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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衤

提 要

冯胜利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之间的相关性。文

章首先讨论韵律语法中 "韵律删除 (PˉFilter)"与 "韵

律激活 (P从“vator)"两 大核心操作的程序及其理论意

义,其次探讨语体语法
“二元对立

”"三维分体 "“ 四度定

位
”
的机制及其所构体系的 "交际原理

”
。文章指出:无

论
“
韵律语法"还是 1语体语法",尽管其研究对象不

同 (前者是轻重等韵律规则制约的句法,后者是正俗等语

体规则控制的句法 ),但其机制与原理均有相关甚至相同

之处。要言之,体系的
“
派生性 (山凼abiⅡ9)"与现象

的 "发现力 (d1sooverabi1矽 )” ,既可以看作两种语法体

系的共同点,又可看作 "体系"所以成 "体 "有 “
系

”
的

基础。

关键词 韵律语法 语体语法 韵律删除 韵律激活 韵律层级

派生性

日-16日 )上宣读,得到与会者的指

目的支持 〈
“
语体用语研究

”
,项目号 :

10JJD7硐 003),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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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 韵律句法与韵律层级

韵律旬法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韵律制约句法观念的提出 (zec alld Inkelas,

1990;Feng,1991)到 韵律句法学理论的建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今天我们又看

到该学科的新发展:一是韵律语法层级范畴的提出,即动词短语韵律 (VP-Prosody)、

时间短语韵律 (P-Prosody)与 句标短语韵律 (cP-Prosody);二是韵律制约句法两个

摸式的提出,即韵律删除 (PˉFiltcr)与韵律激活 (P-A耐 vator)。

韵律语法层级范畴如图所示 :

(1)韵律句法的层级结构:

(语调重音 )

IP-Prosody时 间短语韵律 (焦 点重音 )

外主语

韵律 (核 心重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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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树形结构的最底层是 VP(或 vP)里面的核心重音 (【luc1ear stre$,简 称

Ns)。 中间层是时间短语韵律,属于焦点重音的范域,其中包括对比重音、强调重音

和信息重音。人类语言的重音不仅有 VP层的核心重音,有 IP层的焦点重音,同时还

有整个句子的 CP层的语调重音 (或曰句标短语韵律 CPˉProsody)。 现在的韵律语法比

起 ⒛年来的VP韵律 (核心重音 )要丰富得多,尽管如此,VP核心重音仍然是基础

(冯胜利,⒛ 13b)。 下面逐一介绍三个范域里面的韵律系统和机制。

1,1 动词短语韵律结沟

首先看核心重音。经过长期的比较研究和实验,我们总结出如下不同类型的核心

重音指派法,汉语的核心重音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2)核 心重音的类型 :

a.Nuclear stess Rule核 心重音规则 (Chomsky arld Ha11e,1968/1991)

stress“ as⒍gned to the oghunost stressable vOwclin a m苟 or constimcnt。

重音指派到主要成分最右边的可承重元音之上。

b,Nuc1ear stess Rde核 心重音规则 (L山erlnan and Prhce,199,)

任一对姊妹结点N1N2],若 N1N2]P中 P为 短语,那么N2较重。

c.Dep伍 stress R血 cⅡle深重原则 (Chque,199s:287)

结构内嵌最深 (most embedded)的成分得到重音。

d,NsR h α血ese汉语核心重音 (Feng,1” 5:48)

The[sl feature must be assigncd to伍 e last element of an e1ementary tree

“
[s]” 特征必须指派给基干树形结构的最后成分。

e,sdedonaIIy-based NsR选 择原则 (zubizareta,1998:19)

给定两个姊妹结点 Ci和 q,若 q和 q为 选择次序 (se1ectiona11y ordercd),

那么较低的一个则较凸显 (the one Iower in the se1ec“onal ordcmg灬 more

prominent)。

￡Govemment-based NsR管 约式核心重音 (Feng,1995;冯 胜利,2013a)

给定两个姊妹结点q和 q,若 G和 q为选择次序 (se1e面 onany ordercd),且彼

此管辖 (mutually govenl),那 么q则较凸显 (me selectedq灬 more pro-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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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管约式核心重音

”
就是指动词直接支配的成分得到重音,用树形图表

示,即 :

(3)动 词短语韵律结构 :

核心重音Ns

核心重音是韵律句法两种
“
结构锁定

”
的结果:动词一经决定,重音位置便不能

改。核心重音是陈述句类型 (或广域焦点类型 )的重音格式。核心重音的规律如何限

定句法呢?过去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揭示出大量这方面的现象。首先是韵律删除现象的

发现。如 :

(4)a.Vo+FP     衤小王看见三个人三次。

比较:       小王看见他三次。

b Vo+blP     艹小王给了三个人五本书。①

比较:       小王给了他五本书。

c Vo+PP     +挂 衣服在墙上

比较:       挂在了墙上、把衣服挂在了墙上

d。 Vo+blP     艹收徒弟北师大

比较:       在北师大收徒弟、收徒北师大

e.Ⅵu+公田    +打 牢固基础

°陈平 (19s9:81-呢 〉曾指出:双宾语结构中的近宾语具有
“
由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

向
”
,而远宾语具有

“
由不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

”
。可供参考。

宾语 /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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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VRR+PP

g。 V+PP+o

打牢基础、把基础打牢固

+摆公平到彼此满意的程度

咔放那儿了一本书

如果从句型上看,我们发现 :

(5)a。 把宇句   +把 工厂关      把工厂关闭

b。 被宇句   艹经常被老师批    经常被老师批评 (比较:经常被批 )

用形式句法的树形结构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

(6)    V’
⌒
V   VP2

^ |
V      σσ   +XP

(σσ    V̄)   |

|     |    |
收  徒弟 +少林寺

负   责任 艹护理工作

关   严实 +窗 户

(简 单  化) 艹手续

N⒊
ˉ
[I;←~刂

R

核心重音具有韵律上推拉句法成分的作用,著名的核心重音的
“
离合力

”
就是一

例。请看黄梅 (200B:80)的图示 :

(7)    VP

t卫
'~~弋

1⒈

`ˉ

¨
二i瞀面

⋯~
\    /

ˇ

重音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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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核心重音不可能有
“
离合力

”
,而离合力概念重要性表现在它的语法功能上 ,

亦即 :

(8)i。 如果动词 (VO)节 点带有补述语,那么它所俯瞰分支节点就可以被压成一个

韵律词——轻位可贴附异体而合一。

Ⅱ如果动词 (VO)节 点没有补述语,那么核心重音可以把它拆成短语——重位

者可脱离母体而独立。(幽默、体操 )

有了上面的
“
压

”“
拆

”
两点,离合力的韵律效应就可以定义为 :

(9)动 词修饰语和动词的补述语,都会因其位置的不同而受到核心重音离合力的影

响而发生变化。

在传统的句法分析里我们只看到离合的现象,而没有离合动力的来源。事实上 ,

没有来源的现象不仅是无本之木,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枯竭。原因很简单 ,

因为没有动力源,现象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局限。反之,有了韵律的动源,新现象

的发掘将会层出不穷。譬如
“
嵌偶词

”
就是最新发现的语言单位的

“
新类型

”
。试举

“
遍

”
为例 (其使用和分布的语法属性 ):

(10)不合法:+遍查找、+遍访问、+遍吃喝、艹普遍查、礻普遍问、衤普遍喝

合 法:遍查、遍访、遍吃

我们原来只知道
“
遍

”
是黏着语素,因为它不能单说 :艹 我想遍访问北京市的语

言学家——不合法。然而,殊不知不能单说 (韵律上的限制 )不等于不能单用 (句法

上的允准 )。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语法上的词语新类型——嵌偶词,即
“
韵律黏着、

旬法自由
”
的语言单位。根据我们的理论,这是核心重音作用的结果,然而事实还不

仅于此,进一步发现告诉我们:没有宾语的出现,嵌偶副词也不会产生。

(Ⅱ )结果:遍 V十 l0刂 eCt](“遍 V” 之后面几乎没有不带宾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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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偶副词 (如 “
遍

”
)以动词宾语的出现为前提的事实,显然是核心重音的作用。

核心重音不仅删除而且创造 (或激活 )历史上从未用过的句法运作。如现代汉语里面

的 Pˉh∞rpor龃 o11(介词并入 )就是韵律促发的旬法运作。请看 :

(12)a,衤 张三把它放了在桌子上。

a’,张三把它放在了桌子上。

b.艹 张三放了那些书在桌子上。

b’ 卢张三把那些书放了在桌子上。

b” .张三把那些书放在了桌子上。

上面句子里的
“
了
”
只能出现在

“
放在

”
之后才合法,说明

“
在

”
和

“
放

”
组合

成了一个复杂动词,然后再和
“
了
”
组合。这种介词和前面动词的组合在形式句法学

里面叫作
“
介词并入

”
;而其所以必须并入的原因,是韵律。因为第一,不并入介词

的宾语就得不到重音;第二,旬法上不并入也合法。就是说,句法没有必须如此的原

因,而韵律上不如此就不合法,于是就促发了这种句法运作。

核心重音不仅创造了现代汉语原来没有的旬法运作,而且还可以创造人类语言未

曾用过的旬法运作。如上面说的
“
韵律黏着、句法自由

”
的嵌偶词,就是一例。如果

说韵律语法有它的贡献 ,那么由它造成的人类语言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语言现象 (嵌偶

词 ),恐怕不能不说是它对人类语言所以如此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吧。

1,2 时闾短语韵律结构

如果说 VP里面的核心重音可以决定句法而无视局部焦点的话,那么IP里面的重

音则是句法和焦点信息决定的产物。最明显的就是不同的句法位置有不同的读音 (重

音 )形式。先看下面的结构 (蔡维天,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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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标层 (信 息结构 )

⌒
我  Appr

蒙受 「给

^ 曲折层 (事件结构 )

T’

∶     /

∷ 戚P咖 ¨¨¨
、

Ⅱ受  「给

^
语  √  词汇层 (论元结构 )

/  ⌒
∷         v    VP

/冖

`、

.     ⌒
Ⅱ̈  ̈ ∶予 「给 h  D)

汶里有三个
“
给

”
,亦即

“
授予

”“
受惠

”
和

“
蒙受

”
三种意义上的

“
给

”
,譬如 :

(14)问 :那本书呢?

答:张三给 lgei]李四了。

张三给 lgθi]李 四还图书馆了。

张三给 lg司 弄丢了。

注意:这三个
“
给

”
不仅语法性质不一样,其发音也不同。它们除了主要元音的

央化 (轻化 )有程度的不同外,声调的表现也不同:动词性授予义的
“
给

”
一般带全

调,介词的
“
给

”
则是半三声,而蒙受义轻动词的

“
给

”
则几乎是轻声,没有调了。

这种元音和声调的轻重,是由它们不同的句法性质决定的。这是 IPˉProsody的 韵律性

质:韵律标记句法和词法。下面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个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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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他怎么去北京?

怎么他去北京了?

疑问词
“
怎么

”
如果在 VP内 (在主语后面 )则重读,问的是方式,如果在 IP前

面 (主语前面 )则轻读,问的是原因。不同的句法位置有不同的重音的形式,这是 IP

韵律的一大特点;焦点重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促发句法的移位,这是 IP韵律的

另一大特点。譬如 :

(16)⒏ 我想用这把刀切。

b,他想切这把刀。

c.他想用这把刀切三次。

d,艹 他想切这把刀三次。

(1⒍ )可以通过核心词移位转换成 (16b× “
切

”
移入无音形式

“
用

”
的位置 ,或

“
切

”
上移后剔除有音的

“
用

”
),因为焦点是

“
这把刀【因此重读 )。 然而同样的运

作不能发生在 (16c)和 (16d)之间,因为那里的焦点是
“
三次

”
。

总之 ,IPˉProsody的 特点是焦点对应重音、重音标记句法。西方学者所说的

“
P-Movcment【 zub立arreta,19兜 )实际都是焦点重音促发的句法移位。这个层面的

韵律语法和 VP层面的韵律语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IP韵律里的重音只标记句法,调

整句法,而不能删除句法。

13 句标短语韵律结构

CP句标短语韵律是近年来刚刚提到韵律语法日程上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

促动韵律语法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发现人类语言中
“
语调

”
和

“
句未语气词

”
的同

源属性。我们知道,句子成立的韵律条件是语调:无论是单词句还是复杂句,加上语

调才是句子。语调多种多样,我们熟悉的有 :

(17)a,陈述语气:他知道。

b疑问语气:他知道吗?

c怀疑语气:他知道?

句末语调下降

句末语调上升 (He is a student?)

句末语调上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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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末语调下降

T

主

e.警示语气:你再哭,我走了啊。/句 末语气调曲折上下

北京话的警示语气词
“
啊

”
有自己独特的语调。英文没有句未语气词,但是有类

似的语调,如 :

(18)fDon’ tc%orI am1eavhg)

lDo出吗Im△洫g)/

-ome1血 s Kubler by Personal Colmnmication

无论哪种语言的语调 ,其句法结构都是这样的 :

(19)

·⋯V· ⋯
⑦ (———语调

核心重音

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出,语调和重音分属不同的系统,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调阈。
①

尽管如此 ,重音仍然是语调表现语气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重音和语调一般认为是

通过
“
音高、音强、音长

”
这三种基本语音手段来实现的,但因语言自身音系的机制

不同而有所偏重。汊语的重音主要靠音长 (停延也是时长的一种 ),语调主要靠音高

◎如上文 (1)所示,不同的旬法层级有不同的重音规则。由此可以直接  的结果是不同的旬法层级也

可构成不同的调阈:DP里面有词调 (声调 )、 P里面有语法调 (词缀为功能成分 )、 CP里面是语调。事

实上,藏语里面的调阈分布正是如此,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区别词汇意义的叫字调,区别语法意义的叫

词调,出现在旬子耒-节奏单位的重读音节上区别整个甸子语气意义的,叫语调 (还有分歧,参见瞿霭

堂,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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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19” )。 语调最复杂,它和重音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语调也是理解汉语重音的

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劲松 (19呢 )、 沈炯 (19”
)、 曹文 (⒛09)等的研究,北京话表

达语气的韵律手段主要是
“
音高

”
和

“
音长

”
,前者表现为语调,后者表现为重音。

因此语气语调和语气重音在上面的三种基本语音手段上,彼此交织,相互作用。不仅

如此,它们在实现的时候还要和语言中的小波浪 (字调、词汇和逻辑重音 )相互作

用。就是说,大波浪 (语调 )和小波浪之间此起彼伏的机制、运作和结果,构成了解

汊语 (尤其是北京话 )重音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上面说过,最近 CP韵律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突破:语调和句末语气词实际

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我在 ⒛15年的文章里把这种对应属性定义为:①

CPˉProsody句标短语韵律:语调〓句末语气词 (冯 胜利,⒛ 15a)

语言的音高特征要么主要实现为声调,要么主要实现为语调;因此,在 复杂声调

系统的语言中,语调则趋变为句末语气词。
②

因为
“
语调

”
与

“
声调

”
都是 仙屺amental佥 equency,i,e,,FO,当 语调受到语

言其他系统使用的 F0的影响后,就会趋变于旬末语气词。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

一点 :

(20)oh,man!人啊 !

oh,God天啊 !

英文感叹可以说 :“ oh,man!” 汉语不能说 :“哎,人 !” 为表达这种语气 ,汉语的

语调要用
“
啊

”
来协助,说成

“
哎,人啊 (=人呐 )”

——汉语的语气词就是语调的

“
音段化

”(参见Ⅱ,⒛ 00)。 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语有声调 (当 然有人持反对意见 ,

°以前有关语调和旬耒语气词的研究也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赵元任 (19” )及冯胜利

(2015a)中的引文,但没有指出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际是一个现象的不同变体 (亦即:旬耒语气词是

语调的变体),当然也没有从语音基频的角度认识其本质属性,更没有严格的定义 (见下条注解 )。 正因

为如此,以往的研究只是观察和归纳而没有理论和推演,以及证明和证伪。
°为避免误解和歧义,这里给出英文的定义:The Fmdamcntal Frcqucncy FO【 pitc0。 us。de血or for

toncnlIc or lntOIlahO【 lemto puIposc and tbus w跏 a ioh tonal systcm,thc Inton耐 oneme雨 Ⅱ bc altcmated mto

scIltenjal final pamo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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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语言学论丛》⒛16年第 2辑 )。 事实上,下面这个例证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首先,林培瑞发现 (冯胜利,⒛ I5a):

(21)The wOrd GooD in“ I’Ⅲ good’
’
is pronounced in“ frst tone phs second tone’

’
,

thcy rnean‘
‘
yes” 。When‘

‘good” is pronounccd in o〃 o fourth tones,it rncans“ no” .

一 血 ,Persona1Com俪 cation

就是说 :

(22)Good'厂  =好 哇! (表 示接受 )

Good`、
  =我好三° (表示拒绝 )

不难看出英文的
“
语调

”
在汉语里是由

“
句未语气词

”
来完成的。如果是这样 ,

“
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也没有语气词

”(如西周文献 《尚书 ·西伯戡黎》中的
“
我生不

有命在天?” 到了汊代文献 《史记 ·殷本纪》中就说成了
“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
汉语方言中声调越多句耒语气词就越多

”
、
“
人类语言有声调的语言不存在没有句未

语气词
”
等一系列表面毫不相干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均是这里假设的必然结果且信

而有征。

不仅如此,如果 (句末 )语气词和语调是一张纸的两个面,那么汉语句子的韵律

结构就当呈现出不同类型的重音和不同语调之间的交错与重叠。譬如 :

(⒛ )他没来。   (陈 述语调、核心重音 )

他没来?   (疑 问语调 )

他没来。   (对 比重音,不是别人 )

他没来?   (对 比重音+疑问语调 )

Chao(1933)谈到字调和语调的冲突时说 :

(以 )(你说 )这个坏?这个好!这里的第一个分句也用上升的语调,第 二个分句用

下降的语调,但是降和升不是叠加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而是加在后面,加

在低调读完以后,如 :这个坏J?这 个好a!这样我们看到有两种叠加现

象,一类是并合叠加,一类是后续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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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 you say,this。 bad?⒒ o Θecidedly,good这 个坏?这个好 !IⅢ s nrst dause

wⅡ l a1so have a osing in】 《冫nauon and the second a falⅡ ng intonation in C11i上 1ese,but

thc fall and Hse wⅡ l not be added shnultancOusly to伍 c last sy11ab1es,but w111be

johed on successively aner伍 e wordˉ tones are∞ mp1eted,thus:这 个坏J?这

个好a!Thus we see there are at⒗ ast柳 o types of ton缸 amiu。 ns,“mu⒒aneous

a山Ⅱ伍on alld sucGes“ ve幽弘Ⅱuon,· ¨̈
<Chao, 1933∶ 24)

这里是字调上的语调叠加。事实上,复杂的情况还包括如赵元任 (19” )所说的

字调和重音的关系 :

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因为特别说重的字,音高的上下极很

会伸长,特别轻的时候会缩小。用图画的言语说,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

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

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的变度就小了。

这里说的是强调重音和字调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 ,强调重音的实现是
“
音高的

上下极的伸长与缩小

`所
谓

“
上下拉

”
),核心重音的实现是

“
音长的延伸与缩短

”
,

字调本身的实现也靠音的高低和长短,于是语调的实现要在几层中 /小波浪之上才能

进行,如下图所示 (间隔线表示语调、/o表示焦点重音、-表示核心重音、箭头表

示字调、x代表字 ):

(25)汉语音调四重波浪图:

语调重音 ‘̈¨ .̈· ······
···

` (一
个句子有一个语调 )

焦点重音 /o       (一 个句子有一个焦点重音 )

核心重音      -ˉ   (一个句子有一个核心重音 )

声调  亻
=、

汪翔  (一个句子有多个不同字调 )

最底层的是声调 (字调 ),第二层是核心重音 (VP-Prosody),第三层是焦点重音

(IPˉProsody),最 上面的才是语调。曹文 (⒛凹 )说 :

通常情况下,汉语语调需要
“
照顾

”
字调,字调虽受语调的影响,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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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声调的区别性;比如
“
我姓叶,你姓王。【赵元任,1929),比如

“
去

重庆 ?去重庆。【林茂灿,⒛“ ),等等。这种情况较为常见,研究者们也提

得较多 (KratochviI,1968:35丬 7;吴 宗济,19拟 ;沈炯,1985;Gar(血 g,

1987;胡 明扬,19钾 :15午155,曹 剑芬,⒛02;林茂灿,⒛06)。 然而有

时候 ,在语调的大浪下,字调的小浪也会被完全吞没,失去
“
自我

”
;比如

“
好 (耗 )家货 !”(赵元任 ,19⒛ ),比如

“
向右看齐 !”(路继伦 ,⒛“ ),等等。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一些感叹句、命令句中。

这仅仅是两层波浪之间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理论告诉我们,汉语的音调实际是在

大、中、小四层波浪中实现和运作的 (既有相对独立,也有交叉、覆盖和叠加 )。 当

然把这四层波浪全部综合起来做统一的考虑,这还是第一次。请看下面的例子 :

(“ )a,问 : 怎么回事? (疑 问语调 )

b.答 :张三打碎了一个杯子。(核 心重音 )

c问 : 张三打碎了一个杯子? (疑问语调 )

d.答 :不是,张三打碎了两个杯子。(更正性强调重音 )

c。 问答:什么?旦个杯子? (反诘语调 )三个诶 !(更正性前调重音+语调 )

我们知道,通常一个句子一个核心重音,一个句子一个强调重音,一个句子一个

语调。问题是:一种重音出现的时候,其他类型的重音或语调还存在与否,受不受影

响?如果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如果受影响,受多大程度的影响。显然,上面不

同类型的重音和语调在多大程度上受字调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

在
“
语气词是语调变体 (hton洫 oFsFP)” 这一结论下所促发出来的最前沿的韵律语

法的问题 (冯胜利,20I3b、 2015a)。

二、语体语法和
“
形式一功能对应律

”

语体语法也是一个新兴学科。从语体的机制和体系的提出 (冯胜利,⒛10a),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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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的古今语体一概三分的论证,至今仅有五六年的时间。下面先介绍语体语

法的理论体系,然后比较韵律语法,看它们之间的相关的机制与原理。

21 语体机制的原理

首先,语体是根据人们交际的基本属性来定义的,它是一种语言的功能,是人们

用语言来确定和调节在场
“
说 /听者

”
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功能。语言的功能多种多

样,只有确定和调节发话和听话者之间关系的那种语言的功能 ,才是我们这里说的语

言的语体功能。说话和谈话者之间的关系也多种多样;语体的调距功能所侧重的只是

语言调节说者和听者之间高低远近
“
距离

”
的功能。这里的交际距离如果从人类社会

活动的角度看,就表现为
“
正式与非正式

”“
庄典与通俗

”
两大对立的范畴 (冯胜利 ,

⒛10a)。 决定交际时距离的高下、远近 ,或者说决定交际时关系是正式还是随意,是

庄重典雅还是通俗随便,要看以下四点基本要素的具体情况,亦即:谈话内容、场

合、对象、态度。这样看来 ,语言就其本性而言,自 身就具有交际上的
“
体

”
的功

能。那么,“体
”
怎么会成为

“
法

”
的呢?换言之,语体是修辞还是语法呢?这个问

题搞不清楚,语体理论就建立不起来。事实上,正是语体语法的理论思考 ,才帮助我

们发现了下面的现象 :

(” )a,衤 昨天他写和唱了一首歌。

b,昨天他创作和演唱了一首歌曲。

“
写

”
和

“
唱

”
并列成句,在汉语的旬法上是非法的;然而意义相近的

“
创作

”

和
“
演唱

”
则可并列成句而不违法。没有语体语法以前,人们很少注意这种合法度

的对立。然而,它们的存在不但证明了语体的语法属性,而且还揭示了更多的同类

现象。

我们知道,(29a)是非正式的口语说法,而 (”b)贝刂是正式场合的正式体。这

里最令人关注的是: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
“
语体语法

”
说的就是

“
和语体对应的语

法格式
”
。换言之,不同的语体使用不同的语法。①

反之亦然,不同的语法或结构具

。这当然不是说  混合体,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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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语体性质和功能——这是人类语言的属性之一。

就 (刀 )中的例子而言,上面正反两个命题都是必然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单

音节动词组成的 lVaⅥ 不合法,而双音节动词组成的 Ⅲ &W]就合法的事实。显

然,如果双音节动词的组合不是口语而是正式体的表达,那么单双二者彼此语法的不

同,便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如此看来,语体功能和语法结构必然具有某种对应性 ,

否则结构和功能就成了任意的组合而没有规律而言。倘若没有对应的规律,不仅上面
“
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

”
的命题不能成立,而且语体研究也因之而成了偶然现象的分

类,不可能成为语体之
“
学

”
。原因很简单,没有必然规律的现象不能成

“
学

”
。如此

而言,语体语法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形式和功能的对应律。形式和功能之间有必然的规

律可言吗?这是语体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2,2 形式与功能的自然属性

乔姆斯基说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先天生理决定的,因此形式句法的组织方式和原

理是人的大脑生物结构的反应,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形式的功能呢?功能也具有生理

或生物的先天性吗?先看下面一组事实 :

(28)噼里啪啦、吊儿郎当卩124]式 轻重格 =随便的风格

尼加拉瓜、郑重其事 [1324]式 轻重格 =正式的语体

卩12zIl式 的节律上下落差很大,我们叫作
“
悬差律【冯胜利,⒛ 10b)。 这种悬差

律绝不适用于正式场合。而 Ⅱ夕钊是古典成语的四字格节律,一般不在俗常口语里使

用。换言之,悬差律有其特定的口语功能,而四字格也有其固有的庄典本性。于是我

们不禁会问:难道形式的功能也有先天的
“
本性

”
吗?这首先要看是什么功能。形式

的功能可以多种多样,而这里我们所说的
“
功能

”
指的是形式的

“
语体功能

”
。什么

是语体功能呢?语体功能是指人们在说话时,根据交际对象、场合、内容以及听说者

态度所选取的、决定交际关系 (亲疏、远近或 [± 正式 ]/[± 庄典 ])的语言形式的表

意能力。

为什么
“
对象、场合、内容、态度

”
这四要素决定着语言形式的选择呢?拉波夫

43



甲子学者治学谈  上编  论文

在⒛12年 5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联合召开的
“
拉波夫、王士元对话会

”

上,阐释人的社会本能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

我想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我们称作社会智能的交际动物。我们 (人类 )

所承传下来的是和 (动 物所有的 )物体智力相当不同的社会智能,它是语

言用为概念计算的基础。语言是为我们生物遗传上多种不同取向的基因服

务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是交际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后天的,而是人类基因的

遗传。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定义非常复杂,但是其基本、必要的组成要素是
“
交际

”
。

交际的基本行为就是要确定和调节彼此的关系 (所谓远近高低 )。 人类调节彼此的关

系要用语言,因此,什么样的关系 (亲近、疏远、高贵、低下 )选用什么样的言语方

式和形式 (声音形式、词汇形式、语法形式等 )。 于是 ,“对象、场合、内容、态度
”

这些构成关系的交际要素,就成了决定不同语言形式选择的基本参数。拉波夫说:人

的社会智能 (socm inte11igence)源 于人类的生理基因。因此,从社会基因的角度上

说,交际关系的调节是人类社会本能的反应。

如果乔姆斯基和拉波夫的理论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将不同的语法

体系概括为如下的关系 :

(29)    人

⌒
个体性ˉ 群体性

碘
 
 赋
 
 僻

r
︱

︱
<
︱

︱

辶

上图所表达的是:如果
“
语法

”
指的是

“
说话的法则【包括语音、韵律、构

词、造句、语用和语体等),那么语法的
“
个体性

”
指的就是语法的生物结构性,而

佴



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其
“
群体性

”
则是语言社会性所赖以存在的基因和条件。前者是形式语法和韵律语法

的属性 (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之中 ),后者是语体语法的本质 (离开他人,则无法存

在 )。 换言之,形式句法和韵律句法是建立在人的大脑生物结构之上的产物,而语体

语法则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基因的结果。句法是人类生物本能的表现,交际关系的调

节是人类社会本能的表现。如果关系的调节 (社会本能 )需要以语言的形式 (语法本`

能 )为工具的话,那么形式本身与关系属性 (远近亲疏 )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必然

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上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
“
人类语言声音和意义

的结合是任意的 (伍e reI甜 orlshⅡ be柳een somds and mean血gs o arb打 ary)” 。这不足

为奇:中文叫
“
天

”
,英文叫

“
sky” ——不是偶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语言里同一

个东西叫不同的名字。
“
音义偶然 (或荀子的

‘
约定俗成

’
)” ,颠扑不破。

然而,语言中的很多形式和它们的功能,如上文所见和下文所示,彼此之间的

关系并不都是偶然的。换言之 ,“音一义
”
虽偶然 ,“形一能

”
有必然——形式和功能

之间确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语言的
“
形式和功能

”
都有必然联

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
“
任意

”
的音义结合论的笼罩之下,如果我们

能够发现哪怕十分有限的必然无疑的
“
形式一功能对应律

”
,刀阝就不只突破了索绪尔

“
音义偶然

”
的樊篱而进入另一个人类认知的世界,而且也可因此开辟一大块可供耕

种的
“
禁地

”
。问题是

“
形式一功能对应

”
这一命题是否真的是一块可耕之

“
地【真

的命题 )。 真否可以从两方面来检验 :一是做化学实验——化验该地的土壤成分 (用

语言理论来检测 ),二是做生态考察——调查该地的生命现象 (做语言实例的调查 )。

后一点当然比前一点更能说问题。请看 :

(30)声音:发声细高 = 亲昵

发声低粗 = 悲痛

节律:悬差律  = 轻快

齐整律  = 典正

这是从声音的属性和结构上 (元音、声调 )来看它们
“
表意

”
或

“
象征

”
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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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然,这里不但有对应性,而且其对应性 (发声细高对应亲昵、悬差律对应轻

快 )是人类所共有的。譬如,悬差律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不能用在庄典、正式的场

合。英文的打油诗 (隘葫ck)就是其例 :

(31)a,Ws|wws Wws W      Therc Was/a young1a/dy ofNVgcr

b Ws|-s|Ws|W     Ⅵ′妯 smiled/as she rode/on a吨 er

c,  -s|-s|     they re伽ed/Ⅱom the Ⅱde

d   -s-s|     Wi伍 thC1〃dy雨de

e-s|wWs卜 唧 sW    (A⑾ 伍e湔 1e/on伍e face/of伍 e吨 er,

这种 /-√ (轻轻重 )型节律固有一种内在的诙谐意味,正如 La刂ence Pemne

(1%3:200)所说:叩阝些轻快诱人的节奏及其强调性韵脚,使得它只用于幽默和逗

笑的场合·⋯ 而̈不适用于表达严肃的内容。
”①日文也是如此。松浦友久 (199s:” )

说 :【 五七五 )这种不稳定的矛盾的节奏感,作为节奏本身,通常容易产生一种滑稽

味道、谐谑味道。
”
譬如 :

(32)腰酸腿亦麻

他方客舍暂为家

正好看藤花 ([日 ]松尾芭蕉 )

回过头来看汉语,我们也发现如下范例 :

(33)a。 看报 >读报 )阅读书报 >书报阅读 >书报的阅读

b,装电脑 修电脑  艹电脑装 衤电脑修 +电 脑的装 艹电脑的修

装电脑 修理电脑 汴脑组装 +脑修理 扌脑的组装 +脑的修理

汶里的对立不只是句法合法化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口语和正式的对立。首先,这

里单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口语性,双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正式性。这是汉语

°
原文是:Thc血 enck fonn is used excluslVely for humorous and】 onscⅡ se Verse,for Whch,雨 th△ s swlR

oalchy metcr,△s sho⒒ 1inos and cmphatio-es,△ is pan1。 darly su止 able⋯ The1imoick fonll灬 apparently

haPpropiate fortbe sericlus teatment of s甜 ous mate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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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单双上的
“
形式一功能对应律

”
。不仅是动词本身,动词的组配也体现出形式一

功能的对应性。请看 :

(")a,[V lIP]     讲故事     =具 体性 动宾行动

凹 W]    故事讲述    =概 括性 动宾行为

NP的 W]   故事的讲述   =牡 象性 动作事件

bv     VV    [· ··的 γ̌1

动作  ) 行为  >  概念

act     ac吨      acuon

这里单音节动词的动宾结构具有具体性、事态性和非抽象性,双音节动词组配

岣动宾倒置则具有概括性、非事态性。倒置 [宾的动 ]结构则更进一步,具有明显的

拙象性。三者对比,前者是
“
动作

”
,中 间是

“
行为

”
,最后则是

“
概念

”
。由此可见 ,

形式和功能确实相互联系而非任意。

23 语体的
“
俗、典、正

”
与 《诗经》的

“
风、雅、lAl,m’

语体语法的研究在上述
“
形式功能对应律

”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语体研究一直没

有引起注意的两大范畴的对立 :正式与庄典。这两大范畴的对立是语体语法理论的最

大特征,它的提出不仅具有共时研究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时研究的意义。①

首先 ,“正式
”
这个范畴,古人已然有过明确的阐释。

“
正式

”
语体中,官方语体

是其典型代表。《论语》有言曰 :

(35)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

根据我们对古代语体的分析,雅言是古代语体的体制,是当时社会文化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其语言礼教的一个制度和需要。《大戴礼记 ·保傅篇》论之极详 :

(36)天子宴瞻其学,左右之习反其师,答远方诸侯,不知文雅之辞,应群臣左右 ,

不知已诺之正,简 闻小诵,不传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号呼歌

°
有关语体语法的历时意义,参见殷晓杰 (z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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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声 音不中律。宴乐雅诵,送乐序;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

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不难看出,古代的
“
语体

”
不仅是语言的客观存在 ,同时也是官方培切际口教育的

结果。

古人的
“
语言礼教

”
除了

“
尊敬

”“
严肃

”
的正式体以外,还有孔夫子所谓的

“
敬

鬼神而远之
”
的

“
敬远体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
庄典体

”
。请看 :

(37)不 袁 (远 )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共 (恭 ),不 共 (恭 )不

礼。(马 王堆帛书 《五行》经文第十二章 )

以其外心与人交,袁 (远 )也。袁 (远 )而 [庄 ]之 ,敬也。敬而不解 (懈 ),

严也。严而威之,奠 (尊 )也。奠 (尊 )而 不蹁 (骄 ),共 (恭 )也 ;共 (恭 )

而博 交 ,礼也 。【说 】
⋯ ⋯

[严 而威 之 ,尊也 ,既严 ]之 ,有 (叉 )从而畏 J忌之 ,

则无间夫闲何繇 (左下从盲)(由 )至乎才 (哉 ),是必尊矣。(马 王堆帛书 《五行》经

文第十六章 )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在语体的庄典分类上有同样的记载。譬如 :

(38)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诗·周颂·清庙》)

敬迓天威,嗣 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

敬忌天威。(《 月书·顾命》)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诗·大雅·桑柔》)

小心畏忌,不惰其身。(《 仪礼·士虞礼》)

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耀杀戮。(《 左传·昭公二十五》)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 庄子·天运》)

这里敬忌天威的态度和语言,是典型的敬畏体,它不仅
“
始于惧

”
,重要的是

“
惧故崇

”——崇敬出于敬惧的心理条件。

有了古代文献记录的见证,语体语法的三维分体论一一俗、正、典=风、雅、颂

就可以得到史证而泰山不移。用图形表示,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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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庄典 (古代词语 )

随便   俗常
(俚语    白话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语体语法

具体言之,即 :

正式 (现代汉语 )

书面 )

“
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

”
的系统。

(⑾ )a.二元对立:正式-非正式、俗常0庄典

b,三维分体:正式 fomal、 非正式“foma1、 庄典 dcv时ed

c四度定位:对象、场合、内容、态度

对任何一个表达来说,都可以根据上面不同的因素找到自己的语体位置 :

(41)        日常   正式    庄典

a对象 (人 )  妈妈  国家领导   神、祖

b.场合 (地 )  厨房  人大会堂  庙堂、国典

c,内 容 (事 )  家常  政治法律  祈福、弭灾

d。 态度 (意 )  亲密   严肃    敬畏

在这个系统里,我们尽可研究不同等级、不同程度的典型体、中介体甚至跨界语

体的不同语体组配出来文体和文类。

(42)社会属性 派生语体    定位四要素
(-对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4正俗体 <ˉ 对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5典常体 -对 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6典正体 -对 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对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对象 /内 容 /场所 /态度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上述初始体 (单体 /典型体 )和派生体 (混合体 )各种类别的

不同,以此展示该系统的具体表现 (冯胜利,⒛ 12)。

交际本能

∷

冫

¨̈̈̈̈ :
i
 

体

际

 
远

近

 
 

高

低

交

'
f
ˉ

ˉ
κ
︱
︱

k

49



甲子学者治学谈  上编  论文

(躬 )a,单体俗常体 只用于口语而不用于其他语体的形式,如 :

儿化词   理儿=道理、事儿=事情、今儿=今天 /今 日⋯ ¨

轻声词   盘儿=盘子、勺儿 =勺子⋯⋯

句型    [V/A什 么V/A]:美什么美、想什么想⋯⋯

b。 单体正式体只用于正式体,如 :进行 /加 以+双音节动词⋯⋯·

c。 单体庄典体只用于庄典体,如 :之、所、其、者、何⋯⋯

d,正俗双兼体 (混合体 )口 语、正式兼用者,如 :思想、文明、政治⋯⋯

e,典常双兼体 (混合体 )口 语、庄典兼用者,如 :[庄 ]婉拒、拒之门外,[口 ]

被那个公司拒了⋯⋯

f典正双兼体 (混合体 )庄典、正式兼用者,如 :我校、该校、今日、明日、

及
······

g,庄正口三通体 (混合体 )三体通用的形式者,如 :国 家、民主、自由⋯⋯

语体语法理论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形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接口,它让我

们看到形式里面有功能,功能的底层是形式。其结果,和乔姆斯基的假设有所不同 ,

在这个理论里个体的人赋有语言的生理机能,群体的人也赋有群体语言的生理机能。

人类语言的机能不仅有形式而且其功能有的跟形式长在一起,分不开。换言之,个体

性语言机能在形式,群体语言机能就是该形式的功能。就像形式原则 (p血cues)的

有限性一样 ,形式和功能捆绑一起原形和原理也不是任意的。理论语言学的任务不仅

要确定形式原则的数量和边界,同时也要寻找和定义
“
形式功能

”
的数量和界域。

①

三、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共同性

如上所示,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两个新兴领域为我们认识人类语言提供了新的理

。李宇明先生曾对作者说:“语体语法对传统语法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书面语是后天习得的,而且不同的

社会有不同的情况:当代中国没有庄典体,五四以后消灭了,今天我们没有神灵了。现在汊语慢慢阪复

了语体。
”
这无疑是对语体语法的重要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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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视角和领域。探索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总结如何构建理论的经

验。二者有无共同之处呢?下面是我初步的总结。

首先,二者都注重从发掘元始
①
现象的基本原理开始。就韵律语法的体系而言 ,

自然音步的发现和定义奠定了整个韵律语法理论的元始基础;就语体语法的体系而

言,交际距离的揭示和定义奠定了整个语体理论的元始基础。

其次,二者都注重充分归纳和穷极推演。就自然音步而言,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

确定汉语的节律,更重要的是从它可以推演出
“
蜕化音步

”“
标准音步

”
和

“
大音步

”

的定理 (如 “
单音不成步 [单音节不能组成标准音步 ]”

“
三音节必然合成一个大音

步
”

)。 就
“
交际距离

”
而言,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确定语体的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

从它可以推演出
“
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

”
的必然结果。

最后,二者都注重理论的可操作性和证伪性。譬如,就韵律语法的原理而言,如

果施之于构词,如果历史上的三音节合成词先于双音节而出现,整个理论就会坍塌 ;

施之于句法,如果VP里面没有单双音节对立的动宾合法性,那么⒍NsR就不复存在 ;

如果施之于诗歌制造,如果不是
“
没有三音节合成词就没有五言诗体

”
,刀阝么自然音

步的存在就成了问题。不仅如此,就语体语法的原理而言,施之于白话文运动,如果

没有新兴正式体的出现,那么二元对立的语体定律就会坍塌;施之于港台两地的语体

语法,如果港台的正式体比大陆更成熟,那么语体三分的机制就会受到挑战;施之于

英法语言,如果没有正式和非正式词语的语法对立,语体语法是语法而非修辞的理论

就要重建。②凡此种种,都是理论建构中原理的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的必须,也都是

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共同之点。

显而易见,无论
“
韵律语法

”
还是

“
语体语法

”
,尽管其研究对象有所不同 (前

°这里的
“
元始"意为

“
最小、最基本的单元

”
。读者不要和

Ⅱ
原始κ=最开始)的概念相混同。换言之 ,

元始是分析眭的概念,原始是历史性的概念,二者需从理论和概念上区分开来。
°

冯胜利 (⒛ 14、 ⒛15b)给出的例子是 :

a John givcthem a pamtng 注 ●Jobn donatcd山 e【nusemla pamthg

b Bi11told them tbe story  b’ 广Bill reportcd thcm Jle sto乎

o sueb讧 lt us the htluse     o’  △sue oons0ucted us tLe Ilollse

为什么 dahve m1c在 Native/Lahn扯 e上有合法与否的区别呢?结论是:不同的语体使用着不同的语法
(sty1ishc Registcr Grammar,参见 Fcng aIld Vlban,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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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长短、轻重等韵律规则制约的句法;后者是正俗、雅典等语体规则控制的句

法 ),但如上所示,其机制与原理均有相关甚至相同者。要言之,体系的
“
派生性

(derivabi1灯 )” 与现象的
“
发现力 (ds∞ verabi1灯 )” ,既可以看作两种语法体系的共

同点,又可看作
“
体系

”
所以成

“
体

”
有

“
系

”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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