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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翻譯專業的學生在習作中寫了旬f她學外語是紹當合通J ﹒按老師指責為英式

中文的典盟，挨了一額就評。老師然接引經據典，大說英文與中文的差別，告訴學生

中文的形容詞可以誼接充當講話，不釀英語那樣一定得用餾聯繫動詞「是J 0 學生開了

竅，自然很窮興。過了幾但農期，學生照搬照蠢，把 drug abuse is self.destructive 

譯聽了 f吸響自我毀滅J '文誤了一報社靜。不過，這次接批評的原因卻是編掉了

f是J 0 學生蝴塗了，一會兒說形容詞當謂諾不品帶用聯繫動餌，一會兒又說非用不

可，到底怎麼回事呢?

陸驗研(陸續朗、為膜， 1985)說攝一件顯餘的事情。有位外鱷留學生在仰文中

寫了這廢鋼句子: r能這樣做是合情合理。 j老師批改時在句未加了個「的j芋，並告訴

學生說，在「合情合理J輯用了「是j芋，那麼按照中文的習慣後宙就要求有餾f的j與它

相配，構成f是"'.... '"的J結構;現在少了遺體f的j字，句子就煞不住，所以饗加上還餾

「的J字。學生配住了。於是，後來在另一改作女時他競寫上f他這樣做是錯聽錯館

的J 0 可是，還一回老師批改時卻把那值f的j字給草原j去了。車學生署了就去問老師，為

甚麼要爛掉提倡「的j字。老師說，有了這餾f的j字，句子就顯得挺混帶水;去掉遺餾

f的J '說成f飽道樣做是偏聽磁盤J '就很乾脆、有力。學生聽到茫然了，上吹不是說

前苗用了「是j後臨一定要F軒的J相配嗯，怎磨這次又說前茁賠了「是上後宙就不能用

f的j呢?

這兩位老師對學生作業的說故當然是對的，但他們提供的解釋則有點嘉定專論事，

缺是警遍意義，國而說服力不強。雖像現認為還說明我們對「的J字之額的虛詞用法知

之弓之多，今後買車該加強這方麗的研究。筆者在受到學生指閑之後，思考了一些時蜓，

覺得愣題在於句子的結構，不能單單歸結於一兩餾詣的用法上。

上頭說到的四個句子其實與問一樹現象有關，都華華吾吾IJ名物化了的動詞或形容詞

種語跟強調控的f是. '" "'. "'.的j結構之闊的區別。問題的根潛在於中文的句法結構襲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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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豈有形態變化的標記，碩果當荐的那幾個標記文常常身兼數穢，同一個詞可能會代表

幾種互不相干的句法功能。不要說外鸝學生了，就是中輯學生也不見得研白，在運用

醬面話時往往被還些提摸不定的蟬記弄得頭暈轉向。 f是j向 f的j就是調價典型的ØtJ

子，都聽動胡說組的名物化 (nominalization) 有點髓係'又都具有野幾種不闊的功

能。

能先生談到的這兩餾句子(分別記為[ 1 ]和[ 2]) ，除了[ 1 ]一定藥用f的J寧，前

[2]一定不能用 f的j字以外，還有一些重要的不肉之處。

[ 1 ]飽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

〔叫他這樣做是偏聽偏信。

[ 1 ]黨的f是j字說結構上說是餾可有可無的成分。如果把f是j連時 f的j一起去掉，剩

下的部分的然是一個完整的合法句子，蔚且蔥蔥、基本不纜。 [3] 問{仆的藍藍尉只是語

勢的強弱而巴，兩者具有幾乎相等的真理體 (truth value) ，也就是對闖一事件的等

值描燼。另一方面，如果把[討黨的f是j字拿掉，得軒的 [4J 是無法接原鞏接受的句

子，前旦失去了[抖的真理值。

[叫他還樣做合情合理。

[是] *他還樣做偏聽偏信。

男一個相關的事實是 [2J 黨的f是j並難唯一的一個可以用在那真的動詞，諸如

「等於J 、 f意味著j之穎的動紹完全可以替換「是J '形成像 [5] 及 [6J 還樣的合法句

子。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仆，軍事黨的「是j不能為任何其他動詞所替代。如果的照

[5]和 [6J備作法對[ 1 J 加以改造，倒不會得到可以接受的結果，所以 [7]和 [8] 都

是不合法的句子。

[5] 飽這樣做等齡偏聽偏信。

[6J 他這樣敬意殊著偏聽偏信。

[7] 響他進樣做等於合情合理(的)。

[8 J *他這樣做意味著合情合理(的)。

顛然， [1] 黨的「是j時 [2]黨的f是j只是形w.而神不椒，避不定是冉一餾詞。它

們跟情態動謂的關係進一步說明了遣一點。[ 1 ]黨的f是j可以出現在情態動詣的箭

頭，也可以lli現在接暉，所以 [9] 和 [10 ]都是能夠成了正的句子。站 [2] 黨的f是j卻

只能跟隨在情態動詞的後蜀，一旦有情態動調出現在它的後詣，句子就會變得不可接

簣. [11] 問[ 12] 的對此正好說明了講一點。

[叫 他還樣做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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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這樣做是不可能合情合理的。

[11 ]飽這樣做不會是偏聽鋪稽。

[12 ]學能這樣做是不會儷聽囑倍。

15 

如果把這兩摺「是j看作不同的詞，上述現象就不會那麼難以解釋。正如陸像明指

出的那樣， [1] 黨的f是j閱f的j合在一起形成所謂f是..... .的J結構，郎強調句式，問

[2] 黨的「是j卻與說無關。部果能確定這兩個f是j的身分以及「的j在強輯或黨的功

能，由[ 1 ]和[抖的區別而構來的問題就可以連想孺辦了。

關於強調句式的肉都結構眾說粉耘，一直爭議很大。一種曾經的上麗的分析是把

「的J當成勸說名物色的標記，把f是J看肢體調姓輯錯所必需的聯繫動詞 (Hashimoto，

1969; Li & Thompson, 1981) 。把強調句式當戚髏訶投謂諾旬，頭然是一個簡單屬行

的處理辦法，但也過霎時不少困難，最明顯的是強調句式黨的那餾f的j不見得具有名詞

標記的身分。一數說漿，如果某一種諾諾現象是靠一個特別標記來表明的，那磨這餾

標記載應該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另有相關擴件來保證道種語法現象的種諒。悶強調式

黨的都儕f的j卻隨著動詞體說出役。只有當句子表示已然，或者動詢處於完成體及鱷

驗體時，即在非強調旬襲用f了j及句中有「過j峙，強詢甸事建才可能會像[ 13]和 [14 ] 

都樣同時出現「是j和「的J (呂必松， 1994) 。臨當句中的主要動請表示將來才會發生

的動作時，或者處於進行體峙· í的j一般草不自魂。[ 15] 及[ 16]都是強調旬，控都

只用了 f是j部沒用「的J 0 要聽持把「的J當~動詞名物化的標記，就得承認名物化的標

記跟動詞的體貌不可分鶴的關餘，還種說法實在有點牽強。

[ 13] 小李是昨天來的。

[14 ]我是吃過檔樺的。

[ 1叫我是明天走。

[16 ]飽話告是正楞著車。

還額分析遇到的另一個由難是強調勾聾的「是j並不像真正的動詞。中文的主要講

語動詞只能出現在情態動闊的後盟，作為謂諾勤謂的「是J也不例外。一旦有情態動詞

移到講話動詣的後醋，句子說會變得無法接受， (17] 悶[ 1利的對此就是最好的體

朗。強調式黨的「是j則不然，如 [19 ]所完后，情態動調出現在這種f是j接頭不會造成

任何問題。前引 [9] 和[ 10]血可以讀丘克運方麗的證據。

[ 17] 大山可能是加拿大人。

[ 1剖，大山是可能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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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叫我是可能明天下午走。

「是j在充當主要動詞轉只能跟在.:t:語的後醋，也就是說，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

下，充當主要動詞的「是J不能出現在旬首。但是強調旬賽的r~是j卻可以合理、合法地

出現在主語之葫、全旬之首。忱的便是這樣的句子。

抖。]是我明天下午走。

更有甚者，用在體詢盤謂語前的動詞「是J在通常情況下是不可缺少的。 [21 ]之

所以不能成怠，就是因為主語和體調控謂譯之間少掉了動詞「是J 0 捕強調式寰的「是j

卻只喜加強語氣的作用，其存在與否草不影響句子的合法程度。把f是j從[ 15] 襄去

掉，得對的 [22 ]但是獨可以接受的句子。

[21] *飽爸爸一家全可轉、經理。

[22 ]我明天走。

額前易見，強調句式黨的f是j不像一個主要動詞， r的j也不見得是各物化的標

記。把強搗句式譯音成名詞蝕講話句雖其是簡單易行，卻與眾多的事實不相符合，是並不

值得採用的分析法。強調甸的具體分析，請參閱 Huang (1991) 和 Shi (1994) ·本文

不再詳組討論。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兩種分析都把強揖旬襲的f是j看成情態動柄，把

「的j當成語劫詞。

四

扭過頭來看[ 1 ]和 [2] 的護車時，說可以發現問題出在謂語的性質上。[ 1 ]的謂語

本身是謂詞性的，不需要動詞f是j就可以獨章發揮作用。一旦有「是J出蹺，就必、然是

強調句式的一部分。形容詞譜語的強調式通常需要f是.......的j連期(學見李德津、種

獎吟· 1988) ，不用f的j時「是j說盔、讀重讀。從常理由發，陸像現提到的那位中文老

篩讓留學生把「是.."....， ..的J蓮在一起舟，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了。

[2] 的謂語離開了「是j就站不住蟬，當然不可能是請調性的，謂應該是屬於像名

詞、代詞豆竟是數聾詢那樣的體詞體講話。可是f儷聽儷信j草草著明顯的「割+動j結構，

而且能姆在 [23 ]那樣的句子真單獨先當謂話，顯然具有謂詞的特獸。為甚麼同一體

認姐在 [23 ]襄沒有f是Jt拉攏生存，可以當謂詞使用，用在 [2J 真離閉了「是j就不

行，只能當體詞舟呢?

[23 ]爸爸囑聽爾齒。

癥站在於f婦聽鑼信j當動詞用時需要一體代表人的主體作為施箏，黨用生成句法

的衛請來說，就是f偏聽偏信j選擇[+人類]的主詣。 [23 J 的主語是[十人顯]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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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自然可以站得住摺;茄[抖的主譜是一值小旬，具有[一人額]的特擻，不能滿足

動詞「偏聽偏信J的對主語的選擇性要求，單獨問「攝聽偏館j連用說行不通，所以閱

[2]榕的的 [4]不能成立。 [2 ]只能有一種合議，即說話的人對「飽這樣作j這件事發

表聲法，認為這件事的性質厲於f備聽錯館打遷就是通常所麓的對懂詩句。判斷甸的謂

話可以是謂詞性的，也可以是體詞性的，只要給出與當時就行了。臨然f偏聽偏館j作為

謂輯持一定要配[+人類]的主語，在 [2 ]善黨跟[一人額)的主語連賠說只能轉間充當體

認性謂譜了。

[ 1 ]飽還樣做是合情合理的。

[2] 抱這樣做是偏聽偏信。

[4] 學他還樣做偏聽偏信。

總而當之， [1] 和 [2]其實都是判斷旬，不同之處在於[ 1 ]的謂器是講詞性的，

而 [2]的是體詢性的。這就那出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最後一餾問題，中文的讚詢性調器

肉體調性謂詩有沒有形態標誌上的臨別，競賽麓，動鵑詞組以及形容說詞組的名物化

是不是帶有特殊的形態標記?

回答是否定的。中文的動詞觀組和形容詞詞組，不論是單獨的還是帶有其他成兮

的，都可以霞接當名語詞組使用。如在 [24 ]中充當主詣，在 [25 ]中當介詞實話，以

及在 [26 ]中作為動詞賓諱。這當然譯但括像[ 2 ]那樣跟在「是J後面的體詢盤謂詣。

也就是說，動詞詞組可以直接轉化成名詞詞組，這種名物化的過程不需要的形態標誌

標明。

[24 ]在國難面前低頭是無能的表現。

[25 ]我對往高樓不感興難。

[26 ]新規定禁止在飯館黨吸煙。

語法學界曾經流行過中文賽詞無定額的設法，不承認有動詞鵑姐的名物化運樣一

餾譜法現象。按照、道種觀點，間一個詞，用作主語或者實話時說是名詞，用來連接主

語和黨語時就是動詞。弱的額別蹲著其句法功能賄改聲。撞撞處理辦法說很嚮單，其

實不然。如果認為 [24 ]賽的f龍頭J' [25] 黨的f往j和 (26 ]黨的f吸J都是名詞，那

麼就得承認名詞也可以帶賓語'tl!可以安狀詣的啟飾。詞法是嚮免了，句法都大大地

種雜化，結果還是得不償失。不通，還種說法使一個樹種說明名物飽了自守動詞詩經缺

乏形態標誌'器問能表聞上看跟一撥的動詩詞組或是名詞認組沒有任何單肘。

順便說一下，前在亞提到的強調句式賽都餾「的J不是名轉化的標記，以及這襲詣的

動詞詞組名物化不用形態標誌都不牽涉苦11[ 27] 黨的那種「的j宇結構。袋彈、熙 (1983)

把這額「的j幸贊成動詞名詞化的標諒，實毓林 (1995) m持向樣意見。胡裕樹和菇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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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把各物化與名詞化分閩東處理，也將還聽「的J讀起草名詞化的標誌。 (27 ]黨「質

肉的j當然是名詞性的，但其中的rJ賣肉J是不是名詞化了的動詞詞組則大有商樺的餘

跑。這額「的j寧轄構將由另文分析，基本的觀點是把f買肉j養成一餌克當定詣的小

旬， 1修飾一儷者略了的名詞詞趣。遺體沒有出現的名詞詞組在 [27 ]賽是「人j或f轎

人趴在 [28 ]賽是f商店打插在 [29 ]真是f刀Jo[29] 黨的定語小句主、謂、賓偎

全，著成比詞組大的按分更為有利。一臉都認為小句可以當名詞詞組使用，就沒有必

要再經緝名詞化遺樣的過程了。

[27 ]他爸爸是實肉的。

(2剎那買賣轎店是實冉的。

(29 ]那把力是他爸話切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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