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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企石）粵語的“人 X”結構

劉燕婷

中山大學

提要

東莞（企石）粵語“人 X”結構指的是，“人家”義代詞（“人”）與名詞性成分組成的
非定中結構。本文描寫“人 X”在陳述性句子主語（/話題）位置的基本用法及語義語用
特點，認為“人”帶有明顯的主觀性。“人”既能表達說話人對“X”的主觀性，也能表
達對整個命題的主觀性。

關鍵詞

粵語，“人家”，人稱代詞，主觀性

1. 引言

企石鎮位於東莞市東北部的邊緣地帶，東、北面與惠州市博羅縣隔東江相望。全

鎮通行企石粵語（簡稱“企石話”）。企石話屬廣府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等編  2012: B1–18），但和廣州話還是有一定差異的。比如說，企石話的三身人稱代
詞通過變調來區別單複數：我 [ŋui23]/我 [ŋui55]（我 /我們）、爾 [ji23]/爾 [ji55]（你 /
你們）、佢 [kʰui23]/佢 [kʰui55]（他 /他們），和廣州話用詞尾“哋”的用法不同。再
比如，企石話相當於普通話“了 1”的體助詞是“欸 [e32]”，不同於廣府片普遍使用
的“咗”。另外，本文介紹的“人 X”結構也是企石話有別於廣州話的語法現象之一。

“人家”義代詞在廣州話說“人哋”，和名詞性成分組合有“人哋老王”“人

哋本書”的用法，相當於普通話“人家老王”“人家這（/那）本書”，前者在普通
話研究中一般被視為同位語結構（張伯江、方梅  1996: 163，杜道流  2002，翟穎華 
2005），後者是定中結構。企石話的“人家”義代詞用“人”，“人”與名詞性成分
組合的用法，跟廣州話、普通話都不盡相同，本文著重關注非定中結構部分的用法。“人

X”指的是“人”與名詞性成分組合的非定中結構，但不完全相當於“人家老王”這一
類同位語結構。一方面，“人 X”存在不同於這一類同位語結構的句法表現，例如：

(1) 甲：㖠誰去參過軍來？（誰參過軍？）
 乙：阿陳去參過軍來。（老陳去參過軍。）

 丙：（人）老王。（不，是（人家）老王參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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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啊 [a551]，（人）老王今日請欸假喔 [wɔ21]。（說起來，原來（人家）老王今
天請假了。）

(3) 甲：今日星期幾？（今天星期幾？）
 乙：今日星期二。（今天星期二。）

 丙： a. （人）今日星期一。（（人家）今天星期一。）
  b. （人）星期一，今日啊。（（人家）星期一，今天。）

企石話“人老王”能單獨成句（例（1）），也能用於言談起始句，放在發起談話
的嘆詞“啊 [a551]”之後（例（2））。例（3）中，“人今日”可拆分為“人”“今日”
分居句子首末位。以上三例換作普通話僅有（3a）勉強成立，換作廣州話僅有（1）能
成立。

另一方面，“人 X”還含括了一些不對應於普通話、廣州話的結構，例如“人我 /
爾 /佢”（人家我 /你 /他）、“人今日”（人家今天）等。

本文主要研究東莞（企石）粵語陳述性句子主語（/話題）位置的“人 X”，擬
討論以下問題：1.“人 X”的內部句法結構；2.“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3.“人”的
主觀性。

本文有兩個目的：1.描寫企石話“人 X”的用法，通過方言實例補充粵語“人家”
義代詞相關結構的方言材料，比如“人家”義代詞與三身人稱代詞的組合，在北方方

言並不罕見（張永哲  2015，孫立新  2010，周利芳  2004），但在粵語鮮有報導；2.通
過“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適當討論“人”的主觀性。

文中語料主要來源於筆者身為母語者的內省，亦有部分來源於專題調查及日常對

話，所有用例都經過其他母語者的語感驗證。

2. “人 X”的內部句法結構

首先，“人”必須位於名詞性成分“X”之最外圍，在整個結構的最高位置。例如：

(4) a. 人哩三個佬（/狗）（人家這三個男人 /狗）
 b. *哩人三個佬（/狗）
 c. *哩三人個佬（/狗）
 d. *哩三個人佬（/狗）

其次，“X”通常是指稱的（referential）、有定的（definite），可能是指人或非
指人的名詞性成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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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kui43]）個老大走欸了。（人家（那）個老人走了。）【有定】
(6) 人阿陳話聽日唔來開會。（人家老陳說明天不來開會。）【有定】
(7) 人我係廣東嘅。（人家我是廣東的。）【有定】
(8) （人）只狗都冇追爾，你走咩啊？（（人家）這 /那只狗都沒有追你，你跑

什麼？）【有定】

(9) （人）北京先係中國嘅首都。（（人家）北京才是中國的首都。）【地名】
(10) （人）今日係星期一。（（人家）今天是星期一。）【時間詞】

以上六例“X”都是有定的，前面的“人”都能省略。

“X”一般不能是無定的（indefinite）或非指稱的（nonreferential）。例如：

(11) * 人某個老大走欸了。（人家某個老人走了。）【無定】
(12) * 人狗中意食骨頭。（人家狗喜歡吃骨頭。）【非指稱】

不過，有兩類特殊的“X”須引起注意，一類是“數量名”，另一類是疑問代詞。
先看“X”為“數量名”的情況，“數量名”結構存在無定、非指稱兩種解讀（鄧思
穎  2003）。例如：

(13) *（人）三個老大走欸了。（人家三個老人走了。）【無定】
(14) *人（某）一只狗走過來。（人家（某）一只狗跑過來。）【無定】
(15) （人）一個人有十隻手指。（（人家）一個人有十個手指。）【非指稱】
(16) （人）一分鐘有六十秒。（（人家）一分鐘有六十秒）【非指稱】

“數量名”表無定、指人時，“人 X”成立，如例（13）“人”規定了“人三個
老大”整個短語的有定性，該例中“人”不能省略；“數量名”表無定、非指人時，“人

X”不成立（例（14））。“量名”作非指稱解讀時，不論“X”是否指人，“人 X”

一律成立（例（15）（16））。

再看“X”為疑問代詞的情況，例如：

(17) 爾搵（*人）㖠誰？（你找誰？）
(18) 人㖠誰肯去就㖠誰去。（人家誰肯去就誰去。）
(19) 人㖠誰話唔去開會？（人家誰說不去開會了？）

疑問代詞是無定的，“人”不能用在特殊疑問句中的“㖠誰”之前（例（17））。
除了疑問用法，疑問代詞還有非疑問的用法，如例（18）“㖠誰”表周遍，這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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㖠誰”可以說。例（19）“㖠誰”前加“人”，句子表示“沒有誰說不去開會”的反
問義，如果沒有“人”，句子可能是特殊疑問句，用於提問不去開會的對象。

“人”作為“人家”義人稱代詞，屬於限定詞的一員，在指稱範疇是指稱的。指

稱的“人”為什麼能與非指稱的“數量名”以及疑問代詞（用於特殊疑問的情況除外）

共現？我們猜測，“人”可能有時不指稱“X”，而是承擔了其他語義功能。這一猜
測不無依據。一方面，“人”和“X”的句法結構關係比較鬆散，“人 X”除了可以
整體易位之外，“人”“X”都能單獨易位，例如：

(20) a. 人今日星期一。（（人家）今天星期一。）
 b. 星期一人今日啊。
 c. 今日星期一人啊。
 d. 人星期一今日啊。

另一方面，“人 X”能否成立頗受語義語用條件的制約，反映出“人”的關涉範
圍可能超出“X”本身。下面談“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

3. “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

3.1. “人 X（非指稱）”的語義語用特點

非指稱的“X”與人稱代詞“人”在指稱範疇上是矛盾的、錯配的，組成的“人
X”通常用於非言談起始句，所在命題是說話者對前文既有命題的修正，帶有“我不
那麼認為，我認為 X……”的主觀意味。例如：

(21) 甲：（*人）一個人有幾只手指？（人家一個人有幾個手指？）
 乙：（*人）一個人有九只手指。（人家一個人有九個手指。）

 丙： a. （人）一個人有十只手指。（人家一個人有十個手指。）
  b. 系啊，（*人）一個人有十只手指。（是，人家一個人有十個手指。）

例（21）甲句是言談始發句，該句“一個人”前不能加“人”。乙句是對甲句的
首次回答，本意是給出符合客觀事實的回答，不存在對前文既有命題的修正，這句也

不能用“人”。丙（a）帶有跟乙立場不同的主觀意味，若省去“人”，句子依然成立，
但僅陳述客觀事實。丙（b）是對丙（a）句命題的贊同和重複，也不能加“人”。前
文例（15）（16）也只能用在類似的語境中，即爭論一個人有幾個手指、一分鐘有多
少秒，並且有人已持不同觀點作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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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人X（非指稱）”能否成立，跟整個“X”命題的語義語用情況密切相關。“X
（非指稱）”命題自身合句法的前提下，當句子被申明是說話者主觀態度、且區別於既

有命題時，“人 X（非指稱）”就能成立。這就能解釋，同樣是非指稱的“X”，為什
麼例（11）（12）不能說了，因為這兩句的“X”命題本身就不合句法。

3.2. “人 X（指稱）”的語義語用特點

“人X（指稱）”既有跟“人X（非指稱）”相同的語義語用特點，也有不同之處。
相同的方面用例如下：

(22) 甲：（*人）今日星期幾？（（人家）今天星期幾？）
 乙：（*人）今日星期二。（（人家）今天星期二。）

 丙： a. （人）今日星期一。（（人家）今天星期一。）
  b. 系啊，（*人）今日星期二。（是啊，（人家）今天星期二。）

例（22）各句能否加“人”的原理和例（21）一致，不贅述。

(23) 甲：阿陳一個月賺幾錢？（阿陳一個月賺多少？）
 乙：（#人）阿陳一個月賺八千蚊。（（人家）阿陳一個月賺八千元。）

 丙：（人）阿陳一個月賺兩千蚊。（（人家）阿陳一個月賺兩千元。）

例（23）丙句是對乙句既有命題的修正，而乙句是對甲句問題的首次回答，乙句
“人阿陳”成立，但不能解讀出“我不那麼認為，我認為阿陳……”的意義。可見，“人

X（指稱）”有不同於“人 X（非指稱）”的語義語用特點。

首先，“人X（指稱）”中“X”是說話者“移情”的對象。所謂“移情”是指“說
話人將自己認同於——他用句子所描寫的事件或狀態的一個參與者”（Kuno  1987: 26，
轉引自沈家煊  2001）。簡言之，“人 X（指稱）”表達了說話者對“X”的認同情感。
例（23）乙、丙兩句的“人阿陳”應有不同理解，一個小測試能將二者區分開，如：

(24) 甲：阿陳徛廣州一個月賺幾錢？（阿陳在廣州一個月賺多少錢？）
 乙： 人阿陳一個月賺八千蚊（/六千蚊 /?兩千蚊 /??一千蚊 /*八百蚊）。（人

家阿陳一個月賺八千塊（/六千塊 /兩千塊 /一千塊 /八百塊）。）
 丙： 人阿陳一個月賺兩千蚊（/一千蚊 /八百蚊）。（人家阿陳一個月賺兩千

塊（/一千塊 /八百塊）。）

例（24）乙句“人阿陳”表達說話人對“阿陳”的認同情感，說話人對“阿陳”
的認可度與月薪成正比，過低的月薪與“人阿陳”所表達的認同情感矛盾，句子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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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了。丙句“人”能否成立跟“阿陳”收入多少無關，不涉及說話者是否認同“阿

陳”，“人”只管標記出其後命題是說話者主觀上對既有命題的修正即可，表達“我

不認同乙的觀點，我認為阿陳一個月賺兩千塊（/一千塊 /八百塊）”的意思。

其次，“X”是說話人在主觀上宣告無關的對象，也就是說，說話者站在跟“X”

無關的一方對“X”加以敘說。例如：

(25) 人廣州買嘢好平。（人家廣州買東西很便宜。）

“人廣州”表達說話人在主觀上宣告與“廣州”無關，站在“廣州”以外的一方，

就“廣州”發表言論。假如說話人本身是廣州人，那麼他一般不這麼說，而直接說“廣

州買嘢好平”，這時句子的主語是敘說的出發點，表達客觀意義。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人我 [ŋui55]”（人家我們）。說話者借第三方視角來言說，
宣告第三方與“我們”無關，以此得到不包括第三方的“我們”義人稱代詞。例如：

(26) [有且僅有一位第三方在場 ]（人）我 [ŋui55]（兩個 /*三個）聽日去深圳嬲□
[lɛ43]！（（人家）我們（兩個 /三個）明天去深圳玩吧！）

說話者以語境中第三方的視角為言說視角，對說話者自身以及聽話者組成的“我

[ŋui55]”（我們）加以敘說。言說視角的一方（也就是語境中的第三方）被排除在“人
我 [ŋui55]”（人家我們）的指涉範圍之外。這裡說話者以第三方視角為言說視角並不
特殊，其背後的語用策略，跟“人家”義代詞自指時所運用的角色變換言語策略（張

伯江、方梅  1996: 166–177）相同。

最後，“人 X（指稱）”能用於言談起始句，例如：

(27) （啊 [a551]，）（人）□ [kui43]兩個食蚊仔來欸了。（說起來，（人家）那兩
個小朋友來了。）

(28) （啊 [a551]，）（人）北京都幾多地方嫽噶喔 [wɔ43]！（說起來，（人家）北
京還挺多地方玩得呢！）

(29) [自我介紹 ]（人）我為之劉小明，系 16班嘅班長。（（人家）我是劉小明，
是 16班的班長。）

嘆詞“啊 [a551]”是企石話的話語標記之一，提示新話輪開啟，隨後發表說話者最
新注意的內容。例（27）（28）都不能後接“我乜時都知欸啦”（我早就知道了）。
例（29）自我介紹，也能理解為言談起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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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結

不論“X”是不是指稱的，“人 X”都可能有這樣一個語義語用特點，即表達“人
X”句是說話者主觀上就既有命題的修正。這樣的“人 X”句通常出現在非起始句，
並且依賴前文既有相關命題。此外，“人 X（指稱）”還可能有這些語義特點：表示
“X”是說話者“移情”的對象；表示“X”是說話人在主觀上宣告無關的對象。這兩
個語義特點往往見於言談起始句或問答的首輪答句中。從“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看，
不論對於“X”還是對於整個命題，“人”都帶有說話人表達自我的明顯印記，換句
話說，“人”具有主觀性。

4. “人”的主觀性

“主觀性”這一術語指的是，自然語言以其結構和正常的運作方式，為說話人

表達自己以及自己的態度和信仰提供的一種方式（Lyons  1982: 102，轉引自吳福祥 
2019）。也就是說，主觀性的言語含有說話者對自己以及自己的態度或信仰的表達。
Traugott（2010）繼承了 Lyons關於主觀性的理解並舉例到，語言中的主觀性表達有
提升結構（raising construtions）、言語行為動詞和心理動詞的示意用法（illocutionary 
uses）、認識情態、讓步語（concessive）、焦點小詞、話語標記等。例如英語裏作為讓
步從句連詞的 while，相比作為時間連詞的 while，有更強的主觀性（Traugott  1995）。

我們認為，企石話的人稱代詞“人”帶有明顯的主觀性。“人”表達的主觀性可

能是對“X”而言的，也可能是對整個命題而言的。“人 X（指稱）”用在言談起始
句或問答中的首輪答句時，“人”表達的是對“X”的主觀性，也就是說話者宣告與
“X”無關，但“移情”於“X”。“人 X（指稱 /非指稱）”用於非言談起始句，對
前文既有命題進行修正時，“人”表達的是對整個命題的主觀性，傳達“我不那麼認

為，我認為……”的意義。例如：

(30) 甲：□ [kui43]處發生咩事哦？（那裏發生什麼事了）
 乙：（*人）阿陳打傷欸（人）阿王。（阿陳打傷了（人家）阿王。）

 丙：（人）阿老劉打傷欸（人）阿王。（（人家）老劉打傷了人家老王。）

例（30）乙句“人阿王”表達說話人對“阿王”的主觀性，也就是主觀上宣稱與“阿
王”無關，但由於“阿王”是受害者，說話人情感上“移情”於“阿王”。該句中施

害者“阿陳”前面不能加“人”。情況到了丙句有所不同，施害者“阿老劉”前面也

可以加“人”了，但句首的這個“人”表達的不是對“老劉”的主觀性，而是對整個

命題的主觀性，大致相當於“不對，我認為是老劉打傷了阿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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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性範圍不同的“人”在句法操作上亦有所不同，表達對“X”主觀態度的
“人”一般不能易位，而表達對整個命題主觀態度的“人”可以易位到命題末端。例

如（30）丙可以說成：

(31) 阿老劉打傷欸人阿王人啊。（老劉打傷了人家老王人家。）

這是“人”顯示出對整個命題的主觀性的一個有力證據。另一個更有力的證據是，

“人”不能用於對客觀規律的陳述。例如：

(32) 人人都知（*人）地球系圓嘅。（人人都知道（人家）地球是圓的。）
(33) 我覺得（人）地球系圓嘅，你點解話系方嘅呢？（我覺得（人家）地球是圓

的，你為什麼說是方的呢？）

例（32）主句“人人都知”（每個人都知道）限定了從句只能是客觀規律事實，
表達主觀性的“人”不能出現在這個從句中。例（33）主句“我覺得”允許從句為主
觀態度，“人”在從句中就能成立了。

有趣的是，“人”可以把例（32）變成主觀性表達。例如：

(34) a.  （人）人人都知（*人）地球系圓嘅啦！點解爾唔知？（（人家）人人都
知道地球是圓的呀！為什麼你不知道？）

 b.  人人都知（*人）地球系圓嘅啦人啊！點解爾仲話好多人都唔知呢？（人
人都知道地球是圓的呀人家！為什麼你不知道？）

在整個命題前端加上“人”，整個命題都成為說話者的主觀表達。“人”還可以

放在整個命題的後端（前於語氣詞），同樣表達主觀性。

Traugott（1982）把語言系統中的語義功能成分（functional- semantic components）
分成三類：命題的（propositional）、篇章的（textual）、表情的（expressive）。表情
成分是用於表達個人主觀態度的語言成分，包括對言說內容、篇章本身或對語境中其

他事物的態度。表情成分包括那些既用於銜接命題，也用於表達對命題之態度或評價

的成分，比如英語 while。本文認為，企石話的“人”屬於語言中的表情成分，“人”
既能表達說話人對語境中“X”的態度，也能表達對命題的態度。

5. 結語

本文從描寫東莞（企石）粵語“人 X”的內部句法結構入手，發現“人家”義人
稱代詞“人”除了能和指稱的“X”共現，還能和一部分非指稱的“X”共現，由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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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猜測：“人”的關涉範圍有時可能超出“X”。“人 X”的語義語用特點反映
出“人”具有明顯的主觀性。“人”的主觀性範圍可能僅僅是緊隨其後的“X”，也
可能是其後的整個命題。表達對命題態度的“人”通常在命題的外圍，即命題句首或

命題末端僅先於語氣詞的位置。

對比於廣州話“人哋 X”和普通話“人家 X”，企石話“人 X”和它們的區別表
面上是“X”的類別更豐富一些，實際上是“人家”義人稱代詞作為表情成分所面向
的對象不一樣。普通話“人家”和廣州話“人哋”的主觀性表達是面向同位語結構中

的“X”，而企石話“人”的主觀性表達在此基礎上還能面向整個命題、甚至是篇章
本身，能表達出說話者對前文既有命題、當前命題的主觀態度，正如例（30）若換作
結構相應的普通話或廣州話，乙句都能說，但丙句都無法成立。方言間的對比仍須另

文論述，本文姑且作為方言比較之先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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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n (人 )-X Construction in Dongguan (Qishi) Cantonese

Yanting Liu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n (人 )-X in Qishi (of Dongguan Country) Cantonese refers to the construction combined 
by the personal pronoun ren ( 人 ) meaning other people and nominal phrase, excluded the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The paper concerns the ren (人 )-X which is the subject or topic of a 
declarative sentence. Examining the usage and the semantic-pramagtic functions of the concerned 
structu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ren (人 ) is subjective. Ren (人 ) expresse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attitude toward X or the propositio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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