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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陆丙甫（1998）指出“最简单的结构是并列组合”，马清华（2004）也认为“并

列是最简单原始的句法组合方式之一”。虽然构造简单，但是“在句法研究中，它

一直是个难题，难就难在本来被反复证明有效的规律，遇到并列结构就不灵了”

（李亚非：2009）。另外“现代汉语并列结构在真实文本中分布非常广泛，但计算

机自动识别却困难重重，严重影响了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器的性能，而目前汉语语

言学界关于并列结构的研究并没能为语言信息处理中的并列结构研究储备充足

的知识”（吴云芳：2013）。

国内众多学者不区分“并列”与“联合”两个概念，要不将两者等同，要不就把

“并列”作为“联合”的上位概念或者把“联合”作为“并列”的上位概念。造成术语使

用的混乱的客观原因是“并列”与“联合”虽然不等同，但两者在语义、逻辑等方面

存在重合部分。主观原因是学界因并列结构所谓的“构造简单”而着力不足。另外，

学界关于“并列结构”的定义大同小异，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并列结构是由两个或

更多的并列成分组成的。但这种定义仅仅提供了并列项的数量限制信息。其他一

些类似的定义同样经不起推敲。定义的不精确性与对并列结构的认识不够全面有

关。

并列结构在国外学界一直是一个研究重点。相比而言，形式学派对并列结构

的讨论比功能学派要多，主要集中在并列结构的生成规则、并列结构是两分枝还

是多分枝结构以及并列结构的一些句法特点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Ross（1967）

所提出的“并列结构限制”，即：在一个并列结构中，任何并列项都不能够移出。

另外并列项中的任何成分也不能从该并列项中移出来。

现代语言类型学不满足于对语言的描写和分类，还侧重在充分的描写基础上

对相关规律规则进行功能解释。中国境内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众多的汉

语方言，本应该是一块研究和发展语言类型学的沃土。而国内从语言类型学的角

度来研究并列结构的成果十分匮乏，即使有，也多是停留在与英语的简单对比。

本文将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以及汉语方言纳入进来，从而探寻人类语言中有关并

列结构的普遍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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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起连接作用的并列标志。第二部分研

究并列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时的语法特征，具体如下：

（1）并列标志的跨类合并。由于汉语中不同属性并列短语合用并列标志的情

况不明显，因此，国内语言学界尚未有关于跨类并列标志的专门研究成果。本文

考察了中国境内 57种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这三种典型

范畴并列连标志的合用情况，并解决了以下问题：a.为什么连接体词性并列短语

的并列标志可以适用于谓词性并列短语，反之则不然或受到很大的限制？b.从跨

语言的角度来看，不同属性的并列短语合用一种并列标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这种内在的推动因素是什么？c.不同属性的并列短语合用并列标志并非随

意、毫无章法的，而是有规则可循，那么具体的合用规则是什么？规则背后的动

因又是什么？

（2）并列标志的位置问题。本文主要考察了二项式和三项式并列短语中的并

列标志的位置，并不涉及并列复句中并列标志的位置。并列标志的位置类型纷繁

复杂，但在复杂的背后有着清晰的规律，并列标志严格遵守联系项居中和标志后

置的原则。正是因为受这两条原则的相互作用，因此各种语言中排斥居首型，而

将倒数第二位置作为典型位置。

（3）并列标志的隐现问题。 本文考察了总共约 45万字数的现代汉语文本中

的并列短语使用情况，发现不同属性的并列短语的标记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汉语

中，名词性并列短语的标记程度最高，而形容词性并列短语标记程度最低。另外，

越是内嵌越深的并列短语，越容易省去并列标志。除此之外，语体、韵律、并列

项的数量、句法位置、并列结构的显赫度也会影响并列标志的隐现。

（4）并列标志与其他功能标志的关联。本文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分析，发现：

a.在中国境内，SVO型语言中的伴随结构违反“结构和谐原则”而位于动词之前是

一种很普遍的现象。b.伴随结构位于动词后的 SVO型语言同样存在伴随标志向

并列标志演变的现象。c.本文根据中国境内语言语料修订了共性档案第 181条的

描述。另外，语义图模型是语言类型学近年来兴起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本章

通过增加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汉语方言，验证和调整了已有的关于并列

标志的语义图模型，从而使相关的语义图模型更具有普适性。

（5）并列结构的否定问题。对并列短语的否定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确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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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并列项都被否定了。而不同的语言对措施的选择不一。如果对经济原则更为偏

重，那么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并列标志来达到目的；如果对象似原则更为偏重，

那么会在每一个并列项前面添加否定标志。另外，本章也为在研究或调查其他少

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中的并列结构的否定表达时，提供了几个可选参项作为切入

点。

（6）并列结构的部分一致问题。当主语是名词性并列短语 NP1NP2，那么在

VSNP1NP2语序的小句中，允许 V只与 NP1保持一致，即并列名词部分一致现象。

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形成的机制模式，并作出相应的

功能解释。

（7）并列结构中的成分省略问题。一个并列结构至少包括两个语法单位

（并列项）。而并列项之间也许会有相同成分，这两个相同成分的所充当的句法

成分相同，那么在经济原则的压力下，该成分不需要重复出现，允许省略其中一

个，但省略哪一个因语言而异，换言之，不同的语言选择不同的省略模式。

关键词：并列结构；并列标志；一致关系；成分省略；语言类型学；语义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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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rdinate phrase coding looks simple， but many phenomena in coordinate

phrases are unexplainable with current grammar rules.Many scholars do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Marking of coordinate phrases.The article will prove that Marking of

coordinate phra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ordinate phrase.

the reason is not the special features, but its simple kind of coding .Just because of

that , many scholars have overlooked the research of the essence in coordinate phrase.

Marking of Coordinate phras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ordinate phrase, indicate

coordin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conjuncts.

Marking of Coordinate phrase in 57 langu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investigated from typological view in this article. The diversity of coordinating

marking’s position and the merging of words of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article. The most typical postion is located between the last two

items ,some scholars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y the special position is the

most position ,but these information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clearly.

Coordinating marking is absent usually, but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syntactic

or semantic , marks shall be enforceable. The present writer try his best to find what

to decide on the absence of marking.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coordinating

marking and comitative preposition is discussed here.even if the forms of comitative

mark and Coordinate mark are the same in a language , we still can not conclude that

the basic orde of the langusge is SVO.

“AB” refers to the predicative coordinate phrase composed of coordinate items A

and B. In Modern Chinese,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of “AB”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Neg A Neg B”. The form “Neg AB” is employed only if “Neg” is stressed or has

other elements adjoined to it, or when “AB” is similar to typical natural conjunctions,

which are the sole ways to guarantee that “Neg” negates the predictative coordinate

http://www.iciba.com/writer/


V

phrase “AB” as the whole.

Partial Agreement is the phenomenon when the verb agrees with only one of the

conjuncts of the coordinate phrase, for example, in VSNP1NP2 constructions, the verb

agrees only with NP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 an attempt to find its functional mechanism.

VP ellipsis in chinese came to be discussed in the latest thirty years and many

researches have studied on this topic.The focus is whether chinese VP ellipsis can be

analyzed as English VP ellipsis.This thesis is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i)Does chinese have VP ellipsis ?(ii)How many categories exist in Chinese

VP ellipsis?(iii)Do these categories have some universality?

Key words: coordinate phrase；coordinate mark；agreement；component ellipsis；
typology；semantic 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