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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前 人研究的基 础上以多 项定语的语 序进行详 细考察 ,为了操作 方便 ,借 鉴《现 代汉语 语法讲

话》一书所提出的各种名词修饰语的先后次序 ,以《毛泽东著作选读》为语料 ,以抽样调查为数据统计分析的方
法 ,在格式描写的基础上从说明倾向性角度作总结性观察: ( 1)总结了各个成分在多项定语线性序列中出现时
的 优势位 置 ,说明 成分和位 置的关系不 全是一一对 应的。 ( 2)总 结了优势 搭配格式 ,证明常 见搭配格 式符合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模式。( 3)总结了成分之间组合时的优势排列格式 ,修正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一部
分 说法 ,提出 了一个多项定语语 序模式 (“〈”表示“先于” ): 时间 词语〈处所 词语〈主谓结 构〈领属性 词语

动词

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非领属性名词性词语〈不带“的 ”的名 词性词语 ;指示词 和数量词可 以出现在 非领属性
名词性词语之前的任一位置。
〔关键词〕多项定语 ;语序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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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研究 对象及语料选择
本 文考察 的语 言项目 为现 代汉 语多项 定语 ,重 点在

于多项定语的次序。
语的 出现频 率表 现为书 面语 大于口 语 ,政论 文体大 于叙
述文体。 为了集中采选语料 ,我们以毛泽东著作语言为考
察对象。
现 代汉语 多项 定语当 然是 现代 汉语的 一部 分 ,但是
何谓现 代汉语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 问题。 现代汉语 中既有
方言与普 通话的对立 ,也有口 语和书面语 的对立 ,时间坐
标贯穿 其中。 面对这些 复杂因素 ,我们仅 把握住一点 ,就
是以规范语料为研究对象。 首先 ,规范语料一定是普通话
语料。 普通话能成为民族共同语不是 人为规定的 ,而是历
史选 择的结 果 ,研究普 通话 语料也 就是 最大 限度地 揭示
了汉语 事实 ;其 次 ,规范 语料同时 也应是书面 语料。 书面
语 料记载 的语 言稳定 性强 ,流 传广 ,大多 经过加 工 ,符合
规范标准 ,研究书面语料可以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 毛
泽 东的著 作大 多为政 论文 体文章 ,论 证严 密 ,逻 辑性 强 ,
最 能体 现多 项定 语 这种 语言 现 象的 有 序性 及其 内 部理
据。 所以 ,毛泽东著 作语言完 全符合以上 条件 ,而 对于其
内部的差 异 ,由于我 们不是做 专题的纯粹 语料的考察 ,也
就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不做探讨。
理论 准备

⒇ 〔收稿日期〕 1999

2. 1 多项定语的项
多 项定语 是包 含多项 式的 语言 成分的 组合 ,多 项式
作为数学 概念是精确的 ,借用 在语言学上 带有模糊 性 ,何
为一项尚无一个准确的概念。

语料的 采选是保证 语法研究 科学性的前 提。 多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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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的确定向来 是语言研究 中的难题。 多 项定语是
句法结构 中的一部分 ,充当句 法结构成分 的既可以 是词 ,
也可以 是短语。 词的定义 是最小的能 自由活动 的意义单
位 ,自然也是多 项定语的基 本单位。 对短 语如何处 理呢?
朱 德熙先 生的一 段话 可资借 鉴 ,朱先 生说: “粘合式 偏正
结构 的功能 相当 于一个 单一 的名词 ,凡 是单 个的名 词能
出 现的地 方它 也能出 现。”这 就像数 学上 的合并 同类 项 ,
用功 能贯通 大小 不同的 单位 ,凡是 和某 类词 功能相 同的
短语可作为词的等价物 ,看作一个词项。 功能的比较也可
以扩 大到短 语之 间 ,功 能相 同的短 语可 以归 并到地 位较
重要的短语类下。
这 样的归 类可 从认知 心理 学得 到解释 ,认 知心 理学
的研究表 明 ,人脑记 忆机制分 为短时记忆 和长时记 忆 ,其
中 和语言运用 ( per for mance)相关的 主要是短时记忆。 短
时记忆一 般只能记住 7± 2个 项目 ,因 为在短时 记忆过程
中人 脑的记 忆只 能维持 一定 的信息 量 ,一个 语言结 构的
长度应大 致在七项左右 ,超过 这个数目 ,人脑就 会通过一
些加工手段 将其 缩减 到七 项 左右 ,陆丙 甫 ( 1986)把 这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年第 2期

90

加 工手段 总结为 “同 步组块 过程 ” ,以此 说明 人脑理 解和

叠的 两种切 分走 向 ,层 次构 造为左 向的 是递 加式多 项定

加工语句的心理过程。组块理论仍以 IC法 ① 为基础 ,因为

语 ,如:

它仍 建立在 通过 切分得 到的 成分的 组合 之上 ,不过 严格

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 党的任务

的 IC 法是二分法 ,组块 分析采取多 分法 ,虽然切分到 词 ,
但不以一个 词 ,而是 用块 ( chunk)来参 加组 合 ,这样 就减
少了 大脑记 忆的 数目 ,在记 忆总长 度未 改变 的情况 下降
低了记 忆的难度。 但是哪 些组合作为 一块而不是 两块或
半块 ,依然以意义为标准。 组块理论的有限切分减少了单
位的数目 ,序列还是指意义单位的序列。

其中 每一项 都只 修饰其 后的 成分 ,只有 最后 一个定 语才
与中心语有直接的关系。
层次结构为右向的是直接式多项 定语 ,如:

2. 2 多项定语内部结构与意义关系分析

一个中华民族的新国家

2. 2. 1 多项定 语内部意义关系
定 语是修 饰性 成分 ,一般 将定 语的修 饰意 义分 为两
类: 限制性和描写 性 ,这 是朱德熙先 生在 50年代写的 《定
语和 状语》中 ,借鉴赵元 任先生的 说法提出来 的。 由于这

其中 每一项 定语 都直接 修饰 中心语 ,各 项定 语之间 无任

本小 册子是 教学 语法学 习与 研究的 辅助 读物 ,因此 其中

何语义上的联系。

的说 法也就 为以 后的教 学语 法所采 用而 渐渐流 行开 来。

层次构造非左非右 ,则各项之间是并列关系 ,如:

事实上确 定多项定语中项 的意义类别 是一个很复 杂的工

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 线

作 ,朱德熙先生 ( 1982)以举例 的形式简单 列出了八种 ,而
较详 细地描述定语意 义类别的为 刘月华 ( 1984)和 杜厚文
( 1988) ,我们对比了 他们所列 的项目 ,摘出其中相 同的部
分 ,计有: A.领属

C.时 间

B.处所

D.范 围

递加式 多项定语由于 每一项定语 都只修饰 其后的成

E.数量

J.来源

分 ,不存在序列上的 可选择性 ,因此递 加式多项 定语无顺

其中从描写性和限制性角度所做的归纳 如下表:

序可 言。 直接式多项定 语各项既然 都修饰中 心语 ,如 “一

F.质料

H.状 态

G.用途

I.特征

描写 性
刘月华

F

G

杜厚文

H

个 强的帝 国主义 国家” ,为什么 不能 说成“帝 国主义 一个

限 制性
I

J

H

A

B

A

B

C

D

C
E

强的国家”或“强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可见在直接式多

D
F

E
G

项定语中存在各项之间的排列顺序问 题。
I

J

我们再比较他们对于限制性和描写性所 下的定义:
刘月 华
限制性定语的作用在于
限制性

描写性

杜 厚文

并 列式各 项之 间是对 等关 系 ,其标志 就是 各项 之间
的顺序 可随意变换而 不导致意义 改变。 但是有 的并列项
之间的顺 序也由于受一些 其他因素的 制约而表 现为强制
性 ,这种制约的非句法因素大于句法因素。

限制性定语的作用在于对

限制说明中心语所表示
的事物的范围

事物进行分类 , 或限定范围

描写性定语描绘事物

描写性定语的主要作用

的性质和状态等

是描写事物的性质和状态

总 之 ,多 项定 语的 语序严 格说 来指直 接式 多项 定语
而言。

3

多 项定语语序的综合分析

3. 1 预备说明
语序 的描写有动 态和静态两 种方法。 静态 方法是罗

虽然 二人的 定义 基本一 致 ,但是在 具体 的操 作上大 相径

列各种语 序格式 ,动 态方法是 以一种或几 种语序为 主 ,通

庭 ,采用详细的语义 分类的方 法说明语序 还不成熟 ,对于

过格式之间的变化来研究语 序。我们以静态描写为主。根

如何 定义意 义范 畴、定 语和 中心语 的语 义关 系有多 少种

据 前 面 对 项 的 认 识 ,结 合 陆 俭 明 ( 1983) 和 丁 声 树 等

尚无 清楚的 认识 ,因此 我们 不准备 从语 义角 度对定 语进

( 1961)的划 分 ,我们 确定充当 多项定语的 成分有八 类: 领

行详细分析。

属 性词语、处 所词语 /时间 词语、主 谓结 构、动词 性词 语、

2. 2. 2 多项定 语内部结构关系

形容 词性词语、非领属性名词 性词语、不用“的”字直接粘

多 项定 语 内部 结构 关 系就 是 指多 项 定语 的 组合 方

附在中心 语前头的形 容词性 /名词性词语、指示 词和数量

式。 结构关系是和层次分析同步的 ,通过层次分析可以揭

词 ,并且分别用 阿拉伯数字 1～ 8来代表这八 类成分。 在

示多项定语的结构特点。

《现代汉语语法 讲话》中 ,八类成 分的顺序 也是按 1～ 8排

切分的 走向是层次 分析的一 个形式标志。 陆 俭明先
生 ( 1990)在分 析偏正结构 的套叠现象 时提出偏正 结构套

列的。 我们以之为蓝本 ,用这八类成分对多项定语进行描
写 ,并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确定语序模式。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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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采用机 械抽 样调查 方法 ,从 《毛 泽东著 作选 读》

例 ,首位的算术平均数为 141. 57,超过平均数的有 1和 8。

(上、下册 )中以 5页抽 1页 的等距 抽样 方法 选择统 计样

1的数量最多 ,达 321例 ,其次是 8,达 286例。处于第三位

本 ,这样就保证了随机性。

的是 2,有 118例。这三种成分所 充当的都是限制性定语 ,

数 学上将 元素 有序的 集合 叫排 列 ,无 序的 集合 叫组

约占首位 总数的十分之 七 ,它 们的比例高 ,反映 了这样一

合。 多项定语也可以看作一串元素的 集合 ,其中既有排列

种认知倾 向 ,即人们 在谈论事 物时 ,总 是先明确 事物的所

也 有组合 ,例如“ 1(领 属性词语 )”和“ 2(处所词语 /时间词

指。 6与 1同为名词性词语 ,但 6的数量最少 ,可见名词性

语 )”共现时形 成一种 组合 ,两 种排列 ( 12式或 21式 ) ,后

词语不 紧靠中心语时 主要表示领 属关系。 其他 三种成分

面我 们将要 区分 多项定 语的 排列和 组合 ,并 从这一 方面

4、 5、 3的数量均低于平均数 ,这三种成分既 可以充当描写

分析语 序。 下面就以我们 的统计结果 对多项定语 进行多

性定语 ,也可以充当 限制性定 语 ,所以 它们的数 量比只能

侧面的考察。

充当 描写性 定语 的 6多 ,但 又比只 能充 当限 制性定 语的

3. 2 多项定语项数统计

1、 8、 2少。

抽 样所得 直接 式多项 定语 991例 ,项 数分 配情 况如
下表所示:

二、末位。 7是只能居末位的 成分 ,其数量大大超过其
他成分。 7作为粘合式定语与 中心语组合成一个“块” ,添

项数

二项

三项

四项

五项

六项

加 7的多项 定语 仅增加 结构 难度 ,在句 子的 理解上 并未

数量 (例 )

812

160

16

2

1

增加难度 ,导致 7的数量相当 多。 5的数量仅次于 7。 5为

占总量百分比

81. 94

16. 15

1. 61

0. 2

0. 1

形容 词性词语 ,从上 表看 , 5居末位 超过其 在中间 位和首
位 ,形容词性词 语多表示事 物的属性、状态 ,同 7类 似 ,都

二项和三项定 语占总量的 98. 09% ,说 明定语的项数
按短 时记忆 的假 设虽为 7项 左右 ,但在 实际 语段中 很少
能达到这个数目。
多项定 语的项数和 长度并不 是对应的。 根据 我们对
项的规定 ,递加式多 项定语只 能看作一个 单项定语 ,并列
项之 间的组 合有 时也作 为一 项看待 ,所 以长 度与项 数不
能完全对应。 由于多项定语内部组合 的层次性 ,长度不足
以反映 句法组合的特性 。 能反映定语 句法特点的 标志是
组合 的项目 ,哪 几个项 目组 合在一 起及 顺序 是我们 考察
的重点。 为了将这里使用的组合与数 学上的组合相区别 ,
我们改用“搭配”。
一 个多 项 定语 可 以分 为 三 大块: 首 位、中 间 位和 末
位。 首位和 末位仅包括 一项 ,而且必须出 现 ,中间 位可以
包括 一项或几项 ,还可以不出 现 (两 项定语时 ) ,下 表显示
了在我们统计范围内多项定语成分及位 置的情况:

常居末位说明动词性词语表示的意义 比较灵活。 8居末位
的数量略 低于 平均 数 ( 123. 88) ,与首 位的 情况 形成 对照
的是 6和 1,在末位 6的数量超过了 1,考虑到 6的总数较
少 ,更反映出 6比 1具有更强烈的居末位的倾向。
三、中间位。 中间位不像首位和末位具有鲜明的位置
意 义 ,这是 一个不 稳定 的位置。 由 于二 项定 语占很 大比
例 ,中间位的项的 数量相 对较 少。 在这 之中 , 8的数 量最
多 ,其次是 5、 4、 6,这三种成分 的集合呈现描写性的 意义 ,

合计

14

286

991

46

18

61

200

118

151

70

465

106

991

253

274

102

465

453 2182

2

3

4

5

6

首位

321

118

78

97

77

中间位

17

10

10

38

末位

53

22

7

合计

390

150

95

7

3. 3. 1. 2 纵向比较
① 领属性词语 ( 1): 总数 390例 ,其中 首位 321例 ,占
82. 31% ; 末 位 53 例 , 占 13. 59% ; 中 间 位 17 例 , 占 4.
10% 。 领属性词语 的优势位置是首位 ,但是也有 17. 69%
的领属性 词语不在首位 ,与我 们采纳的语 序模式相 违背 ,

8

1

位置

语 ,动词性词语 “一般反 映事物的较 临时的状 态” ,但也经

1、 2、 3的集合居后 ,又以限制性定语为主。

3. 3 成分及出现位置考察

成分

与事物的本质较为接 近 ,故多紧靠 中心语。 4为动词性词

我们看 到 ,除 了规定性的 7以外 ,其他七种成 分均可
出现在任 一位置 ,特别是 1出 现在中间位 和末位 ,说明多

其他成分提前为了传递语用方面的信 息 ,如: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
“一切”、“重要”置于领属性词语之前起到强调的效果。
② 处所 词 语 /时 间 词语 ( 2): 总 数 150 例 ,其 中首 位
118 例 ,占 78. 67% ; 末 位 22 例 ,占 14. 67% ; 中 间 位 10
例 ,占 6. 66% 。 处所词语 /时间词语的优势位置为首 位。
③ 主谓 结构 ( 3): 总 数 95例 ,其中 首位 78例 ,占 82.

项定 语的几 个位 置对于 各种 成分来 说不 全是强 制性 的 ,

11% ; 末位 7例 ,占 7. 37% ;中间位 10例 ,占 10. 52% 。 主

而只表明倾向性。

谓结构的优势位置为首位 ,中间位和末位处于同等地位。

3. 3. 1 成分及 位置说明
3. 3. 1. 1 横向比较
一、首位。 可 以在首 位出现 的有 七种成 分 ,总计 991

④ 动词 性词 语 ( 4): 总数 253例 ,其 中首 位 97例 ,占
38. 34% ; 末 位 118例 ,占 46. 64% ; 中间 位 38 例 ,占 15.
02% 。 动词性词语的优势位置为 末位 ,但是首位的地位也

92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年第 2期

比较重要。

项目之 间的顺序关系。 反 映顺序关系 的搭配仅 限于两个

⑤形容词性词语 ( 5): 总数 274例 ,其中首位 77例 ,占

项目的搭 配 ,如前所 述 ,直 接式多项定 语的项目 之间是平

28. 10% ; 末 位 151例 ,占 55. 11% ; 中间 位 46 例 ,占 16.

等的 关系 ,所有 的语序 变化 都可以 归纳 为两 项之间 的位

79% 。 形容词性词语的优势位置为末位 ,首位不占优势。

置变化 ,如“ 123式”是一 个实 例搭配 ,分 解为 顺序搭 配则

⑥ 非领 属性 名词性 词语 ( 6): 总 数 102例 ,其中 首位

有三种: 12式、 13式和 23式。 当 多项定语为二项时 ,实例

14例 ,占 13. 73% ;末位 70例 ,占 68. 63% ;中 间位 18例 ,

搭配 与顺序 搭配 是重合 的 ; 当多项 定语 为三 项及三 项以

占 17. 64% 。 非领属性名词性词 语的优势位置为末 位 ,中

上时 ,顺序搭配的数目就超过实例搭配。

间位的地位超过首位。
⑦指示 词 和数 量 词 ( 8): 总数 453 例 ,其中 首 位 286

区分实 例搭配与顺序 搭配可以更 准确科学 地说明语
序 , 如统 计“ 12式”的数 量 ,就 应包括 “ 124式”、“ 1267式”

例 ,占 63. 13% ;末位 106例 ,占 23. 40% ;中间位 61例 ,占

等 ,因为这些格 式中也包含 有“ 12”这一搭 配 ,而 仅统计实

13. 47% 。 指示词和数量 词的优势位置为首位。

例 搭配就 会把这 些格 式中的 “ 12”搭 配遗 失 ,从而造 成统

3. 3. 2 小结

计的失 真 ,所以 ,研究 顺序搭配的 意义更加重 要。 下面列

一、在 八种 成分 中 , 7虽 然只 出现 在 末位 ,但 数 量最

出的就是顺序搭配统计表:

多 ,说明 紧靠中 心语充 当构 词成分 的粘 合式 定语的 使用
最频繁。 8的数 量略少于 7,说明指示 词和数量词 的使用

后项
前项

1

2

3

4

5

6

7

8

合计

也很频繁。 其次是 1、 5、 4,领属性词语表示 的领属意义和

1

0

9

1

27

66

22

200

65

390

谓词 性词语 表示 的状态、属 性都是 定语 修饰 意义中 常见

2

21

9

8

24

12

11

48

35

168

的类型 ,以下几种 成分按数 量多少排列 依次是: 2、 6、 3,它

3

10

2

0

11

12

10

42

16

103

们均 处于 平 均数 ( 272. 75)之下 , 3(主 谓 结 构 )为 小句 形

4

16

4

0

11

19

13

76

24

163

式 ,很少再充当其他结构中的成分 ,因此数量最少 。

5

9

3

0

15

6

8

87

7

135

6

2

1

2

5

2

1

26

0

39

8

23

8

11

94

104

43

115

27

425

合计

81

36

22

187

221

108

594

174 1423

二、除了领属性 词语以外 ,其他各 项成分在任 一位置
的出现都属正常 ,没有一种成分以中间位为优势位置。
3. 4 多项定语项目搭配说明
语序“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② ,而所谓语序研
究主要 就是研究多项式 的顺序。 我们 已用数码标 示了多

3. 4. 2 易 位与优势语序

项定语的项目类别和语序 ,这样就非常便于操作。 以往对

3. 4. 2. 1 易位

多项 定语语 序的 研究多 限于 单线条 式的 说明 ,我们 通过

常 规语 序 格式 通过 成 分的 易 位形 成 非常 规 语序 格

大量 的格式 及数 据可以 做多 向的比 较 ,从而 得出一 些倾

式 ,易位是双向 的 ,我 们规定只指 向前的移动 。 八种成分

向性的看法。

中 1和 7不 会发 生易位 ,其 他六种 成分 都有 易位现 象发

O sg oo d将语序分为两种 ,自然语 序和凸显语序。自然

生。

语序指符合时间顺序原则的语序 ③ 。 定语是非论元成分 ,

按易位 数量的多少 ,可以 把六种成分 分为三个 集合 ,

不能 单纯以 时间 顺序来 衡量 多项定 语的 顺序 ,但是 我们

第一个集合是易位 数量最多的集合 ,包括 8和 5。 第二个

采 纳这种二分法。 我们把 《现代 汉语语法讲 话》中 提出的

集合是 4和 2,易位 数量居中。 第三个集合 是易位数量最

多项定语语序叫常规语序 ,与之不符的叫非常规语序。 常

少的集合 ,包括 3和 6。 六种成分易位数量 的具体数值及

规语 序的实 例在 数量上 一定 要占优 势 ,所以 最后我 们经

排列如下:

过考 察要对《现代 汉语语法讲话 》总结 的语序做认 可或修
正。

8( 31)、 5( 27)、 2( 21)、 4( 20)、 3( 12)、 6( 12)
形 成这 种格 局的 原 因每 种 成分 出现 的 绝对 数值 大 小不

3. 4. 1 多项定 语项目搭配表
直 接式 多 项定 语的 特 点是 各 项之 间 不发 生 任何 关

等 ,再与《成分及位置统 计表》比较 ,该 表中的成 分数目排
列也大致是这一格局 (排除 1和 7)。

系 ,如 “ 123式”中 ,“ 1”和 “ 3”的关系 与“ 2”和 “ 3”的关 系是

绝 对数量 只能 反映统 计对 象的 规模 ,为了 揭示 统计

平 等的 ,尽 管“ 1”和“ 3”并不 相邻。 所以 ,观察多项 定语中

对象内部 的程度差别 ,就有必 要计算相对 指标 ,计算方法

项目之间的搭配有两个角度:

是用某成 分发生易位的数 量除以该成 分充当前 项的搭配

一、实例观 察: 一个 格 式 就 是一 种 搭 配 模式 , 如“ 12
式”代表一种搭配 ,“ 124式”又代 表一种搭配 ,也即只描写
多项定语的完整实例。
二、顺序 观察: 在 实例观 察的 基础 上 ,研究 多项 定语

的数量 ,所得数据如下:
2: 12. 50%

3: 11. 65%

4: 12. 27%

5: 20. 00%

6: 30. 77%

8: 7. 29%

依然按照从大到小排列 ,则顺序为: 6、 5、 2、 4、 3、 8。 从这一

苏

岗

多项定语的统计 分析

顺序看出 , 6的易 位比例最高 ,因为 6的可易位置最 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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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属性词 语与 处所词 语 /时 间词 语共 同充 当定 语时

总量又较小 ;同理 , 8的总量较大 ,易 位比例最低。

排列 的先后 不易 明确 ,在有 关的研 究中 出现 了相反 的看

3. 4. 4. 2 搭配

法 , ④ 现在我们 以统计数字为根据 ,认为 2应领先 于 1,这

前 面我们 从成 分的角 度说 明了 语序的 变化 ,下 面再
从搭配角度进一步对各种语序作出分析 和比较。

是语 言表达 中的 一种认 知倾 向 ,即 首先 明确 所谈事 物的
时空范围 ,如例句所示:

一、理论 上的 搭配有 56种 ,但是 有五 种搭 配数 目为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

0,实际出现的搭配有 51种。 所有的搭配总量为 1423例 ,

3 领先 于 1的 倾向 很强烈 ,“ 13式 ”未 出现 实例 搭配

以理 论搭配 56种 为基数 ,则每 种搭配 的平均 数为 25. 41

的例 子 ,领属性 词语较 之于 主谓结 构和 中心 语的关 系更

例 ,超过这一 数目的 搭配有: 14、 15、 17、 18、 27、 28、 37、 47、

加密切 ,如:

57、 67、 84、 85、 86、 87、 88共计 15种 ,占 56种的 26. 79% ,

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 坏

以上 这些搭 配可 以看作 多项 定语项 目搭 配的常 见格 式 ,

“破 坏”可以由 很多原 因造成 ,“战争 带来”只 是外在 因素

其中以 7为后项的格式全部包括在内 ,以 8为前项的格式

一种 ,而“工商业”表 示的意义 更具内涵性 ,所以 离中心语

有五 种 ,这和我 们前 面统计 得出 的 7和 8出 现最多 正相

近一些。

符 , 而且 “ 87式 ”恰又 是 所有 搭配 中 数 量最 多 的 ,达 115

③ 8的 位置按 《现 代汉语语 法讲话 》的 体系应 在 2之

例。这 15种常见格式共 计 1055例 ,占总量的 74. 13% 。值

后 , 6之前 ,事实上除了 “ 68式”未有实例 出现外 ,“ 81式”、

得注 意的是 其中 没有一 种非 常规语 序格 式 ,说明常 规格

“ 82式”都 有例 子 出现 ,只 不过 在 数量 上比 常 规语 序 “ 18

式与常见格式基本吻合。

式”、“ 28式”少。 余下的 三对逆反语序格式 都是常规语序

二、优势语 序有两种 含义。 第一种: 不同语序 格式的

格 式 ,在 4与 8的组 合中 ,“ 48式”占 20. 34% ,“ 84式”占

比较 ,从中得出 优势语序格 式。 第二种: 虽然也是 不同语

79. 66% ;在 5与 8的 组合 中 ,“ 58式”占 6. 34% ,“ 85 式”

序格式 ,但组合相同 ,只是 排列相反的 语序格式之 间的比

占 93. 66% ,这说明谓词 性词语在与指示词 和数量词搭配

较 ,从中得出优势语序格式。 第一种含义的优势语序是广

时一般处于 后面的 位置。 在 3与 8的组 合中 ,“ 38式”占

义的优势语序 ,而第二种则是狭义的。 在 1中我们简单地

59. 26% ,“ 83式”占 40. 74% ,以 8为前项的搭配在数量上

比较 出了第 一种 含义的 优势 语序格 式 ,下面 就探讨 狭义

处于劣势 ,这与我们 在②中提 出的看法相 符合 ,既然在顺

优势语 序格式。 为了称 说方便 ,我们把组 合相同、排列相

序上 3领先于 1, 1又领先于 8,则 3必然也领先于 8。
④ 时间词 语和 处所词 语表 示的 意义不 同 ,这两 种词

反的一 对语序格式叫做 逆反语序 格式。 首先将每 一对逆
反语序格式及其出现例数罗列出来:

语构成的 搭配共有九例 ,其中 ,处所词 语领先时 间词语未

12∶ 9

13∶ 1

14∶ 27

15∶ 66

16∶ 22

18∶ 65

见到实 例 ,时间词 语领先处所词 语有三例 (其他 为时间词

21∶ 21

31∶ 10

41∶ 16

51∶ 9

61∶ 2

81∶ 23

语之间或处所词语之间的搭配 )。 关于处所词语和时间词

23∶ 8

24∶ 24

25∶ 12

26∶ 11

28∶ 35

语的 先后问 题已 有人提 出过 看法 ,就我 们搜 集到的 语料

32∶ 2

42∶ 4

52∶ 3

62∶ 1

82∶ 8

表明 时间词 语在 前是主 要倾 向 ,其 认知 意义 就是在 汉语

34∶ 11

35∶ 12

36∶ 10

38∶ 16

43∶ 0

53∶ 0

63∶ 2

83∶ 11

45∶ 19

46∶ 13

48∶ 24

54∶ 15

64∶ 5

84∶ 94

56∶ 85

58∶ 7

65∶ 2

85∶ 104

中 ,时间的表达先于空间的表达 ⑤ 。

4

多 项定语的语序
在 我们抽 检所 得的实 例中 ,包 含有非 常规 语序 的占

10. 19% ,说明 《现代 汉语语法讲 话》所 设计的语 序格式大
体符合 实际情况。 另 外 ,我们 也通过比 较分析 ,发现 2领

68∶ 0

先于 1、 3领先 于 1、时 间词语 领先于 处所词语 ,以 及指示

86∶ 43

词和 数量词 可以 出现在 领属 性词语 和时 间、处所词 语之
前等语 言事实。 因此 ,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 上 ,综 合我们的

观察这些数据 ,可以看出:
①大部 分常规语序格 式的例数都 多于非常规 语序格
式 ,这些常规语序格式有:

考察所得 ,对多 项定 语的 顺序 作出 如下 描述: (“ < ”表示
“先于” ):
时间词 语 < 处所词语 < 主谓结构 < 领属性 词语 <动

14、 15、 16、 18、 23、 24、 25、 26、 28、 34、 35、 36、 45、 46、 56。

词性词语 < 形容词性词语 < 非领属性 名词性词 语 < 不带

②有两 对逆反语序格 式表现为非 常规语序格 式的例

“的”的名 词性词语 /形容词性 词语 <中心 语 ;指 示词和数

数超 过常规 语序格 式 ,这 两对逆 反语序 格式是 12和 21、
13和 31。

量词可以出现在非领属性名词性词语 之前的任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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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IC 法 , 即 直 接 成 分 分 析 法 ( Immediat e Cons ti tuent

领属性词语 ,在后 来的一篇文章中 又将这一顺序 作了颠倒。

A nal ysi s) 。

见刘月华 ( 1983)和刘月华 ( 1984)。

②

见吴为章 ( 1985)。

③

转引自吴为章 ( 1985) 。

⑤

④

刘 月华在《实用现 代汉语语法》中 的提法是处所 词语领先于

丁声树等 ( 1961) 和刘月华 ( 1984)都 认为处所词语 和时间词
语可以互为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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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 analysis of multi-attributives
SU Gang
( Lib rary of Bei ji ng Lang uages and cult ure U ni versi t y, Beijing, 100083, Chi na)

〔 Abstract〕 The article report s a study of w ord o rder of multi-a tt ri butiv es. The autho r co nducted
case st udy which pert ai ns to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Tzedong , t ook f or ref erence L ect ure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 and drew a conclusio n w hi ch is discussed i n the f ollow ing respects: 1. the multif acto r process of at t ri butiv es sho w s that the sent ence element is not alw ays in confo rmi t y to it s locati on in the sent ence; 2. the co mmo nly used co llocatio ns a re in accorda nce w ith the pa tt erns i ncluded in
Lecture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3. the combi nati on of element a rrang em ent i n o rder of superio rity i s ex plicat ed and as a resul t, some of view s i n The L ecture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 re modif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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