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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生

)马 :生禾刂 1叨7级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先在历史系攻古代史,两年后又考入中文系 ,

师从陆宗达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主修 《说文》及训诂学。1982年毕业

留校,教大学语文和古代汉语。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Amenberg

Fe11owsho奖 学金,赴美从拉波夫 (Ⅵ11iam Labov k柯 劳克 (%ny Kioch)

和里博曼 (Mark Ⅱbeman)学 习社会语言学、历史句法学以及韵律学 i

1995年获博士学位。19舛-19” 年在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任助教 ,

1999—2003年在该系任副教授。⒛03-2010年 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

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中文部主任、哈佛北京书院主任。⒛∞ 年任北京语

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⒛08年至今任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 语言暨语言学》

副编辑。香港中文大学一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联合研究

中心主任。曾兼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美汉语教师协会常务理

事,以及近十种国内外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杂志编委和国内外语言学杂志与

出版社的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学、历史句法学、韵律句法学、韵

律诗体学、语体语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包括:(1)

训诂学,提出文意训诂与同律互证法;(2)韵律和句法的相互作用,开辟

|           320
r



学术人生

韵律句法学的研究 (《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已被译成韩文、正在被

译成日文 );(3)韵律与诗体的关系,提出
“
三音不咸步、五言不为诗

”
的

诗体来源;(4)'语体语法,提出 "当代书面正式语体"的概念及语体语法

的理论系统;(5)历史句法学,提出汉语史分期以韵律形态为标志,二分

为东汉以前
“
音段形态类型"的综合型语言 (synthedc1anguage)禾 口东汉

以后逐步形成的
“
超音段形态

”
为主的分析型语言 (analytic1anguage)两

大类型。出版学术著作有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汉语韵律句法

学》、《汉语韵律语法研究》、「he Prosc,d/c Syr,r肛 y Ch加 ese、 《汉语韵律

诗体学论稿》、《三一语法》(合著、出版教材有 《古汉语基础》、《汉语书

面用语初编》、《入乡随俗》、慈文以载道》等。在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

语文》、仂v睹r/cs、 助sr月 s扫刀∠nα //sⅡcs等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

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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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羡慕学者,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77级本科生的前一年,全国上

下都在搞
“
文化大革命

”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成长起来的。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
“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
文化大革命"对一个四年级的小

孩儿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上课了,非常好玩儿。但是没过两个月就感到特别失

落,因为什么课都没有,成天拿着假枪打仗,打着打着就没意思了。那就是小孩儿的

“
文化大革命 "。 不久我发现大人们都在烧书,贴大字报,然后游斗。这方面事情大家

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但对我个人来讲,我当时觉得书也没了,老师也没了,课也

没了,早上起来之后就是玩儿,玩儿也没意思了。于是在烧书的时候就想能不能拿一

本书呢?据说那些书都是有毒的,谁都不许碰,必须要烧掉,拿锅盖那么大的铁锹铲

着书往书堆上堆,然后就放火烧,火很大。但其中有一个人,工作不小心,他一甩就

把一本小书甩到了路边沟里头,我就偷偷地拿走了。我想这回可以回家看看到底有什

么毒啦,回家一看,是 慈新华字典》,这就是我那时唯一可看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复课了。恢复以后也上一点儿课,于是到 1970年、

1971年 的时候,中学毕业。据老师说,我在学校里学得还算不错。那年毕业,我们

之前的那一届毕业的人很多都
“
上山下乡"了 ,到 了我们这届,不用都

“
上山下乡"

了,一部分人可以到工厂,大家当然很高兴,我们也等着机会,结果呢,分配还是

让我不高兴。虽然不用 "上 山下乡",但让我到北京第二师范学校进修—年,出来以

后做
“
臭老九

”——当中学老师。
“
臭老九

”
谁愿意做啊丨当工人多光荣啊。但也好 ,

我原本是想看书的,没有书,找了一本 《新华字典》认了不少字。一听说当老师,即

使不高兴也不特别难受。首先是不用
“
上山下乡

”
了,其次是有书念了,那就行了

呗,到 中学去看书吧,当臭老九就当臭老九丨

结果呢?分配的时候告诉我,不让我念文学。念文学将来就能教语文了。为什么

不让我学文学呢?老师说我的学习好,所以得去学数学,将来当数学老师,教代数、

几何。我就求当时管分配的老师,能不能给我换一个班呢,让我去学,比如历史也行

啊,教历史、教语文都行 ,可是就是不让换。我从小就喜欢文学,结果捏着鼻子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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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第二师范学校 (就在白纸坊那个地方 )学了—整年的数学。进修数学以后,就在中

学教了整整五年的代数和几何。我的学生比我小两三岁,就这么过了五年。不过对我

也有锻炼,因为那时候我当班主任,大概是 19” 年到 19″ 年之间吧,我在和平门中

学教书。北京市的中学生怎么样,我这里不想多说,我是班主任,其中的甜酸苦辣 ,

我想等我再过十年退休以后写回忆录时,写写刃阝段时间的亲身经历,写 写那时候我们

是怎么做班主任的故事。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教研室同事下了课拿着书回办公室,她

怀孕了挺着肚子往回走,一步一步,刚到操场中间,—个砖头
“
嘣

”
地就砸在她的脑

袋上 ,“哗
”
的一下血就下来了,她扑通坐在地上,人们马上叫车送急救。每天差不

多都有学生或老师被打破头的事件,这就是当时的学校。学生们打老师不奇怪 ,“臭

老九"嘛。有一个年轻女老师上课进教室一推门,Ⅱ嘣
”
的一声,上面一盆水落下来 ,

浇了一身水,这位年轻老师哭着跑回去。怎么办呢?赶怏换衣服,再上课。那是常有

的事。学生打老师,学生打学生,甚至还有用刀子的。就在那种环境下,我坚持教数

学教了五年。

后来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我考上了刀级的北师大历史系本科生。上历史系的

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一直喜欢文科 ;再有就是在 19” 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影响我

一生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这要从我教数学说起。我教数学,但我喜欢文学,所以没

事的时候就在下面写一点儿古诗。在那个时候写古诗不是很好的行为,因为你不是在

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也不是在学习马列的思想,所以老师们在传看我的古诗的时候 ,

背后就说这个小伙子有点儿不像话,喜欢封资修的东西。这话传到了我们一个老师的

耳朵里头,她说你把你的古诗拿来,我给你找一个人看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说我

写的东西不给外人看的,我怕说我是封资修。她说 :“ 我爸爸懂古诗,你要是想写古

诗的话,他可以帮你看,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她就是我的导师陆宗达先生的女儿 ,

陆敞老师,我一直叫她陆老师;她跟我一块丿1在和平门中学 (当时是第 180中学 )工

作,她是教务处长。她就把我写的那些诗拿过去了。拿去以后陆先生看完就给我改 ,

改完之后又还给我。哇丨一看把我吓坏了,因为我的那些诗有的是我抄的,我抄一句

李白的,我再抄一句杜甫的,再加上自己编的。我们那里的语文老师水平也不太高 ,

经常看了之后说 :“ 这首诗是宋朝人写的吧。"所以我觉得还挺骄傲的——我自己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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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宋人的风格啦。可是陆先生说了:“你这个是抄某某的,那个是活剥某某的 ⋯̈⋯”

全都——指出来,写下来了。看了以后,我当时非常害羞,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 ,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赶紧说 :“ 不要紧,你不要害怕,现在小孩儿喜欢这个的很少 ,

我爸爸说你要是想学的话,他可以给你讲一讲,但条件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

因为

跟任何人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说你反动,也是非常落后的、不求上进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古代的东西很有意思,我就说 :“行啊,我想去。"

就在 19” 年的时候,我见到了陆宗达先生。陆先生是 "反动学术权威
”
,在家

里什么事都不让做,反省或者写检查吧。我一见到老先生,虽然不认识,但—下猜出

这就是陆敞老师的父亲。陆敞老师让我叫她父亲
“
外公

”
,后来我就跟我的新 "外公"

学了四年的古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那么有名,后来才知道他是全国训诂学会的会

长、章黄学派的掌门人。我 19” 年毕业前到武汉参加第一属训诂协会时,陆先生做

“
文革"后的第一届会长。一起在那里开会的还有陆先生的同门,曾住在一起跟季刚

先生念书的黄焯先生,他们两人是训诂学的长老。然而,I9” 年我碰到陆先生的时

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么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我只知道他很厉害,像字典似的,我

从那么厚的书里抄出一句诗来,他都能知道出处。这把我吓坏了。记得第一次见到陆

先生时,他就非常简单地告诉我 :“ 你要想学古代文学 ,《 全唐诗》你要看 ,《 昭明文选》

你要看 ,《 史记》你要看,那么你就可以搞你喜欢的东西了。
”
我回去后马上就找来这

些书。紧接着,他的女儿就告诉我 :“你谁都不要讲,现在小年轻都不学这个,你自己

要想学的话,就跟着我父亲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可不是正路。我父亲是反动学

术权威,他是自己在家里闷得慌才给你讲这个,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讲。
”
从那儿开始 ,

陆先生每个礼拜就给我讲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只是我,因为陆先生烦得慌嘛,只有

我听课还不过瘾,给他拉煤球的那个推煤的人也听课,后来又多了一个人,旁边肉铺

的那个人也来听课,还有一个是老语文教师也来听课 ,“文化大革命
”
之后他有很大

咸果。

那时候我就在陆先生家这么学,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告发我说我学古代的东西。也

有人劝我说 :“你这么年轻,不追求上进,不争取入党,怎么搞这些东西呢?知识越多

可越反动啊|"当时我就面对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知识多到底反动不反动?后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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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个说法不对,为什么?毛主席的知识很多啊,毛主席不反动啊。毛主席什么都

知道,古代的、现代都知道,所以我知道一点儿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仍然跟着陆先

生读。结果呢?有人告诉书记了。所以领导就跟我谈话,说你不能再学古代的封资修

了。从那以后,我念古书的时候就把毛主席著作放在古书的上面。我的办公室桌子冲

着门,我就面朝门看 《左传》,别人来了,我把抽屉—拉 ,《 左传》就掉抽屉里了,毛

泽东选集就在上面。别人问我看什么呢,我说毛选啊,别人就没什么说的了。陆先生

每次讲的课我都记下来,所以现在我的笔记都在。

1976年
“
文化大革命"结束,说第二年可以考大学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想念

书嘛,一下就用上了,学的那些东西考语文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又是教数学的,考

数学也没问题。我起先是为考大学做准备,后来呢,我变成了想考大学的人的老师

了。谁想考大学,到我这儿来找我给他们补习。我考上了北师大,当时为什么想考北

师大没考北大呢?因为我想考历史系,那年只有北师大的历史系招生。为什么考历史

系呢?因为我害怕搞文学,搞文学弄不好就反动了,跟政治关联太多。搞历史呢,用

跟陆先生学的 《说文》搞历史离政治比较远。当然我跟陆先生念书还有更好玩儿的故

事。陆先生开始的时候给我讲唐诗,我很高兴。后来讲着讲着他不讲唐诗和文选了,

而是讲起 《说文解字》了。我觉得很没劲,因为那是学字儿啊。陆先生很有办法,他

就从
“
冯""胜 ""利 "三个字开始讲,他说你的

“
冯

”
字是两点儿加一个

“
马
”
,男阝两

点儿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
“
马

”
念

'“
冯"啊?然后他就说,前面的两点儿是 "冰 ",

“
冰

”
是声音,"马 "是意思,等等。虽然新鲜,可还是觉得没意思。于是硬着头皮听。

后来就不想听了。但过了—段时间觉得不听也没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教数学,数学

不是我喜欢的,虽然我教得很好,学生很喜欢,可是这不是我的爱好。我想教的是语

文,可是又不让我教。平时看书也都是看文史方面的东西,可是又没人给我讲。陆先

生知道的很多,但是他不讲别的,他只讲字儿。于是我想,不学白不学,我本着这种

思想就跟着听,这样一听就是半年一载的,结果呢,就有点儿上瘾了。所以我想这是

陆先生设下的
“
圈套",让我从文学开始,钻进圈套以后,他就开始从 《说文解字》

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讲,—卷一卷地往下讲,讲到了
“
文化大革

命"结束。考大学的时候我考的是历史系,学的是先秦史,一年半以后得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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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本科生允许考研究生,因为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的第—届的本科生小的比我小

三四岁,大的比我大十几岁,年龄参差不齐 ,由于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积攒

的经历很多,岁数也够了,所以允许考研究生。我就跟陆先生说了,陆先生说 :“ 我现

在可以带研究生了,你要不要来考啊?” 我问 :“ 我能考吗?"他说 :"你已经学了那么

多,可以试啊,你现在别的不用准各了,就把你的外语和政治搞一搞就行了。
”
结果

一考我就考上了。考上了就跟着陆先生又学了三年。从头到尾,我跟陆先生学的是传

统的朴学。朴学是什么?朴学就是小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陆宗达先生 19刀 年

给我授课时的笔记

所以说 ,我在北京和平门中学教学时跟陆宗达先生的学习相当于过去的上私塾 ,

到 1977年考上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 年考到了中文系读研究生 ,

三年之后毕业留校。我想我毕业后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古汉语教研室教训诂学或者教古

汉语了,然而,分配的结果让我透心凉:不能进古汉语教研室,要到大学语文组教大

学语文。这不是大材小用吗|大学语文是什么啊?教学生写作啊|大学语文讲现代和

古代汉语、现代和古代文学,总之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一点儿刀阝一点儿,都是普及性的

东西,而且对象也不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是全校本科学生,就是公共课。而且最难、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改学生的作文,每天作文一大摞,每天是硬着头皮改。陆先生跟我

讲 :“你不要不高兴,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我心想,您就是没让我上古汉语教研室

所以安慰我而已嘛,有什么好处啊,我才不要这好处呢。要说真的好处,您让我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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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嘛。中文系还有一个老先生,叫启功。他跟我们讲 :“ 真正课教得好的,是不备课

的。
”一下我们就高兴了。教研室主任说 :“ 不备课,是因为都吃到心里的缘故。

”
启

功先生说,他开始就是教大学语文的。这给了我一点儿安慰,我教大学语文教了三四

年,后来才有教古汉语的机会,我在北师大教了四年。

19“ 年我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要考博士,陆先生那时候开始招博士生了。可是

系里说 :“ 你不能考,你是陆先生的研究生,留下来工作的时间太短,不能考。
”
可是

我—看,现在不能考,再过几年我可能就考不成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有了一个非常

怪异的想法——有时候怪想法没准是不错的:什么是训诂学?切 ||诂学就是研究词义的

演变、文字的演变、声音的演变。但什么是演变呢?中 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在

《中国语文》上有一篇文章,说美国有一个叫拉波夫 (ⅥⅡam Labov)的 学者是社会

语言学创始人,跟他对着的是形式句法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朱德熙先生说,美国的

这个学者是专门研究变异和变化的 (v耐猫on and change、 我当时就想,我们研究训

诂学应该看看演变的理论是什么啊|从 199s年我听陆先生的课算起到 19“ 年,我跟

陆先生磨炼了十几年了,而且当时陆先生讲的课我都记下来,回家整理好,争取都记

住,很是用功。有一个小插曲说明我怎么用功,让我知道陆先生怎么真正想教我。陆

先生让我进入 《说文》圈套、让我喜欢上这个以后,我就问陆先生:“ 夕卜公,要学您这

个,怎么开始真正地学呢?"陆先生眼睛一大,很正经地说 :“你真要学吗?到中国

书店买—套 《说文解字段注》,读段注。"我马上就去了,我当时不是在和平门中学教

书嘛,琉璃厂、中国书店就在旁边,我去买,结果没有那本书。但我是班主任,我的

一个学生的父亲是琉璃厂古书整理组的小组长。我跟学生说 :“ 给你—个任务,请你

爸爸帮助我买—套 《说文解字段注》。"他马上就给我买来了。然后我就拿着书跟陆先

生说 :“ 夕卜公,我买来了,您看怎么办?” 陆先生说回家点读。怎么点?古书没有断

句,读的时候要用红笔点断句读。于是我就回去点书,点了一两页发现这根本点不断

嘛,也不懂,而且点的肯定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拿回去问先生:“我不会点,您看对不

对。
”
陆先生说:"我不看,从头点到尾点完后,你再拿来给我看。"我说 :“ 我点的都

是错的。"“不怕你错,就是怕你点不到尾。
”
我说:叨阝错了怎么办?¨你就从头点到

尾,再拿来。
”
说完就不理我了。我回去琢磨琢磨,那就点吧。整整花了半年多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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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我真的把那部段注一个字一个字从头点到最后—页。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

候,我们几个陆先生的研究生有一句口号:把青舂献给双行小注。古代文献都是大字

的是原文,下面用两行小字来注解。没有标点,我们就点断句,天天点。最后是谈恋

爱也点,女朋友也点,女朋友不点,我就不找。就这样,点、点、点,最后我找我太

太的时候 ,当 时她都跟着我做卡片。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是把青春献给了双行小注。

等我点完段注的时候,陆先生非常高兴,说 :"你居然点完了!” 接着就说 :“ 再点一

遍 |” 我说 :“ 哎哟,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是他真的让你再点一遍,可是就在这个

时候,我发现外公开始真的给我讲 《说文解字》的学问了,讲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全方位地讲,文字,字的字形、语源,古韵的通转等。我发现原来如此,陆先生之前

给我讲的是一回事,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分配到大学语文组后,想到这么多

年的功底都用不上了,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才知道,先生让我打的是文学系的全面的

基础。因为我是从 99级跳上来的,很多的基础不够,所以教大学语文,整整三四年

的时间我把这些基础都打好了。到了 1986年 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在先生教我的这

个功底之上,还有什么东西要学呢?那就是演变的理论,朱德熙先生说拉波夫有这个

理论,而实际上呢,陆先生也提过 :章太炎先生是接受过国外理论的,所以他才有突

破。太炎先生是季刚先生的老师,季刚先生是颖明先生的老师,所以我们学的是 "章

黄学派
”
的学问,是最传统的,是国学里的国粹。但这不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学

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像太炎先生一样,不能死守着传统不变。于是我有了一

个怪异的想法,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叛逆的想法:能不能跟拉波夫去学。当然

不可能了,怎么可能呢?第一,我的外语虽然在考硕士之前学了一些,但是进了研究

生院以后,陆先生就让我们在三个月内把外语全部过关,以后不许再碰,全部的精力

和青春都献给双行小注,因此就没有外语能力了。我也知道自己外语不行,要想出

去,必须学好外语,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准各英文,一方面申请,一方面学外语。就在

这个过程中,拉波夫跟我讲 :“ 如果你要来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资助。"我不太清楚他

的资助是什么东西,于是拿着他的资助信,找了一个外语系的朋友让他看拉波夫给我

的信。他看完后问我怎么得到的这个奖学金 ,说这是天上掉馅饼。他告诉我这是四年

全奖,而且这个全奖是不需要干活儿的。我问他钱够吗?他说这个钱当然多是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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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资助都没有太多的,可是养老婆和念书足够了,人家又不是让你发财。我问去

吗?他说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不去的话太可惜了。我考虑了很久,自 己不是外语系专

业的,出去可能念不下来。但机会很难得,我可以到那里好好学学外语嘛。外语过关

了,我就可以阅读外文了,就可以知道拉波夫的变化理论了,那么将来再搞训诂学就

会有新的心得了。

于是,我就出去了,现在想来真是胆丿L大。人生有时候还真得有点儿破釜沉舟的

勇气。起先还想要是学不下来就回来,到那儿去之后发现,根本回不来了。为什么?

你不敢回来了啊。你回来之后,你的同事和你下面的人就说你败兵而归,脸没地儿放

啊,所以叫
“
破釜沉舟",硬着头皮也得学好。所以我的一个人生经验是:天下无难

事。我母亲总跟我说 :“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只要你真正把精力放在上头,没有

不成的。什么叫把精力放在上头呢?就是你脑子里没有第二件事,就这一件事,什么

都不想,连老婆都得忘了。我的女儿那时候才两岁,正是最好玩儿的时候 ,离开老婆

和孩子,想想有多难受。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机票一干多块钱 ,当时的机票贵

得不得了,而且我又没钱。电话打一个一抬起来就是十美金,然后一分钟一分钟的再

往上加。写信的邮票都舍不得买,写在一张纸信封上,写完之后折折之后就是一个信

封,邮的时候很便宜,我和太太就拿那个来交流。为了更好地学外语,我跟美国人一

块丿L住 ,有半年的时间我—句中文都没说过,不见中国人——不是不想见,而是不要

说中文。就是逼着自己那么做 ,脑子里做梦的时候都是这个。

我的宾大学习经历里,离不开拉波夫的关爱。⒛10年在哈佛开第 18届 国际汉语

学会的时候,我把我的另一个导师Tony Kroch请*做大会报告,他是搞历史句法的 ,

我跟他聊天时说起我的历史,他说:"你看,你现在能用英文说这说那,可是不记得

吗,当时你来的时候英文很差的呢 !” 我说那时候你干吗要我啊?他说 :"实际上你得

感谢拉波夫Π阿|是拉波夫说你一定能学出来的。是他要你的,他说你那时候已经发表

文章,是个学者了,你真得谢谢他。
”
我对拉波夫一直心怀感激。当时他对我说 :"你

第—个学期得上两门课,这两门课无论如何你不能低于B,如果低于B,你的奖学金

就没了。剩下的课是跟我上的独立研究 (hdependent study、 "我每个礼拜见他—次 ,

一个小时不到,有时候 10分钟,有时候⒛分钟。谢天谢地,我的两门课,一个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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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 B+,奖学金保住了。跟他的课就更有意思了,学了一个多月以后,他说 :"哎

哟,每一次跟你谈话都不一样。"半年以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倍受鼓舞,他说 :

“
胜利啊,我们都可以给你写小说了,你现在都能够跟我自由对话了,你记不记得你

刚来的时候,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呢?” 怎么回事呢?就是高度的∞ncen饣耐oll的努力

结果。而且我还有一个办法,现在念书的人一般都不用了,笨办法,把上课的内容全

部录下来,回去之后听,把它都写下来,凡是到了我听不懂的地方就打上记号,让那

些一起住的美国朋友帮忙听一下。当时我就把一门
“
形态学 (morphology)” 全部录

下来,然后转写下来,结果我写下来的笔记最全,全班同学想看完整的笔记都到我这

儿来。—年以后,我听课和写作就没问题了。

外语关一过,就开始了我从 1990年 到 19” 年的
“
学术转型

”
。上面讲的是上课

的语言问题,没有谈我的学术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在国内受

教育的本科生、研究生要想到外面进修、进一步做学术深造的话,实际上都面临着学

术的转型。我们的传统学术和西方的学术路径不一样,这里我自己的感觉非常深刻。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学句法学的时候,教科书告诉我
“Hke灿m"不能说成

“Hkc he",因为
“hc"是 "nominadve case for su妫 Cct",是主格 ,“him"是宾格,界

线分明。像拉丁文一样,西方当代语言学里面就有一个定律,即名词性的咸分如果没

有格位标志不能出现在句子里;换言之,没有格位的名词不合法,必须删除。学到这

儿的时候,如果你的中文的历史观念很强的话,马上就会得出一个强烈的意识 :如果

某个语言没有格位也能说的话,那么格位理论就没有用了。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当今

学者仍然在坚持的—个想法,西方的理论,尤其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对我们的语言不

适应,因为他说的那些现象,那个屈折语素我们没有。当时我在宾大读书的时候也是

这样,我的老师 %ny细och是乔姆斯基的很有名的弟子,我就在课上质问他 :“ 如果

这个语言里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格位的话,那么你这个理论就不能够成立。"他的回

笞很直接 (用 的就是西方学术的理论 ):"没有格位怕什么,你可以设想它有一个格位

啊 !”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没东西我怎么设想啊,设想不是

无中生有吗?这能叫学术吗?他看到我这副样子,也不说什么了。恐怕是在想 :"小

子不可教也 |” 他没法教我,我也没法接受。我们搞训诂的 "有为有、无为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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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怎么能假设它有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就是怎么样转型的问题。如果我坚持

自己
“
故我",结果就一条路,就是像我可怜的同学一样被语言学系踢出门外,他们

叫
“
teminatc",意 味着你语言学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系由此结束了。在国外,如果在—

个系被
“
∞mhated” ,你是不能到任何这样的系里继续读的,语言学就此拜拜了。我

的一个可怜的朋友就是这样,现在想起来也还后怕。当然还有一条路,是我采取的方

法,就是放弃自己的
“
故我

”
,忘记我以前所学的全部东西,从零开始,假设我知道

no伽ng,我是一张白纸,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太炎先生三智三愚的
“
愚"。 我于是

从
“
血饣oducuo11” 的书开始,从最基本的重新学习。不仅如此,我还看了些有关于为

什么他这么样来建立他的学说的那些书,也就是科学哲学,看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慢

慢地我才感觉到它的道理非常之深,感觉到如果没有经过痛苦煎熬的人是不能够有这

样的感悟的。我当时是非常痛苦的,让你学一个你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你

学吗?不但要学,放下架子,你说它胡说八道是因为你有原则,放下一切原则从头

学,最后你才发现它的道理所在。我说的学术转型,就是在几年当中,我不但学了

课,还完成了我的学术转型;我不但能够知道他的道理何在,而且我能用他的道理跟

他去 argue;不但跟他 argue,用他的道理还发现了原来我不可能发现的、非常有趣的

东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张三派警察打了他
”
,其中的

“
他"指谁? "张三被警

察打了他一顿",这个
“
他"指谁?前面的那个

“
他"可以不指张三,后面这个

“
他

”

必须指张三,我就是通过从
“
形式旬法学

”
学来的

“
assumption” 的那个理论里,看

到了汉语的被动句和英文的被动句完全不一样,给汉语的被字句提出了一个形式句法

学非常特别的句法运作,就是说汉语的被动句是
“
empty operator movcmcnt(空 算子

移位 )"。 至今用形式句法学讲汉语被动句的人大多还在用我的这个说法,尽管很多新

入门的研究生不知道这一点。那个时候的这类发现给了我很多甜头,因为发现了传统

方法研究不能发现的汉语原有的特征。我马上把这些方法用到古汉语,发现古汉语也

是如此。后来 (⒛00年 )轻动词句法的引进以及 ⒛Os年发现的古汉语
“
无介词结构 "

的轻动词句法运作,都是学术方法转型后发现的结果。

正在那个转型时候,堪萨斯大学招人,我去申请了。结果三个人进入最后的竞

争,我得到了工作。据后来招聘的人说,是因为我有古汉语的背景。从那个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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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我就考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怎样把我学到的西方的理论精华和我学过的传统的东

西结合起来,做一个不总是跟人家屁股后头跑的学术研究。怎么样不跟人跑呢?V|诂

是解释词义的学问,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离不开语音 ,"V"诂之旨,存乎声音
”
,没有

声音,训诂不到位。那么这个原则能否用到我们现在的研究上?我就想,声音管词

义,那么声音能不能管构词、声音能不能管造句呢?经过大概六七年的努力,我设计

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叫作
“
韵律句法学",当 时我就用它来教中文。教学

相长,不仅韵律语法和中文教学紧密相关,就是语体语法也不例外。我在堪萨斯大学

教中文的时候酝酿出韵律句法学的体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中文的时候 ,从书面语体

的教学中发展出了语体语法的理论。

如果说在国内教大学的时间里我获益最大的是教大学语文的话,在海外教大学的

时间里获益最大的是教中文。在堪萨斯大学学中文的学生整个加起来不够 100人 ,那

个学校里有将近 3万名学生,不到 100人学中文;可是哈佛大学有 6000名 本科学生 ,

有 300人学中文,我得管理 ⒛ 多名老师的团队,一块儿来教。我从 ⒛O3年到⒛10

年在哈佛待了整整七年,创办了哈佛北京书院。哈佛自认为是全球最好的大学,自 信

自己的学生不需要到外面学习,⒛O3年开始的时候,学校对我的这番建议表示怀疑 ,

—认为哈佛没必要,二认为哈佛没人去。这是一个暑期班,我预计招生 80人 ,但开

始并没有得到支持,所以到⒛Os年才办成。我把哈佛的学生从象牙塔拉到中国、拉

到北京来学习。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称赞道,此举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哈佛开始走

向世界了,走到中国来了。

由于哈佛学生自身能力高,有学生在学习之后能用中文写出优秀文章,并发表

到 《读书》上或其他的一些报纸上。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同时也发展了这

方面语言本体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1)汉语书面语。汉语书面语是自五四取消

了文言文以后,从汉语白话和其他的语言因素综合出来新形成的正式语体。从这个角

度来研究书面语,去教中文。(2)语体学。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特色、典雅与通俗的特

色¨̈ ⋯而如何去表达?我将它们综合起来,汇合成一个独特的领域。韵律的研究还不

止这些,从学术上,还想将它推展,推展到文体学。(3)韵律诗体学。古典诗歌最早

的有二言诗,后来有四言诗、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六言诗几乎没有,三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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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五言、七言最流行。为什么呢?在学术上,为什么的问题如果从根本得以解

答,就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学科。我鼓励学生们就此问题继续探究下去。在前面研究了

韵律构词和韵律句法的基础上,发展和开辟一个韵律诗体学。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音节的音步如果没有成立的话,五言诗就产生不了,四音节的

复合韵律词如果没有成熟的话,那么七言诗就产生不了。这是从语言的韵律机制上解

释诗歌形式的存在、更替与发展。

国学,我是跟陆宗达先生学的。在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的时候,陆先生本着章

黄学派 (也叫文献语言学 )的学理和原则教我们。他常说:搞我们这行的,字就像

天安门城门上的铆钉,少—个都不行。此处先生说的 "字 ”
是指 礞说文解字》上的

九干三百五十三个字,T个一个地学,一个都不能少,才能把传统国学的基础打好。

西学,我是跟随拉波夫学习的,他是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还有托尼·克罗克,他是

历史句法学的著名学者;还有马克 ·李伯曼,他是当代韵律学的创始人。在西学里 ,

机制是研究任何现象的根本,西方学术最关心的是机制。我以此建立韵律句法学,也

尝试建立韵律构词学,同时还发展出了韵律诗体学,甚至希望将来到达韵律和认知的

关系研究。最近主编的 《语言学中的科学》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赵元任曾经讲

过 :如果汉语没有双音节的节律,中 国人会有这么强的阴阳k乾坤的概念,是很难想

象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古以来相对相成的观念,很可能和我们的语言特征有关系。

到底是不是还需进一步研究?而这个研究方向的启动和发展,使用的就是语言机制这

一工具。

从我国开始派留学生的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出去留学就要把他们

的精华学回来。不要把金子拿回来,而是要把他们点石成金的手指拿回来。什么是西

方学术点石成金的手指呢?我所理解而且得益的就是演绎逻辑。这要分几个步骤的

训练才能得到。举例而言,在语感上觉得
“
皮鞋厂"比 “

鞋工厂"好 ,还不算真正

的最高层次的研究。要想达到学术研究方面的最高境界,需要攀登八个阶梯 (或等

级 )才有希望达到最高峰,亦即学术研究的八层级:(1)observ乱 ion(尽观察 ),(2)

Classmc甜on(准分类 ),(3)Charact血 zatlon(掘属性 ),(4)Generaliz耐on(建通理 ),

(5)Abduction(溯因推理 ),(6)Deduction(演绎推理 ),(7)Pr汕d【,【l(预测有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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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c龃。n(核验现实 、

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是 "观察 "。 比如观察到
“
皮鞋厂"(2十 1)比 “

鞋工厂
”(⒒2)

好,“种植树
”(2")和 "开玩笑叫⒒2)¨ ¨̈ 。第二是

“
分类"。 当说出哪些好、哪些

不好时,就是在分类。大学生即可做 ,也是研究生的准备。而真正的研究生水平得登

上第三个台阶,即
“
分辨每一类属性 "。 第四是 "概括 "。 学术的基础就是要对现象的

类别给出最—般性的概括。概括就是要给出一个判断句,其中必须有绝对的词汇 (所

有的、—切的、凡是 ),不然不能做任何逻辑上的推衍,是不能运算的。比如 "种植

树"和 “
开玩笑"的分析就是:凡是动宾结构,动词是两个音节、宾语是一个音节的

都不合法。注意:有了一般性的概括后,还要努力发现反例、特例以及例外,进而来

处理反例和例外,这个过程才叫作学术。有了诸多的相关的不同的概括,才能够真正

开始登级似的学术的开端。我说博士生的论文就应该从概括开始,但很多博士生到概

括就完了,这就是我们走不出新的学科来的原因。我们希望有大师级的人物来开创新

的学科,这就需要把这些概括综合起来。第五是
“
假设

”
。假设不是假的,而是设立

一个可以证实推衍的思想和理念。但若到此结束,那么学术就不成体系,这—学科就

太单薄,很可能站不住。第六是
“
演绎 "。 根据通理和假设的道理,会产生哪些逻辑

的定理和结果,这就是演绎。第七是
“
预测

”
。

“
在什么情况下,会怎样

”
以及

“
如

果理论上会这样的话,那么现实中应该有什么或应该没有什么",这些就是预测。预

测的结果就是要回到现实中来,看看现实中有没有通过演绎预测出来的事实。第八是

“
证实"。 在现实生活中证实它。

可见上面说的/\个层级,前四个是基础层次,后四个是提高层次。如果从上述第

一到第八反复推衍,方面足够而又可集中而成为—个体系的话,就能构建一个独立的

学科。这里还要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没有想象力,不可能创建学科。作为科学的语言

学的含义就在于此:它可以帮助我们寻来和达到学术的最高境界。

有人问我:钱学森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家来?从东西文化比较上,您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 :西方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根本在
“
演绎逻辑

”
。

东方关注的是
“
辩证关系

”
。如果把

“
关系"抽掉,就没有我们的特色了。我们的大

学没有专业性的逻辑分析课 (如 α讪ca1Thi钛hg血 [不 同的学科 ]、 而这方面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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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课程在哈佛这类大学里是不可缺少的学术工具。我们没有产生大师的批判性思维的

土壤。如果 "不会想 (从反面推演构想和设计 )” 很难有大师的产生。我想这可能是

原因之—。其二,我们所谓的大师,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或明或暗地在使用

西方标准 (或需经过国外的认可 ),因此即使是有大师,没有国外的认可和鉴定,我

们也看不到。第三,最重要的,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给足条件后自己成长出来

的。长出来后,还要自己认得 (或承认 庀有时候不是没有,而是我们不承认 (或不

认得 、有人就此问我:如何用逻辑演绎做假设?英文是否更适合演绎思维或抽象思

维?我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做假设的固定模式。如果有的话,那么下—个爱因斯坦我

们就可以预测了。但假设也不是可以随意的,它是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深度了解和自己

对因果想象力的有机结合,这样才会有革命性的突破想象。这种想象也是下面的两个

结合:一是已知对象的概括中潜藏的因素;二是主体对该因素的体现和反映的想象。

因此同样的现象和事实,不同的人所得到的假设 (想象 )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同样的

现实材料,能生成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是否成立不仅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可以推

衍出诸多的可能和不能,更取决于假设以后的演绎和预测再演绎和再预测。演绎预测

不能成功,需要马上就推翻重来。总之,要训练科学的头脑。有人说
“
有什么样的语

言就有什么样的大脑",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看:有什么样的大脑就有什么样

的语言。大脑创造语言,但是不是它创造的语言还可以反过来激发大脑创造更多更深

的思维昵?这是人类认知的大问题。我的兴趣也在于此。

(上 面的文字是在于疃和杜莹整理的第”期博雅大讲堂讲演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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