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分號的定義和用法

仲偉芸

、江蘇省Ti1t踴縣、教育局

對按分麓的定義，中央人民政府出報懇、箏在的51 年9月合布的《標點符號串法} (以

下講尺用法)-J 中說: r分號表示兩句話中開盤列的分旬之悶的停頓。 J

f午乘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薪鬧出殷躍在1兮兮0年3月修訂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 (以下稱

r ((J在法止:J) 中說: r分提表示複旬肉都立室友u分旬之闊的停頓。 J筆者磁通認真學習和反

搜研究之後 p 諱言主只用法:)…j租汽用法工J對分號的定義都是欠妥蝕。

從作用上說，分號器然可以表示複句或接句形式(以下餘分號的定義件，把「複句

或複勾形式j都簡稱~r複句J) 內的分句或(和)分句組之爵的停頓;但分設更重要的作用是

在於既能分請護旬內的層訣，又能做持層故懦的聯擊。

也就是說，各種觀館的複旬內的分句(分句內沒有使用道號的分勾除外)或悴的

分句組之間的停頓，凡是用提覽表示就不容易分清層次安用句號表示親容易;目前接關療事日

裂的地方，都要用分號表示;以便取得更好的表達效果(當然多在建控停頓的地方，應都

是既無提示或塘、提下文 3 又無總結仁文的

根據 f分號用法照理j ﹒

。…一一罐亦可謂是 r:$H這用法師、理J

_，、凡分句內屑于逗號表示停頓，分旬開的停頓一聲郵費用分號，以示層吹;

、在霧重權句內，第…錯!轉次的分句飽之闊的停頓或分句短與分旬之間的停頓，

都要措分盟表示;在多黨複旬內，分號只用於第-個層故闊的停頓。

想所用知， r並列j僅是幫句蠶豆1 中的一種。 3實際上，分號不單能 f表示複句內部

並別好旬之間的停頓J ~還再樣能表示複句內部承接、蟬龍、主選擇、轉折、國裝、骰設、

韓{寺、解說和補充說明等各種關懷的分句或(和)分句組之間的停頓。

據此多好號的定義鑼鼓是:分號表示讀旬或擅何影式內的分句或(和)分何組之閥

的帶韻。

這個定義能或立嗎?何以聽證呢?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按照穫甸的類型分期予以倒

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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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示]ì列被句內的並列分句或(幸自)分句組之闊的停頓

飼句:

1. 合花之木，生於毫米;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老子《道德報) ) 

2. 語言文字的學習，就竣解方還告說，是得對一種知識;;說還為方鉛說，是養或一種

習慣。 闊葉聖陶論文;教育論集訓

3. 事實證明:當今多優秀的文藝作品是由業餘作發寫出來的;真正有獨創性的見解的

並且對實際工作能起指導作用的理論和科學，也都是從實踐中雇主。

(中安部出版局《出版工作文獻選編﹒題露出版部分))

4. 它們有待外延較小，銀1震、輛、史、狀是立色列概念，是六種成分之中的兩種. '有

時外延較大，包括察、鵡、史、狀這些連帶走分和附加處分。

(那褐義《句于成分辨察) ) 

5. 詞語不規範，大約有之三方面的厚、罵: (一)古詩的原詩; (二)方言的原因;

外詩的原濁。(王力《談詞語規範化的時題沁

: 1. f2 、 3 、 4J 三榴彈i都屬於複句形式充當單句中的謂語或[和]賓諾[以

下各種罵法中的顯此朝j路法] ; 2，第5俯是屬提獨立司句[筆者認糙，在進特定的語壞中 3 可

以將其理解為「獨鵲句j ]構成的複句彤式充當單旬的賓諦。)

二、表示承接控句內的承接分句或(和)分句親之間的停頓

例句:

1.先從前學聽他講道理，也糊塗過去;現在曉得她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現還掉著

人淌，而且心袁滿裝著吃人的意思。(魯迅《狂人日

2. 據幾年來的經驗，如i追趕頭的一批注蕾是闖不出來的;科後來發育晃晃証處，新

約葉蔓比近根發表約就犬，那時的花蕾才開得成。 葉皇島陶《苦學牛花))

3. 幫哥本去的人，來輯之前，首先要想趁機花;到了之後，首先要談封櫻花。

(冰心《櫻花贊衍

4. 我們首先把這篇調查報告抵奏地研究一下，看看這個報告是怎麼寫的;然後從中

提出一些問題，大家來探討探討寫調查報告要注意接接廢。 張志合《關殼寫調查報告))

5. 幾秒錐後，丟在車上升的文贅鵲始都管;幾十秒後，文靜拼出的燃氣在空中凝覓煙

霧，堯如一條白練車長堂向東南方向延伸最後在茫茫的夭際裳，漸漸變成了一個小亮

點，穿過了大氣層，從人們的視野中港失了。

代人民日報﹒飛向太平洋)1980年3 月 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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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示還進樓句內的遲遲分句或(和)分句握之間的停頓

餌句:

15 

1.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豆豆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過見她;而且見她瞪

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 發過《祝福))

2. 希葷的脫皂泡雖然主義裂了，載本教口船衷的米智主龜得提出;而且命令注定，只有

賣給這一家其盛米行。 葉聖陶《多收了三五斗) ) 

3. 所以要反對，不但茵立起它會使作者真正的意思、麓，時不噸，也不但蔚為它空泛囉嚎，

浪費讀者的時向;更重要的是關為它玲了發生這些直接的影響外，還給我撓的語言以重大

的損害，理為這些很有用約新詞語，由於綴得太涯，也必然會失去原有的準確性，變得毫

無內容。 也叔濕、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

4. 當然，基礎學科中也有好多道您是從生最賣錢中總結提高紡車的;而且沒有三農

業生主義，基礎學科研究也無法搞下去。 錢學森《現代自然科學中的基礎學科幻

5. 可愛的故鄉的許多景物，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特別是在家那頭疲骨憐峙的是t.<!卡，

皇之使我不能忘懷。

閱、表示選擇縷句內的選擇分甸事是(租)分旬鐘之潤的停頓

飼句:

(i:I書琳《老牛))

1.這或者是由於人們的~合資料缺乏﹒不得不殺掉小緒克機;或者是飼料缺乏，無

力鶴養跨致;也可龍是純乏經驗，無法揖豬養犬。(縣、沫若主搧〈中關史稿))

2. 癸潑它們的教母都是e' 何等J~讀配， r 1MJ 字讀C缸， r服」字讀fe ;發處是它們的

韻母都是u ' r互利續缸，何等j 字續缸， r倒 j 字苦奮 cu 0 (王力支編《古代漢語))

3. 表現在表們的文章裳，好些句子的結構還不完全，可是作者已校聽斷了;成是，

更常見，一口氣寫下百幾八十個字，明明可以分成幾個句子，可是作者一主都只用逗號

( , )鵑詞。(呂叔潮w 朱德熙《吉普法修辭講話))

4.~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豆豆陽台上散步;或者長久見坐在沙發上閉跨養神;或

者站在廊前，為受終將壓著欄杆，聽著事喝湖純望台境。(也這玄〈探索與府控告:))

5. 文章沒有一定的方法。不外乎處理一萬作品的結構，或者把它寫成橫斷面的，在

一個較短的詩肉之內發生的事情，向橫向挨罵生活的幾個側面;成考拓它寫成縱鸝嶺，拉

閱比較大的時堂，寫它幾-t甚至幾十年內發生的事琦;成者有縱有蟻，橫中有縱，縱中有

橫;式是?是打亂一切時序，由自己的，請緒1項學寫來。 (理由《報告文學創作談到

五、表示轉折複旬內的轉折分旬或(和)分句組之闊的哼頓

例句:

1.能也仍然社餓，你想著，恕不起義廢來;但她忽然而似乎有了主掌了，慢慢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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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峰。(魯迅《阿兒正傳})

2. 對於魂靈的有無，成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

(魯迅《祝橘) ) 

3. 1，t 忽然鴻超《紅樓夢》裘冀寶玉對林食泛的口吻來對我，成覺得很是奇怪;但這

是無關宏旨的，攜起不設罷。(錢玄闊《致胡通知

哇，這時候最熱鬧的，妥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裝的縫學;但熱鬧是他們的，我甚麼也沒

有。(朱自清《莉擒月色})

5. 在你有權力有權有名聾的時候，卑鄙的人是不敢抬起嫉妒的眼睛看你一娘的;然

而，對了你一落千丈的時候，顯示最大的毒辣的就是他們。

六、表示悶果接句內的因果分句或(和)分句組之間的停頓

街特:

1.實際上，商玉每次占卡的結采如何，一般都俞正本人決定;所以占「和其他稜稜

索教豆豆街一樣，又不過是奴隸主貴族控制和麻癖人民的手段而已。

(郭沫若 J主編《中間史稿))

2. 他向來說苦苦「沒i已經 J t 是f過實是知道的;所以玉昆在聽、待時是實蠶子或者自家做

絲，老通寶立在沒把這話看盒. .., ... (茅盾《眷蠶))

3. 求知i霆，若是嘗不來錢，式們娘兒倆就不要吃晚飯;蔚為媽媽但分有點之意，也

不肯叫我去。(老今《月三子兒))

住.我建誡我們這偈會閣繞著漢字問題來展開爭論，不設框框;圈為這次對舍的學會

不只有語言學和文字學家，而且還有教宵學、心搜尋島、神經科學和信息科學的專家，他們

對漢字問題的探索必將鬧鬧裁們的眼界，何時也必將為漢字問題的討論打問忠、路。

(練原史記漢字問題的研究撿向新的高度一一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J 閱幕式上的講話})

5. 夾克進一些人，繞行美好，為態度自然，使人不成覺到他們身懷美雄;詞為他們

克鑫夭識，毫不勉強，一切表主兒，如 m本袋。(孟德斯鳩《浪斯人位札}J

缸、表示骰設權句內揖骰設分句就(和)分句組之間的停頓

倒台J : 

1.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學生處心請教，你俊不知道他的樣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

道他的需癸;那麼，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導他。({陶告知文集)l

2. 如果說自學之路在著中鸝是一條布渴擠棘、難於攀登之路，而男諜索約人，經過

百折不梭的努力，為主主使夠達到克標;那庚，新中間的青年粥，現在所走的自學之路，乃

是一條灑滿陽光的康拉夫逞，只要下決心立志自學，就一定能夠成為觀家的有用之材。

E踅雙引府《玉春三反篇》

3. 人民是土壤，它舍有一切事物發展所必需的生命汁液;而館人員才是這土壤上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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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與果實。 一一哼1)林斯笨，引用《摩爾尼雪夫斯發》

是.如果表曾經或多或少地激勵了一些的努力，表們的工作，會級或多或少地擴展了

人類的理解範醋 'ffil Jfi1給這偽世界增添了一分歡樂;那義也就感封滿足了。

?引用 {~t京日報)1980年7月 16 日

5. 如果醜陋的人偽想要別人稱主贊他美，跛鮮的人偽想表現矯健;那麼這種原來引起

我們同情的不幸情況，又會引起在們的譏笑了。({文藝理論譯叢})

八、表示蝶件被句內的條件分句或(和)分句組三三期的停頓

倒柯:

1 高尚和慷慨，下賤和當~吞，謙虛和聰慧，驕傲和意蠢，也就一定表現在神色和姿

勢之;不管人是在站著環是在活動。(5立獲諾封《凶憶錄})

2. 不論是多惰的詩甸、漂亮的文章，還是閑飯的快樂;甚麼都不能代替無比競蜜的

有 4情。 一一發矜袋，引用《名人名

3. 只有什于那樣的虛心，牛皮筋那樣的堅韌， iIt火那樣的熱情;才能產生出真正不

朽約藝街。-一一茅盾，引用

也不管時代的激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可以選著自己高貴的品質，超脫時代和

社會，走自己民權的道路。 一一愛問斯棍，引用《愛因斯坦》

5. 無撿甚麼人，只癸他沒有嘗過機與渴是甚麼味道;他就永遠也享受不見飯與水的

甜美，不攪得生活封底是甚麼滋味。 烏爾法符，引用《外觀優秀散文選》

九、表示解說權句內的解說分句或(積1) 分句親之闊的停頓

例怨:

1.成怨:希覽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鈞。 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德迅〈故錢砂)

2. 忽然來了一借人;年記不過五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成

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魯迅位主人日青砂)

3. 在特讀幾篇文章之後，且不要上新的;紀以箭發過的混捏一下，回味那已有的了

解與體會，更尋找那新生的了解與體會，效益決不會比上一篇新的來得少。

({藥學陶語文教育論

4. 可是這三位不，~重甚潑的，倒也難以對付;一個是老頭子，兩個是孤苦的女人，敘

說不脅，硬來又不成。(茅盾《林家論予})

5 有些書可供一嘗，有些書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幾部審員1]應當強嚼瀉化;這就是說，

有按書只要續發他們的一部分就始了，有些書可以全讀，但是不必過於知心站讀，還有不



18 中關語文通訊

多的錢部書則應當全讀、動讀、而且用心地績。 w音很論說文集}l)

十、表示補充說明擺句內的輔充說明分句或(和)分句獄之闊的停頓

{倒句:

1.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燈，家景

也好，成正是一個少爺。(魯迅《故鄉))

2. 但他在戚們店裳，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成沒有五花錢，暫時

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魯旭〈孔己已) ) 

3. 今年清華核生，國文卷有三千五苔多，培育了入天，昨天才完;大約遴且是看一批留

美卷子。(朱自清《致棄嬰陶))

4. 曾經有一倒很長的時期，中竭誇法學家都認為漢語沒有形態;直對現在還有人不

承認漢語有形態。{主力《論類}l)

5. 如采沒有打好基礎就去學專業知識，就很可能學不進去;即使學到一點專業知識

也不會掌濁。 一-J海洛綴，引自《中國青年報》

從上面到舉仿佛句中可以看出:

早在2ottl:組二三十年代，一些文壇名家就闊始普遍摺分號「表示各種關樺的權句或

複句形式內的分句或(和)分句組之間的停頓.J了。

筆者認為:

一、對各種標點符號的定義，都應該有一餌嚴密的界定;說得具體一些，就是既要

求在用法的範輯上概括得全面，又要求語苔表墟上的準確與精嘗。對於這f盟問題，\標點

符號用法〉修訂組成真實導干瓷先生說得好:[修訂《標點符號用法〉的首要工作還是修訂埠些

符號的定義，力求它們表述:學確、精當考這樣將大大有利於人們對它們á'~理解和應用。 j

二、內用法') J 和內用法》二J 對分號的寫藥一一 i 分號表示一句話中間主主

刻的分旬之間的停頓J和 i 分號表示複旬內部並月3土旬之闊的臂，頓卜詳斥了分號在承接權

甸、爐進海句、選擇聽句、轉折複句、國果樓勿]‘很設撞句、條件複句、解說複特和補充

說閥混何等各種關係的複旬內分句或(和)分句觀之間的停頓的用?去一一誤導人們只有複{jJ

內部並到台傳之闊的停頓才能用分號。

二、內用法}和內用法》二j 對仕號的定義，大大地限制了分號的使用範

閣，建背了現代醬醋語言使用的實際情視，有害於書面語言表撞的多樣化形式，不利於人

們表建鎮諧、接雜的思維和感稽。

閥、內用法〉一j 對分號的定義一一「分號表示一何話中間並列的分旬之間的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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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J '是對分號用法歸誠的第一次百分之九十幾的蔬漏;了〈用法子二J對分號的定義一一

f分號表示陸句內部並封分旬之闊的停頓J '是對分號用法歸納的第二次百分之九十幾的

疏漏。

五、如果用 f百分計分法J給現行分號的定義的正確性A打分的話?那聽只能得幾分

(間為進勾類盟有十幾種) ;錯誤率則是首分之九十幾。

六、本文對分號的定義所創立的新觀點不是書館諾盲發麗的意輯，現行對分號的定

義是騰史性謬誤;上文所粥學的20世紀三三十年代揖倒句丘克兮地說明了這一點。(筆者

正是為了說明罷餾問題多才有意月舉之三十年代磷旬的 o ) 

、長期以來，對封號用法的以騙概全的定義，謬誤謊搏，給寄至今多己導致人們

對分號照法形成了模糊概念幸II片當認識。

八、用分號 f表示各種觀係(根據「分曉朋法既理山除上面的十種關保外，分號還

可用於目的、建鎮等其1tB關懷)的複勾或複句謬式內的分句或(手持)分特鐘之間的停頓J 的提

法是正確的。

為了進一步驗報這備結論，我們能上商倒旬中任取一f縛，冉來進行一次「撿渣J 0 

倒如:

錢秒鐘後，全車土升的火費開始拐彎;幾十秒後，火督排密的燃氣在空中凝成煙霧，

堯如-1<朵白練車長堂向東南方向延伸;最後在接囂的天際裳，漸漸變成了一個小亮點，穿

進了大氣層，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人民日報﹒飛向太平洋)1980年5月 23 日)

很明額 2 在例中的 f幾十一砂J 和「最後」的前面 p 用分號表示停頓，其效果是:

1.揖句內的承接層次分明;

2. 接句 I:k]藹梭的承接關係確為有模特輯。

鶴若:

1.把例中的繭個分號去掉，換上逗號，結果罐特內承接的層次我不夠清楚;

2. 把例中的措個分接去掉，撞上旬麓，結果讓句內前梭的東接觀館就被割裂。

「接驗」的結果表明:用分號 f表示各種關館的權句形式內的分句或悍的分句組

之間的停頓J的提法是正縷的。

一一所以: í分號表示複句或樓句形式 i誨的分句或(和)分句組之間的停頓j 的定

義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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