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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讨论强调句式中/是0和/的0的句法地位,结论为: 前者不是系动词,后者不

是动词名物化的标记。汉语的动词可以名词化,动词短语也可以名物化,但两个过程都不牵

涉具体的形态标记。这些虽然是理论问题,但常常会在汉语教学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汉语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做好教学工作。

关键词  /是0  /的0  名词化和名物化  理论语法和汉语教学

o  汉语教师的难处

教外国人汉语, 最头痛的莫过于学生来问/为什么0,因为他们经常会挖掘出一些我们从

不注意的现象, 要求加以解释。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问题时常弄得教师下不了台,因为越是

常见的现象,越容易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候实在被逼得无路可走, 就只好强词

夺理地搪塞一番,说这是汉语的习惯用法,没有道理可讲,也不需要加以分析。

不过,就这样把学生打发走了,心里总不太踏实,所以回去以后还是要苦苦思索一番,试

图找出一个真正合理的答案来。有时候越想越深,便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原来是个相当复杂

的理论问题,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梳理清楚, 而解决方案牵涉到许多周边因素, 更不是一两

句话能够说明白的, 许多理论语法的研究课题也就因此而问世了。这方面印象最深的是 10

年前一位美国学生提出的问题。

一  /是0和/是, ,的0

最初提出的问题很简单。美国学生常常沿用英语的习惯,在主语和形容词谓语之间加

上个/是0,形成像 ( 1a)那样的句子。因为见得多了, 碰到这样的句子就随手大笔一挥,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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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0划掉,在后面打个大叉。这个学生已经学了好几年汉语,喜欢寻根究源, 因此拿着本子

来问为什么。我就趁机发挥, 大讲汉语同英语在形容词谓语方面的差异,并且说明如果一定

要用/是0,就会形成强调句式,而此类强调句式必须像( 1b)那样在句末加上个/的0。
( 1) a. * 现在不去看电影是情有可原。

b. 现在不去看电影是情有可原的。

学生让我说得连连点头,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也有点自得,以为运用理论知识解决了实

际问题。可是, 几个星期以后的另一次作业, 却让我无法自圆其说,差点下不了台。还是这

个学生,还是类似的句子,而且他显然学乖了,在( 2a)的谓语前没有用/是0。不过, 这里的谓

语前面却不能没有/是0, 所以我在句子里加了个/是0, 又顺手打了个大叉。这回学生不干

了,拿着本子来找我讨个说法,到底形容词谓语前面要不要用/是0。
( 2) a. * 财主抢阿凡提的粮食为富不仁。

b. 财主抢阿凡提的粮食是为富不仁。

c. 财主为富不仁。

这可把我给问住了。两个句子的主语都是小句,谓语又都是四字成语,为什么一个要用

/是0,一个不能用/是0,还真的说不明白。情急之下,只好推说两个成语的性质不同, /情有

可原0前面一定不能出现/是0,而/为富不仁0前面则一定要用/是0。学生倒是半信半疑地走

了,但自己心里十分明白,这个答案根本站不住脚。像( 2c)那样的句子中, /为富不仁0前面

就不能用/是0, 只是其中的区别,一时还无法说清。

后来到了香港, 在翻译专业学生的习作中又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便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这

个问题。这时正好读到了陆俭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陆俭明、马真, 1985) , 不禁拍案叫绝。陆

先生讨论的情况与我遇到的难题相似。有位外国留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这么个句子: /他这样
做是合情合理0,老师批改时在句末加了个/的0,并告诉学生说, 如果在/合情合理0前面用了

/是0字,那么按照汉语的习惯后面就要有个/的0字相配,以便构成/是,,的0结构。现在少

了/的0字,句子会煞不住,所以必须补上这个/的0字。学生记住了老师的话, 在另一次作文

中碰到类似情况时就依样画葫芦, 写了句/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的0。可是,这一回老师批改

时却把那个/的0字给删去了。学生弄不明白,就去问老师, 为什么要删掉这个/的0字。老师

说,这个句子加了/的0字,就显得拖泥带水, 去掉了/ 的0字, 句子就变得干脆、有力。学生感

到茫然了, 上次不是说前面用了/是0后面就一定要有/的0相配吗? 怎么这次又说前面用了

/是0,后面就不能用/的0了呢?

二  形似而神不似

类似的问题一再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外国学生低能, 而是因为我们这些汉语教师对自

己的语言所知有限, 在教学中只是就事论事, 所以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陆俭明、郭锐,

1998)。陆先生认为这里的问题出在句末那个/的0上, 说明我们对虚词的认识不足,应该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而当初我给的答案是成语本身的性质不同,有些能直接充当谓语,而有些

则不能。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似乎又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另寻出路。

两种说法具有同样的出发点, 都认为所讨论的两种句式句法结构相同,或者假设句中的

谓语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句子的结构相同但句法表现不同,违反了常见的句法规律,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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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圆其说了。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相关的句子是否结构相同,以及句中的谓语是否句法

地位相似,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考察有关的句法表现来确定的。

比方说陆俭明提及的例( 3)和例( 4) ,虽然看上去颇为相似, 但两者在句法特性和句法表

现方面差异极大。除了例( 3)一定要在句末用/的0字, 例( 4)一定不能用/的0字之外,还有一

些重要的不同之处。

( 3) 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

( 4) 他这样做是偏听偏信。

例( 3)里的/是0在结构上可有可无,如果将/是0连同/的0一起去掉,剩下的例( 5)仍然是

个完整的合法的句子,而且意思基本不变。例( 5)和例( 3)的区别只是语势的强弱,两者具有

几乎相等的真理值, 是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而例( 4)中的/是0则必不可少, 如果将/是0从
句子里拿掉,得到的例 ( 6)不但失去了例( 4)的真理值, 而且无法在原意的基础上让人接

受¹。

( 5) 他这样做合情合理。

( 6) * 他这样做偏听偏信。

还有一个相关的事实。例( 4)中的/是0并非唯一可供使用的动词, 诸如/ 等于0、/意味

着0以及/属于0之类的动词完全可以替代/是0,形成例( 7)和例( 8)这样合法的句子。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例( 3)的句法特性, 那里的/是0不能为任何其他动词所替代。如果比照例

( 7)和例( 8)的派生过程对例( 3)加以改造,用相关动词来取代/是0,则形成的例( 9)和例( 10)

都是不合法的句子。

( 7) 他这样做等于偏听偏信。

( 8) 他这样做意味着偏听偏信。

( 9) * 他这样做等于合情合理(的)。

( 10) * 他这样做意味着合情合理(的)。

显然, 例( 3)里的那个/是0同例( 4)里的/是0只是形似而神不似,并不一定是同一个词。

它们与能愿动词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例( 3)里的/是0可以出现在能愿动词前面,也

可以出现在其后面, 所以例( 11)与例( 12)都是能够成立的句子。而例( 4)里的/是0却只能跟

在能愿动词的后面, 一旦有能愿动词出现在它的后面, 句子就会变得不可接受, 例( 13)和

( 14)的对比正好说明这一点。

( 11) 他这样做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 12) 他这样做是不可能合情合理的。

( 13) 他这样做可能是偏听偏信。

( 14) * 他这样做是可能偏听偏信。

如果赋予例( 3)和例( 4)里的/是0以不同的句法地位, 上述现象就不会那么难以解释。

正如陆俭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例( 3)中的/是0同句末那个/的0一起形成/是, ,的0结构,

表示强调;而例( 4)里的/是0却与此无关。只要确定了这两个/是0的句法特性以及/的0在强
调句式中的功能,由例( 3)和例( 4)带来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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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示强调的/是,,的0结构

/是, ,的0结构在表示强调时的句法地位及其内部结构向来众说纷纭,争议很大。一

种曾经占上风的分析是将/的0当成动词名物化的标记,附着在动词短语后面,把动词短语变

成名词短语。经过这样的变化, /是0就成了体词性谓语所必需的系动词( Hashimoto, 1969;

Li and Thompson, 1981)。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理由。/是, ,的0结构的表面形式与独用

表示指代的/的0字结构相似, 像例( 15)那样的句子因而有歧义, 可以是强调句, 表示他以前

开的是拖拉机, 而不是汽车;也可以是简单的陈述,说明他以前是个拖拉机手。既然如此,最

简单的办法是说这两种意思基于相同的结构,只是/的0字结构有时候可以表达强调而已。

( 15)他以前是开拖拉机的。

把强调句式当成体词性谓语句,固然是个简单易行的处理办法,但也遇到不少困难, 最

明显的是表强调的那个/的0不见得有名词标记的身份。一般说来, 如果某种句法现象是靠

一个特别标记来标明的, 那么该标记就必不可少, 除非另有相关条件来保证这种句法现象的

确认,但/是,,的0结构中的那个/的0却只在一定条件下出现。
一般都认为,表示强调的/是, ,的0句式有两种(刘月华等, 2001)。一种强调句式的谓

语通常是动词性的, 强调的对象可以是状语、补语、宾语或者动词本身,而且当动词带有宾语

时, /的0可以像例( 16)那样直接附在动词上, 不必出现在句末。这种强调句式中的那个/的0

同动词的体貌有密切关系。只有当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已经发生或完成(刘月华等,

2001) ,即句子表示已然(龚千炎, 1983; 方梅, 1995) , 在非强调句式中要用/了0或/过0时, 强

调句式中才会同时出现/是0和/的0。而当句中的主要动词表示将来才会发生的动作时, 或

者处于进行体时, /的0一般并不出现。所以例( 17)和( 18)必须用/的0,但例( 19)和( 20)则不

能用/的0。

( 16)她们两个是在北京学的汉语。

( 17)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是五月七日失事的。

( 18)我是看过5星球大战6的。
( 19)他们是后天才走。

( 20)王师傅是正开着车呢。

第二种强调句式的谓语是描述性或评议性的,除了形容词短语和带可能补语的动词短

语之外,还可以是能愿动词加上动词短语。这种强调句式里的/的0只能出现在句末, 而且

/是0有时候可以省略。所以例( 21)和( 22)都是可以说的。

( 21)经过几年的整修,这些古建筑的面貌是会有变化的。

( 22)这个球进得挺漂亮的。

显而易见的是, 并非所有的强调句式都会产生歧义,像例( 16)、( 19)、( 20)和( 21)就都只

有强调的意义, 而不会产生系动词句的意义, 以/是,,的0句的歧义为依据, 将两种句式硬

扯在一起分析, 就显得十分勉强了。

除了对/的0的句法地位判断有误之外,这种分析法对于/是0的判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按照 Li and T hompson ( 1981) 的说法,表示强调的/是0同出现在体词性谓语前的那个/是0

没有区别,都是系动词,这就缺乏坚实的事实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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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强调的/是0和系动词/是0其实也是形似而神不似, 句法特性有着很大的区别。比

方说, 系动词/是0和一般的汉语动词相似,只能跟在能愿动词的后面, 而不能出现在能愿动

词的前面
º
,所以例( 23)能说而例( 24)却不能说。可是,表示强调的那个/是0却可以出现在

能愿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合法地出现在能愿动词前面, 所以例( 25)和例( 26)都是可以说的。

( 23)拉登可能是沙特阿拉伯人。

( 24) * 拉登是可能沙特阿拉伯人。

( 25)部队可能是明天出发。

( 26)部队是可能明天出发。

另一方面, 作为主要动词的系动词/是0只能跟在其主语后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下

文
»
,系动词/是0不可能出现在句首, 例( 27)因而不能说。可是, 表示强调的那个/是0显然

不受此限制,因为例( 28)是可以说的。

( 27) * 是拉登 911事件的罪魁祸首。

( 28)是他们后天才走。

更重要的是,像例( 29b)那样的句子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说
¼
, 这就意味着系动词/是0通

常不能省略,是句子的必要成分。与此相反, 同例( 26)相对应的例( 30)以及和例( 20)对应的

( 31)都可以说, 不需要任何特定条件,这就意味着表示强调的那个/是0可以省略, 并非句中

的必要成分。

( 29) a. 曾荫权是特区政务司司长。

b. * 曾荫权特区政务司司长。

( 30)部队可能明天出发。

( 31)王师傅正开着车呢。

显然,表示强调的/是0并非句子中的主要动词, /的0也不见得是名词化的标记。将强调

句式视为系词谓语句的分析虽然简单易行, 却与汉语事实不符,并不值得采用。也就是说,

没有必要将例( 3)中的/是0看成系动词,也没有必要将/合情合理的0视为名词性短语,这就

为区分例( 3)和例( 4)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强调句式的具体分析, 请参阅徐杰、李英哲( 1993)、Shi ( 1994)、方梅( 1995)以及徐烈

炯、刘丹青( 1998) ,本文不再详细讨论。

四  动词短语的名物化

例( 3)和例( 4)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句中四字成语的句法地位。例( 3)中/合情合理0是

描述性的形容词短语,不需要系词/是0的支持就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周国光, 2002)。一旦在

主谓之间出现了/是0,就变成了强调句式。由于/合情合理0是描述性谓语,进行强调时只能

是所谓的第二式(刘月华等, 2001) ,必须在句末加上/的0。

例( 4)的/偏听偏信0离开了/是0就站不住, 当然不可能是谓词性的,而应该像例( 32)中

的/件好事0那样,是体词性的。可是, /偏听偏信0有着明显的/副+ 动0结构, 而且能够在例

( 33)那样的句子里单独充当谓语,应该具有谓词短语的地位。为什么同一个短语在例( 33)

中没有系词/是0也能够生存, 可以发挥谓词短语的作用,而在例( 4)中就无法独立充当谓语,

必须依赖系词/是0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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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他这样做也是件好事。

( 33)妈妈向来偏听偏信。

问题的症结在于句子主语的语义。作为动词短语, /偏听偏信0充当谓语时要求施事主
语是表示人的短语。套用生成句法的术语来说,就是/偏听偏信0必须选择[ + 人类]的主语;

或者借用周国光( 2002)的说法, /偏听偏信0属于[述人]的四字格短语,只能用来表述人的行

为动作。例( 33)的主语/妈妈0是个[ + 人类]的名词性短语,当然与/偏听偏信0配合得很好,

不会损害句子的可接受程度; 但例( 4)的主语/他这样做0是个小句,不具有[ + 人类]的特征,

无法满足/偏听偏信0对主语的选择性要求,所以不用系词/是0的例( 6)不能成立。

也正因为这样, 例( 4)并不表述主语的行为,而是说话者对/他这样做0发表看法,认为这

件事属于/偏听偏信0,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判断句。判断句的谓语可以是谓词性的,也可以是

体词性的,只要给出判断就行了。/偏听偏信0充当谓词性谓语时一定要与[ + 人类]的主语

搭配,在例( 4)中同[ - 人类]的主语连用时就只能转而充当体词性谓语,像例( 32)一样要依

赖系动词/是0才能发挥作用了。总而言之, 例( 3)和例( 4)其实都是判断句, 不同之处在于例

( 3)的谓语是谓词性的,而例( 4)的谓语应该是体词性的。不过, 按照国内语法学界的主流观

点,谓词短语本身是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的(朱德熙等, 1961;齐沪扬, 2000)。如果将系动词

的补足语也视为宾语,那么例( 4)中/偏听偏信0作为宾语,似乎也还可以算作谓词短语。这

就引出了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例( 4)中/偏听偏信0的句法地位到底是什么,或者将

讨论范围再扩大一些,当谓词短语发挥了体词短语的作用时,其句法地位到底是什么?

将此类短语仍然视为谓词性的,当然是最简单的做法。不过, 这样一来, 有些现象就不

太好解释了。比如说,同样是谓词短语/偏听偏信0, 为什么在例( 4)里充当谓语时一定要用

系动词/是0,而在例( 33)中就可以不用系动词呢? 更有甚者,两个句子中的/偏听偏信0有着
截然不同的句法特性。例( 4)中的那个可以像例( 34)那样作为数量短语的后续成分, 而例

( 33)里的那个就不行,所以例( 35)无法接受。

( 34)他这样做也是一种偏听偏信。

( 35) * 妈妈一种偏听偏信。

另外,例( 4)中的那个/偏听偏信0可以受/的0字结构的修饰,而例( 33)中的那个则不行,

所以例( 36)和( 37)的合法性不同。当然,这两种性质还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形成( 38)

和( 39)之间的对立。

( 36)他这样做就是通常所说的偏听偏信。

( 37) * 妈妈向来通常所说的偏听偏信。

( 38)他这样做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偏听偏信。

( 39) * 妈妈通常所说的那种偏听偏信。

可以受/的0字结构的修饰,以及可以充当数量短语的后续成分都是体词短语的典型特

性,而真正的谓词短语则不可能有这些特性(齐沪扬, 2000)。如果连这类短语也要算作谓词

性的,体词与谓词的对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也无法解释上述现象。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例

( 4)、( 34)、( 36)和( 38)中的/偏听偏信0视为体词性的, 或者借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说法

(如高名凯, 1960) ,将其视为已经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

这里说的名物化,是指谓词性短语在句法过程中获得了一个体词性的外壳,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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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挥了体词短语的作用,其内部以及核心词仍然是谓词性的。正因为如此, /偏听偏信0中

的动词/听0和/信0仍然可以受状语的修饰, 而且整个动词短语还可以像例( 40)那样进一步

受其他状语的修饰。

( 40)他这样做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过分偏听偏信。

与名物化对立的是例( 41)中/修理0所经历的名词化过程,即原本是谓词的核心词在句

法过程中变成了体词,从而使整个短语失去了所有的谓词性质, 变成了体词性的。名物化和

名词化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谓词短语装上了体词短语的外壳,其句法特性内外有别,内部是

谓词性的,外部是体词性的;而后者是谓词本身变成了体词, 连带着将短语也完全变成了体

词性的。这里牵涉到很多具体的语言事实以及理论上的论证,详情不在这里讨论了(请参看

石定栩, 2002)。

( 41)我对电脑控制的设备修理不太熟悉。

另一个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的0字结构的句法地位问题。在动词名词化和名物化的讨论

中,例( 42a)中那个/的0字结构曾被视为动词名物化的产物,或者说将( 42b)中的动词短语名

物化之后便可得到( 42a) (如胡裕树、范晓, 1994)。

( 42) a. 我们两个民族是一条藤上结的两个苦瓜。

b. 一条藤上结两个苦瓜。

从表面上看, ( 42a)和( 42b)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这么描述,因为/结两个苦瓜0是动词性

的, /结的两个苦瓜0是名词性的,两者的差别只是一个/ 的0而已。但是,这样做在语义上会

有麻烦,因为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前者是个动作,是一个事件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具体

的事物,由/的0字结构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所以两者的真理值完全不同。现代语言学的

一条重要原则, 是所有的变化过程都必须保持结构原有的语义及真理值。如果允许句法过

程任意改变结构的原义, 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控制手段, 从而放任句法过程为所欲为,甚至

可以将/狗咬人0通过一定程序变为/人咬狗0。从这一点出发, 将( 42a)和( 42b)之间的关系

描述为动词短语的名物化,并不妥当。

正因为如此,将( 43a)那样的光杆/的0字结构视为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 即认为( 43a)由

( 43b)名物化而来(如 Li and Thompson, 1981) , 也不是可行的分析方法。/的0字结构指代
功能应如何分析,牵涉很多理论问题,就不在这里详细讨论了(请参看石定栩, 2000)。

( 43) a. 我喜欢吃妈妈做的。

b. 妈妈做。

五  结语

要真正搞好汉语教学,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懂得教学语法,而且

还要有一定的理论语法知识, 懂得如何从表面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只有这样,才能

在教学中做到应对自如, 真正教好学生。

附注

¹ 例( 6)可以有另一个意思, 即/ 他0在这样做的时候/偏听偏信0 ,也就是以/ 这样做0为状语。这是个

合法的句子,但这与例( 4)的原意无关,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º 严格地说,只有在同一个小句中, 系动词/是0才不能出现在能愿动词前面。比如下面的句子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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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动词/ 应该0表面上紧跟在系动词/是0后面,但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小句。

( i)我说的是应该早点走。

» 如果/ 是0的宾语是个小句,而主语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省略了,系动词/ 是0就可能像下面例句那样

出现在宾语小句的主语前面。但这种情况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 i) (法院的判决)是王治堂必须马上迁出。

¼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有合适的上下文时,句中的/ 是0可以省略, 但句子的意义不变,仍应理解为/ 是0

字句。这种情况与这里的讨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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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morpheme sh�in an emphatic sentence is not a co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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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anguage Databas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acquisit ion of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at the

elementary stage w ith that at the intermediate high stage,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af fect

the mastery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finds out the sequence of acquiring the direction-

al complement by th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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