开车的(这种)技术

b. 他靠它开车的(专门)技术

c. (这种)技术,小王用它开车。

  基于同样的理由, ( 16a)中的/那一刻0复指

/时间0,而/那一刻0具有时间格,因而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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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里的/火车在那一刻到站0或者/火车到

站0是/ VP 的 t0,而非/ V P 的s0; ( 16b)中的/此0
复指/ 原因0, / 他用箱子装书的0也就应该是

/ VP 的t 0。

 ( 16) a. 火车应该在那一刻到站的时间

b. 他因此用箱子装书的(特殊)原因

  朱德熙提出/自指0与/ 转指0这一组概念,

很大程度上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的0字结构能
够独立使用, 而另一些却不能。他的解释是只

有主语和宾语可以被/提取0, 而且提取之后会

产生一个缺位,可以从缺位上推测出提取的是

哪一个,所以/的0字结构能否独立使用取决于
是否包含缺位。然而, 看上去只有一个缺位的

/的0字结构固然很多, 明显地有多个缺位的

/的0字结构也并不少见。像例( 17)那些/的0字
结构里, /的0前只有一个及物动词而没有任何

名词性成分,所以至少应该有两个缺位,一个属

于主语,另一个属于宾语。至于哪一个缺位是

由提取造成的, 则取决于/的0后成分是什么。

 ( 17) a. 吃的(东西)、穿的(衣服)、用的(材料)

b. 偷的(贼)、拿的(顾客)、偷看的(无赖)

c. 租的 (车/人)、买的 (货/人)、找不到的 (东

西/选手)

  这些/的0字结构往往可以独立使用, 由于

两个缺位都可能由提取造成, 独立使用时似乎

就应该出现歧义, 但这类/的0字结构在实际使

用中并不会造成混淆。比如例( 18)中的/吃的0
和/穿的0,就显然只能表示/吃的东西0和/穿的

衣服0, 也就是动词的受事宾语, 所以曾经有人

认为这类 / 的0字结构通常表示宾语 ( L i &

Thom pson 1981: 577, 参见 H uang 1984)。不

过,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例( 19)中的/干的0与

/看的0就只能表示施事主语。而例( 20)中/买

的0, 则可以有表示主语和宾语两个可能性, 只

不过到了具体的( 20a)和( 20b)中,都还是只剩

下一个解读。

 ( 18) 吃的、穿的样样不愁。

( 19) 干的干,看的看,干的还要挨批判。

( 20) a. 开张第一天倒是顾客盈门,可惜看的比买的

多。

b. 赛会组委会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电瓶车, 有

买的也有租的。

  很显然,有两个缺位的/的0字结构独立出

现时,其实有多个可能的解读,即使可以确定表

示的是主语还是宾语,实际解读仍然依赖语篇

或语境信息。例( 19)和( 20a)中的/看的0都表

主语,但意思并不相同。即使只有一个缺位,有

些/的0字结构也可能出现多种解读, 同样要依

赖语篇或语境信息才能确认。例( 21)中的几个

/修汽车的0,缺位都是主语, 但在( 21a)中是施

事,在( 21b)中是工具,而( 21c)中则是地点。

 ( 21) a. 我弟弟当过修汽车的。

b. 墙上挂满了工具, 有修汽车的, 有制陶的,

还有做木工的。

c. 两旁都是一开间的小铺, 修汽车的、卖零件

的、什么都有。

  即使是表面上没有明显缺位的/的0字结

构,只要有了合适的上下文或语篇信息,也同样

可以独立使用, 而且只会有一个解读。比如

( 22a)中/我专门切牛肉的0, 主语和宾语齐全,

似乎已经没有缺位了, 但仍然可以独立使用,而

且有明确的意义/刀0。就连典型的/自指0/的0

字结构也同样如此, 所以 ( 22b)中/ 列车到站

的0可以独立使用,表达/时间0这样一个明确的
意义。

 ( 22) a. 厨房里那么多刀你不拿, 偏偏要抢我专门切

牛肉的。

b. 旅客放行的时间已经公布了, 但列车到站

的还不知道。

  总之, /自指0与/转指0的区别其实并不反

映结构上的差异,也不代表句法特性上的差别,

因而并不能解决/的0字结构给向心结构理论带
来的矛盾。/自指0与/转指0的差别实际上反映

了语篇、语境的作用以及人们在理解/的0字结

构时的态度,细节不在这里讨论。

3. 核心与短语结构

朱德熙先生对于/的0字结构的讨论,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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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向心结构理论的缺陷。从布

龙菲尔德开始, 汉语/的0字结构就被认为是离

心结构的典型。由于/的0是个虚词( particle) ,

所以只能按照句法功能去判断/的0字结构的地

位,而在/凉的0这种/的0字结构中, /凉的0功能

既不等于/凉0, 也不等于/的0,所以/凉的0只能
算作离心结构。可是, /凉的0可以独立当作名

词性成分使用, 作用相当于实词,按照惯例应该

以类别作为判断标准才对。更重要的是, /凉0

是谓词性成份而/凉的0是名词性成份, 名词性

从何而来必须有所交待。

引进了/自指0和/ 转指0这一对概念以后

(朱德熙 1983) , /凉的0可以分析为/转指0/的0
字结构。/ 凉0名词化了, 里面那个 / 的0是

/的t 0, 提取了 VP /凉0的主语, 因而使得整个

/凉的0取得了施事格。这样一来, /凉的0就可

以由取得了施事格的那个/的t 0作为核心, 成为

向心结构。不过, /自指0/ 的0字结构中那个

/的0是/的s0, 没有提取任何成分, 也就不能成

为核心,这种结构仍然是离心的。

朱德熙的理论一环紧扣一环, 尽显大师风

范, 但向心结构理论实在不值得如此费心去抢

救。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时, 常常遇到语料浩

瀚,无从入手的困境。逐个分析既耗时费力也

不切实际;只分析一部分又很可能以偏概全, 无

法保证没有触及的部分不会出现新的情况。分

类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常用方式。如果能够将语

料分成有限的几个类别, 而且分类的标准明确,

能确保各类之间不出现重叠, 那么再发现新的

语料时就可以将其归入已有的一类,而不会影

响在现有语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

分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分析服务的。判断一

种分类方法是否成功, 除了要考虑其能否穷尽

语料而不出现重叠, 更重要的要考虑分出的类

别是否具有不同的特性, 能否体现语言本身的

规律。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各个类

别之间能否形成对立( contr ast)。

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划分, 在实词范围

内基于类别的不同, 在虚词范围内基于功能的

差别,在各自的范围内都具有合理性,都可以将

已知的各种结构加以分类。但是, 同样是向心

结构,有的是按照类别标准划分出来的,有的则

是按照功能标准划分出来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

可比性。更重要的是, 无论怎样修正向心结构

和离心结构的定义, 始终无法证明这两种结构

在分布上有什么区别,也无法说明两者在句法

功能上有什么差别, 两种结构之间并不形成对

立。这样的分类虽然表面上合情合理,但实质

上只是为了分类而分类, 在句法分析上没有实

用价值, 所以怎么加以改进都无法弥补其先天

不足。

提出向心结构理论的初衷,是要找出句法

结构整体性质与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 而所谓

的向心结构,实际上就是内部成分有主次之分

的一种句法结构。核心为主, 决定整体成分的

性质。只不过布龙菲尔德注意的是整体结构与

内部成分的类别, 即向心结构的整体意义取决

于核心的基本意义, 而朱德熙注意的是整体结

构与内部成分的功能,即向心结构的整体功能

取决于核心的功能。以朱德熙的思路为出发

点,应该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分析方式。

比如关于/的0字结构的分析, 从布龙菲尔

德开始就认为/的0是虚词, 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认定核心应该是实词, 而不能是虚词,所以绕来

绕去总是找不到满意的分析方式。如果换一个

方式,完全按照朱德熙的思路去做,以句法功能

来核定地位的话,就可以发现,无论/的0前成分

是名词性的、动词性的还是介词性的,与/的0组
合后就可以充当定语; 如果没有/的0,这些成分

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充当定语的,而且即使能

够充当定语, 也往往与带/的0时的意义不同。
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可以将/的0和前面的成分

归纳为一个向心结构,以/的0为核心。/的0的

句法功能是帮助其它成分成为定语, /的0字结

构整体充当定语的功能来自/的0, 没有必要再

去区分/自指0和/转指0。

同样地,布龙菲尔德认为介词的功能是引

介,其后名词短语的功能是宾语,而整个介词短

语的功能是修饰, 所以只好算作离心结构。如

果换一个角度去描述,可以认为汉语介词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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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建立名词性成分和动词短语之间的修饰关

系,没有介词,大部分名词性成分就不能直接修

饰动词短语。如果将介词的功能归结为携名词

短语而饰动词短语, 那么介词就完全可以作为

核心,介词短语也就名正言顺地可以作为向心

结构了。

就算是小句, 虽然被公认为离心结构

( Bloomf ield 1933; 朱德熙 1984; 施关淦 1988;

周国光 2005, 2006) ,也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

分析。早就有人注意到汉语的小句通常不能只

包括主语和谓语,或者说主语和谓语往往不能

独立成句, 要成句就需要一些其他成分的配合

帮助,如表示体貌的动态助词/着、了、过0、特殊
的语气以及表述意愿的能愿动词等等(孔令达

1994;竟成 1996; 金廷恩 1999; 胡建华、石定栩

2005)。也就是说, 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施事-动

作结构( actor-act ion)并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句

子, 必须加入一些过去归入虚词或形态标记的

成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句子。如果采用

形式句法的做法( Cho msky 1986, 1995) , 将这

些必要的成句成分归结为一个抽象的 I,由 I 来

充当小句的核心,主语和谓语都作为它的附属

成分,小句还是可以分析为向心结构的。

带句末语气助词的小句也可以这样处理。

比如小句末的/了20,虽然看上去像是前面小句

的附着成分, 但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特殊功能。

有/了20的小句同没有/了20的意思不同, 小句

的整体功能也不同。这种差别正是由/了20带
来的,或者说/了20对狭义的小句进行了说明,

因此可以沿用形式句法的另一种做法, 将带

/了20的小句分析为广义的小句 CP,以/了20为
核心 C(石定栩、胡建华 2006) , 这样的广义小

句同样是向心结构。

在现代理论句法的框架里, 各种短语和小

句都可以分析为向心结构,不存在向心结构与

离心结构的对立,前面讨论的那些问题也就不

存在了。

4. 结语

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单靠反例不

能推翻理论,只有更好的理论才能取代原有的

理论。向心结构理论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 自

然有其合理的一面, 仅仅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

足以推翻其统治地位,只有对相关结构的句法

性质给出更合理的分析, 才有可能取代向心结

构理论。现代句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新

的分析手段,但形式句法并没有穷尽真理,内部

也还存在着各种问题, 如果有更好的理论框架,

应该可以再一次取而代之。

附注:

11 朱先生的例句是/ 李大夫用来给病人治好了关节炎的这种

中草药0。这里按照 ( 13a) 做了改动, 更符合朱先生关于复

指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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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湖南大学举行
  / 第五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0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湖南大学举行。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会

长、德国汉堡大学 K laus- U we Panther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Ro nald W . L ang acker 教授等知名学者与国

内外 30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 共收论文 270 余篇。

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与前景0。7 位学者围绕这一议题做

了大会发言。L ang acker教授在题为/ Finite Co mplements in English0的发言中以英语的限定性补足语为例,

指出语义研究与形式研究相互依赖, 二者应同时进行。前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卢汶大学 Dirk G eer e-

arts 教授作了题为/ M ethodolog y and lect al va riation in usage- based linguistics0的报告, 他通过对荷兰语口语

中使役动词 doen 和 laten 的分析,指出以用途为取向的认知语言学需要采取多变量分析的方法, 对各种言语

变异进行研究。汉堡大学 K laus- U we Panther 教授的报告/ M ot ivation as an Ex planato ry Co ncept in L in-

guistics0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动因( motivatio n)是语言学的一个解释性概念。河南大学徐盛桓教授运用/ 基于

模型的常规推理0理论框架对汉语中广义的拈连现象进行了探讨。湖南大学谢少波教授发言的题目是/ Be-

yo nd the L ing uistic M oment: Jameso nps D ialo gue with Der rida0。加利福尼亚大学 Raymo nd W. G ibbs, Jr .教

授在题为/ Co nceptua l M etaphor and Co gnitive Science0的发言中,从多学科的视角探讨/ 概念隐喻0理论, 提供

了隐喻研究的新方法。特拉维夫大学 R euv en T sur 教授以/ Cog nitiv e Poet ics and Speaking the U nspeakable0

为题, 探讨诗歌的概念语言转换成经验语言的技巧。

研讨会安排了两个半天的分组讨论, 与会代表分成 20 组,围绕/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

展与前景0主题,对语言习得、构式语法、语篇分析、概念隐喻、外语教学、认知与语义、认知与语用、概念合成、

认知与翻译、认知诗学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研讨会期间,举办方还组织了两个规模很大的认知语言

学工作坊, 分别由 Geer aerts 教授和 P ant her 教授主持和主讲。代表们争相提问, 踊跃发言, 与两位认知语言

学家积极互动, 加深了对目前国际认知语言学发展前沿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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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ransitiveconstruction revisited fromthe perspectiveof proximity, by X U Shenghuan ( Scho ol o f Fo r eig n L ang ua-

g es, Henan U niv . , Ka if eng 475001, P . R . China) , p. 253

Constructio n gr amm ar a ppr o ach holds tha t kno wledge o f la ng ua ge is the kno wledg e about ling uistic co nstr uc-

t io ns, and that a linguistic constr uctio n carr ies a me aning of its o wn, independent of the wo rds w hich are f illing

the slots in the co nstr uction. Y e t a study o f the co nstr uction SV ( N O N - G I V E) O ( HU M A N ) O ( T H IN G ) fo r m

the perspe ctiv e o f pro x imity guided by the gener at ive ho lism theo ry show s that the c onstr uctio n mea ning o f giving

embedded in the co nstr uction by no me ans c omes f ro m now here ; it is so mew hat dependent o n the w or ds w hich ar e

filling the slo ts in the co nstru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ototypicality of ditransitive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Chinese, by X I ONG X ueliang ( Scho ol

of Fo re ign L a ng uag es, Fuda n U niv. , Shanghai 200433, P. R . China) , p. 261

T his ar ticle exa mines the cog nitive fr am es activ ated by ditr ansitive constr uctio ns in the ir use, the distr ibutio ns

of par ticipa nts within the f ra mes, high- pr oto typical and lo w- pr ot oty pical ditra nsitive co nstr uctions and their rela-

t io nships. It is f ound that som e a bno rm al matche s betw een f o rm and co ntent w ithin a low- pro to typic al ditr ansitiv e

constr uc tio n may lead to hig h constr uctio nal e ff ect, nam ely , the co nstr uctions are able to tempo ra rily adjust the

sense, use and a rg ument structur e of the pr incipal v er b, e specia lly in the case of lo w- pr oto typical Ch inese ditr an-

sitive co nstr uctions.

The polarity sensitivity of English minimal degree adverbs, by HU ANG Ruihong ( Scho ol of F or eign L a ng ua ges,

Shangh ai Jia oto ng U niv. , Shanghai 200240, P. R. China ) , p. 268

Based on a quantit ativ e and qualita tiv e investig ation of English minimal deg ree adve rbs in BN C, this paper

arg ues tha t the sem antics o f minimal degr ee is o nly o ne o f the fea tur es of po la rity ite ms. Po la rity sensitivit y r esults

fr om the inte ract io n betwe en se mantics and ce rta in pr agm atic f or ces of the se w o rds and is r epresented in their fr e-

que nc y o f occurr ence in positive o r negat ive conte xt. T he po lar it y se nsitivity of minimal degr ee w o rds sh ould be

acco unted fo r not o nly in term s of their sema nt ics and pr ag matics but also their r elative fr equency in la rg e cor po-

r a. Ev idence sho ws tha t one bit is an NP I, a little a nd a little bit are PPIs and a bit can be used as either a n N PI

or PPI .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and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by SHI D ingxu ( D ept. o 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 he

Hong Ko ng P olytechnic U niv . , Hong Ko ng, P. R . China) , p. 276

Endo centric constructio n and ex ocentr ic co nstr uction ar e two fundam ental co ncepts of structur alism a nd hav e

bee n influent ial amo ng Chinese ling uists. H ow ever , these two co nstr uctio ns do no t contr ast w ith each o ther in

synta x. T he y ar e not ve ry usef ul in explaining syntac tic phe nomena like the Chinese D E co nstr uction. T hey c ould

be subsum ed unde r a unif ied str uctur al r epr esentat io n.

Effect of input modeand frequency on comprehension: An empirical study, by DAI Jin ( Schoo l o f Fo re ig n L ang ua-

g es, T ongji U niv. , Shanghai 200092, P. R . China) , p. 285

Impr ov ement o f EFL re ading and listening abilities is achieved by r eso r ting to f our dif fer ent input mo de s

( i. e. rea ding, listening , audio visua l and captioned audio visual mo de s) in conjunction w ith input fr equency. T his

study, using a 2 @ 2 f acto rial design and inv o lving 100 Ch inese no n- Eng lish major co llege students, w as co nducted

to deter mine 1) the ef fects of the studentsp ex po sure to fo ur dif fer ent input mo des and 2) tha t of input fr equency

on the studentsp compr ehension o f o ne a nd the sam e English text. A nalysis o f co var ia nce ( AN O V A ) pr o ce dure s

wer e used f or da ta analy sis a nd the r esul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eff ects fo r both the input mo de s and input fr equen-

cy , despite some e ffe ct v ar ia tio ns under dif fer ent mo de and fr equency co nditions. F inding s and their instructional

implicat io ns w er e discussed in detail. T he ar ticle co ncludes w ith thr ee instr uctio na l sug gestio ns r eg arding a ppr opr -i

a tely integ ra ting r ea ding into liste ning tra ining a nd making g oo d use o f input f reque nc y in o r der to impr ov e the

lea rner sp Eng lish re ce ptiv e ski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