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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质句的形成与演化，必须结合有声语( 包括方言) 和手语等不同模态的语言材料来进行探讨。首

先，我们集中讨论一类无疑问词的实质问，即缺省问和话题问。然后详细描述手语中“摊手”这一手势词的多

种功能，发现它可能是语言中疑问词的“雏形”; 与缺省问一样，摊手也是真正的“原始”操作，并未高度语法

化，而是更为语用性的、本源性的语言现象。不过二者在形式上有差异，“摊手”有语音形式，虽然受限于句末

位置，但能独用，甚至表达语气，即兼顾了实质问的“成分残缺”与“话轮让渡”两个方面。我们由此提出“语气

词 + 疑问词”双轮驱动假说。我们认为，最原始实质问形式为缺省 － 摊手，从这里开始分两个方向发展: 语气

词，如成都话的“咹”，发展为话题问标记，还能与其他问题形式共现，并充当疑问强化词; 万能疑问词，如古汉

语中的“何”，手语的“晃食指”。由万能疑问词再进一步分化出多个具体 WH 疑问词，则是大多数语言的常

态; 而有独立的、较完善的实质疑问语气成分的语言，如汉语( 及相关方言) 、俄语则属于少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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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the essence of content question and its evolu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 issue by
looking at the data from both spoken languages ( including dialects) and sign languages． First，we focus on the dis-
cussion of a kind of content question: questions without WH words，which is composed of two types: elliptical ques-
tion and topic question． Second，the multi-functions of PALM-UP in sign languages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preliminary form of grammatical operation． Elliptical question and PALM UP share some fea-
tures like less grammaticalized，but differ in some ways: PALM UP has form and independent usage，which signifies
both‘emptiness of a constituent’and‘turn-giving’，two essential semantic roles demanded by content question．
Therefore，we propose the hypothesis of Double Wheel Drive，i． e． the earliest form of content question is elliptical-
PALM UP，which further develops into two directions: the question particles and general WH words． Most of the lan-
guages have developed a rich system of WH words，however，only a few have a complete system of WH particle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Chinese，Ｒussian etc．
Key words∶ Content question; elliptical question; topic question; PALM UP;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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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自然语言的疑问句研究中，极性问( 也称为“一般疑问句”) 与实质问( 也称为“特指疑问句”) 是所有语

言都有的两大基本子类，在疑问系统中居于基础的地位。
“实质问”( content questions ) ，又 称 为“特 指 /特 殊 问”( special questions ) ，或“信 息 问”( informational

questions) ，或“成分问”( constituent questions) ，或“wh 问句”( wh-question) 等等。它并不否定一个命题的真

值，而是在承认命题整体为真的情况下，对该命题的某一成分或外部原因、条件、结果等具体语义内容要求给

予说明，疑问域是可充当这一成分或原因、条件、结果等的各种可能的信息的集合。
从表面上看，实质问的构造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指疑问词，也称为“疑问代词、wh 词”( 可以包括代替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各种疑问词) ，所以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疑问词的内部系统、句法语义功能、语
法化以及世界语言中的类型等等方面进行。这自然是非常正确的，但在理论上讲却并不完备。

陈振宇、马宝玲、薛时蓉( 2015) 从语法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 世界语言的极性问形式都有从无到有、
从兼用到专用的演化历史，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促使了语法化的开始，并制约各种极性问形式的发展? 该文

认为有两个方面: 1) 意外语气，由于对某一信息感到意外，因而需要对方证实或证伪，这种语气性的单位，如

世界中最常见的极性问形式———上升句调，欧洲语言中的动词( 助动词) 前置到句首，汉语的“乎、与、啊”等语

气词等等，都是从意外形式发展为极性问形式; 2) 表达真正的“两端”意义的正反并列选择结构，如句末否定

词、正反问等等。而且这两条道路相互交织，有“疑问语气下降”和“真性极性问下降”两个演化路径。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实质问。我们来看当今的语言，疑问词大都分为单纯疑问词与复合疑问词，后者是

由单纯疑问词与其他成分结合产生的疑问词。一个具体语言，单纯疑问词可多可少，有人认为，最少 3 个

( Whaley 1997: 242) ，如 Yokuts 语; 其中，问实体的疑问词是一定要有的。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更多的细节: 一

些语言具有“无标记疑问词”( 万能疑问词) ，即在其诸多疑问词中，至少存在一个单纯疑问词，能量最大，运用

最广，可以用来构成多种复合疑问词，用于询问各个方面的内容。在汉语方言和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中这种情

况更是屡见不鲜。盛益民( 2015) 调查，宾阳平话只要“哪、几”两个单纯疑问词; Ｒatliff 构拟原始苗瑶语只有一

个表示 which 的语素①。根据盛益民的猜测，如果只用一个，则是表选择( 外延) 的“哪”类词，它一般同时表示

处所，这说明空间意识是人的“根”意识，因此“物体选择 － 空间”类疑问词是最本源的疑问词; 如果再多用一

个，则是表示数量的“几”类词。
不过有的汉语方言中表示 what 的语素是基本疑问词，而不是 which 类，其中吴方言就是如此，其无标记疑

问词是“啥”，如不用“谁”，而说“啥人”。② 在上海手语研究中，也发现两个最常见的单纯疑问词: 一个是“左

右晃动食指”，使用最为广泛，可以表示“什么”，对事物进行提问，分别作主语、宾语或定语; 也可以做状语，或

者表示方式、状态、情状，相当于“怎么”，或者表示原因，相当于“为什么”，或者表示地点，相当于“哪儿”。另

一个则是“张五指，前后抖动”，询问数量“多少”。上海手语虽然也有其他疑问词，但这两个最为基础，各方面

的疑问都可以用这两个加上其他成分形成复合疑问词来询问。
这些研究揭示出了语法化进程的实际情况: 假设任何语法成分或形式都是从语法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则一定存在一个时期，疑问词还没有成立，也一定有个时期疑问词系统还很简单，只有极少数单纯疑问词，其

功能分化并不完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1) 是否存在连一个疑问词都没有的实质问句? 或者

说，如果没有疑问词，如何问实质问句? 2) 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是疑问词的“雏形”? 它具有什么样的本质，从

而对实质问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 3) 实质问的边际以及内部的子类? 我们对疑问家族的一些成员“是否也是

实质问的一员”存在争议，主要有“话题问”。
这三个问题中，第 2 个问题是重中之重。就今天对自然语言的调查看，我们都很难看到这样一个形式，因

为即使是只有两个单纯疑问词的语言，其无标记的疑问词都已经是语法化程度相当深的了，可以构成很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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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王健私下交流，来自 Ｒatliff Martha 的一篇讲演稿“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isolating languages”。
这是王健的一篇讲稿《没有“谁”的方言如何表达“谁”》中的内容，尚未发表，由王建私下交流告知。



合疑问词，从而达到了意义功能的专门化水平。
不过在自然手语中，却有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手势———“摊手”( palm-up)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早期语法

化( 即语法化程度很低的时候) 的“原始”标记。为我们研究实质问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且正因为

其语法化程度很浅，所以当代的研究者无法用我们在较为成熟的有声语言研究中发现的实质问规律来解释

它，因此感到迷惑，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将就摊手在不同自然手语的表现，简要描写手语疑问句中以及类

型学角度 wh 疑问句中疑问词的分布以及相关省略句、话题句，再论证这一手势作为一个早期语法化现象的

特点。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观察手语中相关疑问句的现象，给我们新的启示，从而获得对人类语言中疑问句更

为本质的认识。
下面先介绍两个特殊的疑问句式———“缺省问”( ellipsis question) 和“话题问”( topic-only questions，“信息

问”这一术语也可专门用于指这一类问句) ，然后我们将着重介绍和分析“摊手”，最后结合有声语言的现象考

察功能分化的情况，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回答。

2． 缺省问和话题问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人类的原始时期的详细画面，有些重要的、关键性的语言现象已经遗失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在有记录的和当代存在的语言中，找不到一个没有特指疑问词的语言，所以我们只能退

一步，去寻找一下在什么时候，我们会不使用疑问词来构造实质问句。我们找到了那么一种特殊的形式———
缺省问———利用言语互动( interaction) 机制构建的特殊疑问操作，③例如:

1) 论元缺省，如:

( 1) 水果当中你喜欢……↗?

李四打算去北京，那么你是……↗?

你想……↗?

2) 选言肢缺省，如:

( 2) 你吃面，吃饭还是……↗?

3) 缺省话题问，如:

( 3) a． 甲走了进来，四下一张望，问: 小李↗ ?

乙: 去买东西了。
b． 甲: 等他来了要他好看!

乙: ( 要是) 他不来( 的话) ……↗?

甲: 什么? !

乙: 他要是不来?

甲: 这个……我还没想好。
例( 3) 涉及“话题问”( topic-only questions) ，下面我们再讨论。例( 1) 和例( 2) 两种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些句子中，缺省的部分实际上起到了基础疑问词的作用，即要求对相关的事物作答。让我们来看看“缺

省”这一形式的构成与功能: 1) 明显的成分内容残缺，但残缺的部分必须在句尾。2) 句尾大多有语音上的特

殊性，包括:“延时”，即将句子最后的一个音节拖长;“停顿”，即一般不会把下面的内容( 如果有的话) 表示出

来，因此话轮陷入停顿。
成分残缺代表在句子中存在着说话者不知道或他表现得像是不知道的信息，这合乎疑问规律之一的“说

话者一般不会问他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陈振宇 2010: 214 － 215) ，也即“说话者高信息价值原则”( 陈

振宇、吴越、张汶静 2016: 255) 。为论说方便，这里把它归纳为“说话者不确定性原则”④，即命题中的某一内

容是说话者所不确定的。延时和停顿代表犹豫，这一方面突显了说话者的知识残缺或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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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关于缺省问的情况，甄诚在 2016 年做了一个报告，但没有发表，这里的例句即引自其报告。
“不确定”这一概念继承自戴耀晶( 2004) 。



意味着说话者弱化了自己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允准或鼓励话轮转移。在缺省问中，成分残缺与延时停顿

紧密相关，即残缺之处就是延时停顿之处。不过虽然它们形成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体，但在功能上，却各自负担

自己的责任。
成分残缺是用空位来表达某种事物，这种事物的性质由空位所在的局部语境决定，而由于它的语义内容

未能完全由语境决定，因此在命题上出现了空缺，即不确定性。延时停顿则是表达疑问语力，即弱化自身在言

语活动中的地位，邀请对方加入会话，把话轮转移给对方。它们合在一起，表示在说话者信息缺失的情况下邀

请对方加入对话，也即让对方提供相关信息。
如果要分出高下的话，在实质问中，成分残缺也许更为重要，因为信息空位本身就可以产生疑问语力; 但

仅有疑问语力并不一定产生实质问，可以是极性问或其他功能。再从形式上讲，句子有时并不明显具有语音

上的特别性，但残缺的论元确实一定要存在，并更容易为对方所察知。
总之，缺省问的两大核心要素是“成分残缺”与“话轮让渡”，再加上句尾性这一形式要求。这决定了缺省

问的几大性质: 1) 只能运用于句子层面，不能用于从句。2) 只能用于当面提问，不能用来转述问题。一些特

殊的情况，如电话交流，虽然在物理层面不是面对面的，但在心理上与面对面的交流很接近，所以也是这一类，

其中也可以有缺省问。3) 只能用于句尾，不能用于句首与句中，因为句中句首都没有提供足够多的音段空间

以容纳和突显延时停顿。4) 缺省问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不那么自由的、功能受限的、原始的实质问操作，在形

式上，所有与疑问有关的要素都集中在句尾段，各要素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因此在正式语体中很难被接受，

出现概率很小; 而在自然口语中较为常见。
Thompson( 1998) 曾经说: 疑问的特有标记要么出现在句子的开头，要么出现在句子的结尾，或者体现为

凌驾于整个句子的音韵( prosodic) 模式。这一论断过去认为更适合极性问，而不是实质问。因为特指疑问词

是可以在原位的，这种语言还不少，如汉语的“你对谁说过?”，“谁”既不在句首也不在句尾。但是，现在看，确

实有很多语言的特指疑问词需要出现在句首或句尾，并且我们这里考察的缺省问，也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

要求。这说明，疑问的表达策略仍然是发生在整个句子的层面上，即以整个句子为基本单位; 疑问策略作用于

整个音韵单位，如语调单位。另外，疑问意味着对方需要作出回应，而这也可能会对疑问词的位置起到影

响⑤。
在类型学中，对某一范畴而言，只有世界语言相关现象中的最大公约数，才是该范畴的绝对共性。因此，

我们要说，实质问的绝对共性就在这种最原始的实质问操作中，它在实质问中的地位，相当于语调疑问句在极

性问中的地位。后来发展出来的其他各种实质问形式，都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些基本要素，只不过是进一步偏

向了不同的语法化方向。
缺省问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型，这涉及话题问。下面是一些语言中的例子: ⑥

( 4) 俄语: 语调 4
Boris ljubit Tanju． A Mau
人名 |主格 爱 人名 |宾格 话题标记 人名 |宾格

“Boris 喜欢 Tanga。 Mau 呢?” ( Boris 喜欢 Mau 吗? Comrie 1984: 14)

维吾尔语: kel-l-mi-s--
来 － 能动 － 否充 － 条件 － 第 2 人称 |单数 － 疑问

“如果你不能来呢?” ( 力提甫主编 2012: 224 － 225)

北京话: 小王呢? 如果他没看到呢?

中国结构主义者一般把这类问句划入“特指问”，英语的“What about X?”“How about X?”也被归入“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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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这一段内容由匿名评审专家指出，突显出了实质问的本质。这说明即使一个“成熟的语言”不一定要有疑问词的位

置限制，但在成熟之前这一限制依然存在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语中没有话题问标记，虽然下例句子译为英语时多用“What about X? How about X?”的形式。但英语形式只是在

命题上与话题问相同或相似，可在语形上仍属于一般的实质问。



疑问句”，它们都是本文所说的实质问。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胡炳忠( 1989) 提出，“名词( 名词词组、代词) +
呢”问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应于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他主张将其作为汉语的第五种问句。仅

就结构主义的形式分类观点看，的确可以把“呢”字句分为第五种。但是，我们仍然要问: 即使“呢”字句可以

对应于各种疑问句，但对应仅仅是翻译或解释的问题，并不代表实质，那么从实质上讲，“呢”字句究竟是不是

实质问?

话题问实际上是针对话题 X，要求提供关于 X 的信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并不清楚，完全要依靠上

下文语境来推知，所以对它的翻译或解释必然受到上下文语境的影响，并且随后者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解读。
另外，不同语言的话题问专门化的程度也不一样。英语的话题问实际上就是实质问的一种特殊构式。俄

语的 A 只是话题( 问) 标记，没有更多的语气功能。维吾尔语的语气助词 不能自由地与其他问题形式共现，

它只能加在陈述形式上，所以是比汉语“呢”系词更专门的话题问标记; 不过，它除了话题问外，还可以表惊

讶、感叹语气，如: ( 引自力提甫 2012: 225)

( 5) U nahayiti yaxi bala，tkürlük-i- texi．
他 很 好 孩子 敏捷性 － 第 3 人称 |从属 － 助词 助词

( 他是个好孩子，更不用说他的聪明 /他的聪明呢，更不用说了。例中还有另一个语气助词 texi 以表强

化，大致表示“更不用说了”。)
汉语的“呢”系词，可以加在正反问、实质问、选择问上，担任“疑问强化词”( interrogative intensifier) ，辅助

句中其他疑问形式，仅起到加强疑问语气，或起到言语互动功能的那些成分，如:

( 6) 这么做行不行呢?

今天吃什么呢?

这个怎么办呢?

你看要买多少呢?

是骑车呢，还是走路( 呢) ?

包括这一类的反问句:

( 7) 他为什么就不理我了呢? !

这些不同的语气功能，究竟是与实质问有关，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一种可能的观点是“虚化说”，即认

为它们本来是专用的话题形式，后来在使用中获得了语气功能，是进一步“虚化”或主观化的结果，这合乎学

界普遍流行的关于主观化的语法化道路的认识。另一种观点是“去主观化说”( 陈振宇、马宝玲、薛时蓉

2015) ，即它们天生就是某种表达高度主观性的成分，在使用中逐渐意义明确起来，“收敛”于某一语义域，从

而逐渐发展成为相应语义域的专用真性语法手段。
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话题问根本不需要特定的形式，就可以获得，这就是“缺省话题

问”，不独汉语如此，其他语言也有相应的表达，在实际生活中很常见。
在不少语言中，实际上都存在一种基于韵律的话题问，即直接用“NP?”形式，其中 NP 为发问所针对的话

题，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它的信息; 一般而言，这一形式所伴随的韵律模式不是询问所特有，还可以表惊讶、感叹

等功能，如在下面的英语和汉语的例句中，可以表示问“你的票在哪儿? 你的票怎么样了?”，也可以是惊讶地

指出“你的票在这儿 /那儿”:

( 8) Your ticket ↗

你的票↗

在俄语中，当句首 A 不存在，即直接用“NP?”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伴随语调摸式 4) 时，其中 NP 就是发问

所针对的话题，并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它的信息，如: ( Comrie1984: 16)

( 9) 语调 4
Va bilet?
你的 票 ( 你的票呢? )

与英语与汉语上升句调不同，正是俄语这一语调模式 4 使我们知道它是询问功能，而非其他。应当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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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模式 4 在句尾的 NP 成分上时，它一定是话题问，而且它不与其他疑问形式共现，故已是专门化的了。不

过，即使是俄语，语调模式 4 在书面语中，也可以用来表示句中停顿功能这一语气功能( Comrie 1984: 28 ) ，这

一点说明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问题构造方式，还是有一些语气功能，只不过它比英语与汉语的上升句调要专

一化得多。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话题问甚至是一种“程序语言”，即特定人类行为所依赖的语言成分，它往往只有最

需要的成分，连语调也不用，但需要“停顿”这一韵律特征，如下面“姓名”后必须有刻意的停顿:

( 10) 登记员问登记者: 姓名?

如果是多个项目，项目之间应有相似的韵律模式，包括停顿:

( 11) 登记员问登记者: 姓名? 年龄? 家庭住址?

同样的，在手语中，也有缺省问和话题问的形式，见例( 12) － ( 17) 。( 12) － ( 13) 为有缺省论元的手语缺

省句，( 14) － ( 17) 则是话题问句。例( 18) 用“钱”来询问多少钱，这个形式在手语中也较常见。有些手语中，

相关名词就进一步虚化成疑问词。我们注意到，所有例句中，都会伴随一个表达疑问的非手控形式，即一个标

记实质问的表情( 记为 cont-q) ，相当于有声语言中的声调。这些表情或覆盖全句，或部分句子，但全都延续到

句尾，甚至句尾后还有延伸。
cont-q

( 12) 花球 /还有

花球，还有———? ( 上海手语，林皓 2016: 132)

cont-q
( 13) 这 /来 /你们 /俩 /在?

到这里来你们俩是在( 做什么) ? ( 上海手语，林皓 2016: 132)

cont-q
( 14) MAN DETEＲMINEＲ

男人 /他( 指向)

那个男人( 是谁) ? ( 阿根廷手语，Zeshan 2004: 31)

cont-q
( 15) INDEX2 NAME INDEX2

你( 指) /名字 /你( 指)

你的名字( 是什么) ? ( 俄罗斯手语，Zeshan 2004: 31)

cont-q
( 16) MY SUITCASE

我的 箱子

我的箱子( 在哪儿) ? ( 荷兰手语 Coerts 1992: 275)

cont-q
( 17) 钱

钱( 有多少) ? ( 上海手语)

不过由于手语也已经语法化出了固定的疑问词，所以这种特殊的缺省和话题问例句在实际语料中并不

常用，林皓( 2016) 统计了近 700 句上海手语实质问，这种情况仅出现了 4 例。
为什么缺省问和话题问有这么重要的联系? 我们认为，从逻辑上讲，缺省问在本质上就是话题问。前面

的 X 部分提出了一个事态或事物，然后要求听话者给予关于这一 X 的信息。如果在 X 部分存在成分残缺，则

由于残缺的必然是信息焦点，所以在认知上最为突显，便要求回答的信息必须是关于这一成分的。而当 X 部

分不存在成分残缺时，所要求的信息就无法在句中得到提示，而必须在上下文中去寻找认知突显点，从而确定

可能的要求范围。
那么所谓的话题问标记是什么? 它是用来表示( 缺省问中也有) “话轮让渡”功能的形式化标记，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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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成分残缺”。话轮让渡是一个主观的言语活动层面的语气功能，而不是客观的信息表达功能。所以它

们容易与其他语气功能( 如感叹、强化疑问语力等) 相关联，从而迁移过去。

3． 摊手

各种语言中的疑问词都已经有相当高的语法化程度了，因此反而看不太清其源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

种更为原始的疑问词“雏形”的话，就可以判断“实词虚化”和“去主观化”究竟哪种解释更有可能代表实质问

的本质。
手语作为一门特殊的语言，以视觉为媒介，手及身姿为发音器官，在空间中展开，在有着所有语言的共性

的同时，又展现出其特性( Stokoe 等 1965; Pfau ＆ Markus 2006) 。如其它自然语言一样，手语形成于习惯并受

当地文化以及相应强势语言的影响，各地手语在表层千差万别，而又展现一定的共性，例如其语法化路径也大

多遵循从实词到虚化的单方向路径( Traugott ＆ Heine 1991; Hopper ＆ Traugott 1993) ，但在具体的语法化步骤

上又有其特性，如语法化可以从手势直接跳过词化变成功能词( Wilcox 2007) 。
相较于有声语言，世界现有的手语普遍较为年轻，即便是现存手语中较老的，例如法国手语，也不过四百

多年历史，现在研究最多的美国手语也仅有 200 年历史( Shaw ＆ Delaporte 2015 ) 。更有甚者，如尼加拉瓜手

语，从一般的家庭手势发展成为独立的手语语言，仅仅经历两代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学者们可以研究一

个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研究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语言本质以及语言习得实质的认识( 详见尼加拉瓜手语

研究团队系列成果，例如 Senghas 1995，Senghas et． al． 2004) 。
另一方面，手语中一些基本属性可能是人类甚至灵长类共有的，Hobaiter 等( 2014) 发现，手语与手势的关

系非常紧密，而手势的产生源远流长，很可能与语言的产生有一定关系，我们婴儿语前期手势和猩猩有许多词

汇是一样的，研究发现婴儿用的可区分的 52 个手势，可以在猩猩手势中找到 46 个，达到 89% ( Kersgen et al．
2018) 。而我们前溯到达尔文的研究，他发现对表情的识别和感知，不仅人类通用，很有可能一些高级动物中

也通用此认知能力( Darwin 1872) 。手语语言系统也从手势中借用词汇，有些手势成分在手语中实现语法化

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历时较短。而“摊手”则正是一个从手势发展为手语词的形式。
“摊手”是个常见的手势动作: 双手从里向外翻转，掌心呈现; 同时经常伴随表情动作，如“摇头、耸肩、眉

动”等等。“摊手”有不少变体，比如掌心不是平摊，而是呈一定倾斜。手指不完全伸直，呈现一定弯曲角度。
做“摊手”的位置可能在胸前或是更靠上，另外，可能一只手或两只手在摊开等等。但核心动作———手往外摊

开，掌心向上———则是一致的。
“摊手”在手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不少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做了重点研究: 一是从手势学角度( Müller

2004，zyürek 2012，Kendon 2004) 研究听者使用这个手势的情况; 二是以手语为材料，研究“摊手”的篇章功

能。三是对摊手在手语疑问或否定句中出现情况进行描写。但目前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澄清，例如，“摊手”
在手语中属于手语词或仍是手势? 根据 Emmorey( 1999，2002) ，手势既出现在听者，也出现在聋人语言表达

中。它究竟是表示语篇语用功能的，还是表示语法意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目前也存在很大争议。3． 1 节

将简述相关研究现状。
3． 1 相关文献简述

从有声语言篇章研究角度讲，Kendon( 2004) 分析了“摊手”，即“palm with lateral movement”在交谈中出现

场景: 说话者想把自己的话及信息提供给听者，有“提供”“展现”“邀请”意味，并可用于进一步解释、说明或

评论等语用信息相关的场景中。McNeill ( 1992) 认为在英语口语中，“摊手”在元叙述( meta-narrative ) 是作

为篇章标记，起到串联篇章作用。林皓( 2019) 结合量化研究，讨论中国人在说普通话时，伴随使用“摊手”这

一手势的情况，指出“摊手”在中国人的认知上有两大含义: 一是两手摊开，即“两手空空”这一意象，容易与

“无”“否定”“完成”等概念联结; 二是“邀请”或“交出”之意，容易表达人际互动。
Engberg-Pedersen ( 2002) 中分析丹麦手语的“摊手”的篇章标记功能 ( discourse marker ) 有: 标记时序

( temporal sequencing) ，言据性( evidentiality) ，或求确认( confirmation) 或否认等。根据她的研究，“摊手”已经

经历语法化，成为篇章标记; 而其具体意义，可以通过上下文及与之相应的表情体态来确定。Van der Koo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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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等研究了荷兰手语中的“摊手”，发现其相当于韵律标记( prosodic cues) 。Mckee ＆ Wallingford( 2011)

详细考察了语料库中“摊手”的情况，认为“摊手”在新西兰手语中可以作为连结词，起衔接作用时，行使的是

语言方面功能; 而在篇章中，也可以作为人际间互动沟通及元叙述元素。台湾手语也有类似发现，“摊手”可

以作短句间标记词，同时也广泛地出现在一般疑问句及特指疑问句末( Chen 2012 ) 。Conlin( 2003 ) 等探讨美

国手语的“摊手相当于一个非定指小词( particle of indefiteness) ”。
中国手语主要分为南北手语两大方言( Fischer ＆ Gong 2010) ，南方手语系以上海手语为代表，北方手语

以北京为代表。Yang ＆ Fischer( 2002) 基于北京手语，吴晓波( 2013) 和林皓( 2016) 基于上海手语，发现中国

手语中的“摊手”出现于否定句中，起否定作用，但都未能系统描写中国“摊手”的语法功能。
本文利用自建的上海手语语料库，分析 2000 余条语料，统计涉及“摊手”的各种应用场景，详细分析“摊

手”的各方面功能。下文中，如未特别标明出处，均来自此语料库。
3． 2 摊手的两大功能———否定与疑问

“摊手”意义多样并含混，正说明它是语法化初期的“雏形”。我们不能按照已经成熟的语言标记来要求

它，而是必须从它的基本功能结合母语者的认知体验开始分析。为节省篇幅，仅前六例附手语图。
“两手空空”这一意象带有消极义，在“摊手”与“否定”概念间建立了映射关系，演变成“摊手”否定词及

词缀。如可以表达存在否定:

( 18) 为什么 /你 /钱 /摊手( 你为什么没钱? )

也可以表达一般否定:

( 19) ( 男人) 知道 － 摊手 /量词( 举起长矛) /准备 /进攻 /量词( 举起长矛)

( 男人不知道( 情况) ，举起长矛准备进攻。)

但是“摊手”更重要的是表达疑问。摊手，一是表示手中空空，从而表示“否定存在”“否定”“无可奈何”
“不知道”等意义。二是表示“我放弃了”，或“交给你了”，从而具有让渡话轮或邀请加入会话的功能。合在

一起，表示对“我”( 说话者) 来说这一信息是空的( 不知道的或不确定的) ，交给“你”来回答。
手语是多模态的语言，可以分为“手控”( manual) 与“非手控”( non-manual) 两大层面，手控就是所做的手

势，而非手控是伴随的身体姿势和表情，包括: 1 ) 口词，即聋人在打手语时，嘴做出对应口语词的口型或发出

相近的音，通过观察可以清晰地和口语词对应起来。2 ) 头动，主要是摇头。3 ) 眉动和眼动，包括扬眉、皱眉、
凝视、瞪眼等。

上海手语的“摊手”表达否定和疑问，在非手控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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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手语中“摊手”分类别及表情对应关系

摊手功能 头动 眉动 眼动

A． 否定词: ( 不，没) ( 摇头) ——— ———

B． 语气词( 吗、呢) 侧头 皱眉 凝视

C． WH 疑问词( 什么、怎么、哪) 侧头 皱眉 瞪眼

D． 反问标记( 干嘛、难道) 侧头 扬眉 瞪眼

E． 韵律标记 ——— ——— 凝视

F． 篇章标记 侧头 ——— 凝视

请注意，表中的“不、没、什么、怎么”等都是翻译为有声语言时所对应的词，并不代表“摊手”的准确功能。

表上对译词仅仅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

可以看到，在表达否定时( A) ，并不伴随明显的非手控形式，“摇头”可以有可以没有，因此“摊手”的否定

功能是语法化程度很高的，具有客观报道的色彩。

但是在表达疑问时( B、C、D) ，则有很显著的非手控形式，其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是“眉动”。扬眉是一种

惊讶的神情，这是因为反问与意外( mirativity) 有十分重要的联系。陈振宇、杜克华( 2015) 说，“疑问 +［特征］

意外———→［主］语用否定 +［次］说话者指向感叹”，这里的“语用否定”就是指反问功能。虽然并不是所有

的意外都会导致反问，也不是所有的反问句都与语用否定及意外有关，但二者的结合的确代表了典型反问中

的主要部分。所以使用表示意外的“扬眉”标记是可以理解的。在询问时，最重要的眉动是“皱眉”，可以看

到，在表达语篇功能( E、F) 时，这一非手控形式不再出现。皱眉是一种研究的神情，表明这里出现了难解之

处，信息方面有所缺陷。

从词的形态来看，可以将“摊手”分为: 词缀和单独词两种形式。我们会在语料中将单独词直接记为“摊

手”，而词缀，我们会记成“某某词 － 摊手”: 例如，“怎么办 － ( 摊手) ”，即摊手作为词缀附于“怎么办”手势后;

又如“知道 － ( 摊手) ”，意思为“不知道”，即此时“摊手”是附于“知道”后的词缀。不过这两种形式在功能上

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分布差异。

3． 3 摊手在实质问中的功能

1) 实质问中直接充当疑问词，此时句中没有其他疑问形式。“摊手”作为问实体的疑问代词，是事件的内

部论元。语料库中所见是在句末位置，作宾语，一般译作“什么”。

( 21) 你 /读大学 /你 /针对 / ( 摊手) ? ( 你读书针对什么? )

做地点疑问副词，一般译作“哪儿”。不过这些用法在语料中只有数例。

( 22) 你( 触碰) /睡 /家 / ( 摊手) ? ( 你家住哪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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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当疑问强化词，此时句中有其他疑问形式，已经可以表达疑问，所以“摊手”可加可不加，加之使疑问

语力更强，更要求对方回答:

( 23) 他 /到底 /喜欢 /谁 / ( 摊手) ( 他到底喜欢谁呢? )

( 24) 怎么 /沟通 /摊手? ( 怎么沟通呢? )

丹麦手语中“摊手”有相类的表现，并且也是都可用于特指问及一般疑问句中( 引自 Zeshan 2004: 33) :

( 25) PAPEＲ WHEＲE PALM-UP

纸 /哪儿 /摊手

3) 询问事情的结果，此时也可以翻译为极性问句，表示询问事情是否达到了其内在的结果。
( 26) 我 /有 /报名 /摄影 + / ( 摊手) ? ( 我摄影比赛报上名了吗? )

( 27) 赔 /钱 / ( 摊手) /赔 / ( 摊手) ( ( 车祸) 赔钱了没，赔没? )

( 28) 结婚 /完成体词缀: 了 / ( 摊手) /他( 指向) ( 他已经结婚了? )

4) 话题问。
( 29) 菜 /摊手 /东北( 那个东北菜呢( 怎么还没有上) ? )

“摊手”作疑问副词，询问方式的“怎么办”，或者是询问状态、方式的“怎么样”，以及原因的“怎么”，但其

本质都是话题问，即要求对方提供相关内容的信息。

总体而言，作疑问副词时，摊手的位置分布都位于句末。在表达“怎么办”时，经常表达处于困境，不知如

何是好的意味。另外，这种句式中的“摊手”如果不考虑口词，完全也可以解读为一个附加问词( tag) 。在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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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经常一边说“怎么办”，一边摊手，也并不期待别人有回答，只起加强语势之作用。
“摊手”这个手语词有变体，其中一个强调的打法是双掌叠击，然后再摊手，击掌数有一次到三次不等，见

下例中的第一个“怎么办”。这表明摊手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因此会进一步演变为情感标记。
( 30) 截肢 / ( 摊手) /苦 / ( 摊手) ( ( 车祸) 致残了，苦了，怎么办? )

有趣的是下例中，在“摊手”打出来后，有个将“摊手”朝向对方轻送的动作，好像意思是:“请你说说”，充

分展现了摊手的邀请( 话轮转移) 功能。
( 31) 国际 /手语 / ( 摊手) ( ( 你的) 国际手语( 水平) 怎么样? )

5) 感叹词或词缀。
( 32) 请 /昂头 /老板 /赞扬 /笑 / ( 摊手) ( ( 我) 昂头请老板，( 老板) 笑着并赞扬( 我)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海手语中，“摊手”具有相当多的语法功能，部分实现了语法化，因为它表达否定时

可作为词缀使用。而在实质问中，其含义非常泛化，担任多种角色，可以相当于一个多功能疑问词，也可以看

成语气成分。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其手势上的认知意义。
3． 4 缺省问与摊手异同比较

先看“同”的一面: 都有让渡话轮的功能; 都表示说话者的不确定性( 无知性，一种否定) ; 空位和摊手的语

义性质都由局部语境决定，而它们自身在语义内容上都是零; 都只用于独立小句，不具有嵌入性。另外，缺省

不一定就是实质问，还可以表示陈述中的犹豫等; 同理，摊手也不一定表示实质问，还可以表示纯粹的否定、表
达感叹等。这一点说明它们都是真正的“原始”操作，并不是语法化或高度语法化后的东西，而是更为语用性

的、本源性的东西。
再看“异”的一面: 缺省问是更为纯粹的空位，而摊手是一个音段形式。缺省问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附着在

一个音段形式上，而摊手可以单用，表示否定、惊讶，当前面的部分已经是问句的情况下，还可以表示“究问”( 强

化疑问、追问) ，这时其功能相当于一个叹词或语气词( 见例 23 －24)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疑问强化词”。
另外，缺省问是犹豫，是弱化自身，以表达说话者的不确定性，因此是弱的语气，语力并不很强; 而摊手则

可以表现得很强硬，可以有强或很强的疑问语力，这都取决于手势动作的幅度与速度，如例( 30) 强化的“怎么

办”; 因此摊手还发展出情感标记功能，如例( 32) 。
在句中有疑问词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句尾再加上一个摊手，担任疑问语气强化成分，如“到底 /喜欢 /谁 /

摊手( 到底喜欢谁呢?)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话题问，即句中的话题不再是 NP 或陈述句小句，而是一个

疑问性小句，摊手表示要求对方提供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信息，这一信息实际上也就是该问题的答案，这正是它

具有追究意味的原因。熟悉汉语语法的读者可能已经想到，这正是汉语方言中“呢”类疑问语气词的功能。
综上所述，摊手具有缺省问的全部功能，但由于具有音段形式，其功能更为发达，远远超出了缺省问的范

围。在新西兰手语中，原来只有“摊手”这一个实质问形式，但后来受澳大利亚手语的影响，借入了各种疑问

词( McKee ＆ Wallingford 2011) ，这说明“摊手”是基础形式; 在上海手语中，虽然疑问词也很发达，但实际上

“摊手”的运用仍然十分广泛。

4． 功能的分化与实质问两大系统

“摊手”是疑问词的“雏形”，它的本质对实质问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但是摊手一般同时兼顾了“成分残

缺”与“话轮让渡”两个方面，而这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strategy) 。因为两种功能的句法位置与语义限制都不一

样: 成分残缺是命题中的论元功能，在句法上以“在原位”为宜; 话轮让渡则是言语活动中的互动功能，在句法

上以“在外围”为宜。这两个方面被捆绑在一起，结果只有一个位置———句尾———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⑦ 这

不但对其他句法位置的成分残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且也不容易发展出更多的语气功能。
在进一步语法化中，这两方面功能必将分化。下面介绍两个不同发展方向的实质问形式———话题问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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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根据林皓( 2016) 的统计，在上海手语中，即使是有了各种疑问词，仍有52% 的例句是将疑问词放在句末。这应看成

是这两方面分离得不充分的反映。



词( topic-question particle) 和万能疑问词( universal interrogative pronoun) 。
4． 1 成都话“咹”

在汉语北京话中存在一个重要的语气词“呢”，但它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历史来源:“在、裹、哩”类来源，主

要用于陈述句( 包括一些感叹句) ;“聻、尼”类来源，主要用于疑问句( 话题问) 。( 参看江蓝生［1986］的调查)

大约在《红楼梦》的时代它们合而为一。因此对研究实质问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在历时研究中，存在

纵向演变与横向改变两种类型，纵向演变是由该语言自身内在因素造成的，是语言中必然性的最好体现; 而横

向改变往往是由偶然的语言接触、音变造成的分合、特殊词汇的传播等原因导致的。
我们调查了当代汉语方言中的情况，认为在官话方言区中另外有一系列语气词更纯粹，包括乾县话、陕县

话( 中原官话) 的“捏”“囔”，恩施话( 西南官话) 的“欸”等。下面以成都话( 西南官话) 的“咹”为例，它又写作

“喃”，做语气词时读［n1 /nan1］，做叹词单独使用时读［1 /an1］。⑧

我们无法找到有关“咹”的“实词虚化”的历史痕迹，它很可能是直接从叹词而来的基础语气词之一。从

功能上看，它与缺省问有很多一样的用法:

( 33) 你爸咹? ( 在哪儿? )

他不去，你咹?

碰到刮大风咹? ( 咋办? )

我要是不来咹? ( 又咋个? )

我就是不答应咹? ! ( 看他把我咋个了! )

下面是“咹”字句与摊手一样的用法。首先是可以独用( 叹词用法) ，表示意外、究问，如:

( 34) 意外: 咹? ! 咋会是他咹? !

咹? ! 你还没走哇? !

( 35) 究问: 你是四川人哇? 咹?

是不是来客了哇? 咹?

其次是担任“疑问语气强化成分”，几乎所有实质问、极性问及选择问都可以加上它，除了同是由语气词

担当的“哇”字句、“嗦”字句、“喔”字句、“啊”字句等以外。如:

( 36) 这么整行不行咹?

今天吃啥子咹?

这个咋个办咹?

你看要买好多咹?

是骑车咹，还是走路( 咹) ?

包括这一类的反问句:

( 37) 男人家咋个就做不得家务事了咹? !

下面是“咹”与缺省问和摊手都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咹”不具有论元功能，不能用来代替某个论元成分:

( 38) * 水果当中你喜欢……咹↗?

* 你吃面，吃饭还是……咹↗?

其次，一般而言，“咹”用于疑问句，但在以下情况下，与疑问关系越来越弱:

用于祈使性的商量语气( 礼貌用法) ，意为“做 XP( 又会怎么样) ”，“怎么样”取轻义:

( 39) 借给我用几天咹。
帮我带本书回来咹。

用于强意外，表示感情，此时“咹”会特别重读:

( 40) 你这个娃儿( 咋个) 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咹!

作为话题标记，用于句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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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订车票的事咹，就交给他去办了。
这个娃儿咹，不咋( 个) 得行不怎么能干哦。

按照赵元任先生的观点，句中话题标记，其实就是“自问自答”。根据我们对语料库的调查，成都话句中

话题标记所用语气词中，“咹”占 97% ( 个别例句用“啊”) ; 当“咹”用于句中时，98% 都在话题之后，包括主语

后、时间空间方式等状语后，以及前置的受事、结果、材料等成分之后，几乎不能放在非结构性成分之后，如不

能说“* 他在咹，家头看书”，而只能说“他咹，在家头看书”“他在家头咹，看他的书”。因此，“咹”是相当收敛

的成都话句中话题标记，收敛程度远超过北京话的“啊”和“呢”。
总之，“咹”只具有“话轮让渡”一个方面的功能，完全没有“成分残缺”的一面。不过，其语气功能有了更

大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摊手”。
4． 2 万能疑问词

指语义内容几乎为零( 完全由局部语境决定) 或可以用于询问各种不同问题的疑问词。万能疑问词是且

只是“成分残缺”功能的扩展，不具有那些从“话轮让渡”而来的功能。
古代汉语的“何”就是一个万能疑问词。可译为“什么”，如:

( 42)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 ( 《触龙说赵太后》)

可译为“哪里”，如:

( 43) 何由知吾可也。( 《齐桓晋文之事》)

豫州今欲何至? ( 《赤壁之战》)

可译为“为什么”，如:

( 44) 为天下笑者，何也? ( 《过秦论》)

可译为“怎么( 方式) ”，如:

( 45) 徐公何能及君也? ( 《邹忌讽齐王纳谏》)

可译为“哪; 哪个”，如:

( 46)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 《诗经·隰桑》)

与发育不完备的“摊手”不同，万能疑问词已经可以自由地用在句子的各处，不再局限在句尾; 其涉及的

语义更为丰富，也发展出了不少规约化的固定格式，如“何以、何为、何也”等; 它还能作为基础疑问语素或词，

与其他语素或词一起，组成复合疑问词或疑问短语，如“何人、何物、何时、何处”等。
上海手语中也有一个万能疑问词———“晃食指”( 左右晃动食指) ，其出现在语料中的频率远远高于其它

疑问词，达到总数的 53% ( 339 /640) 。“晃食指”译为“什么”( 即 what) 的次数最多，达到 253 次，译为“怎么”
( how) 35 次，译为“为什么”( why) 12 次，以为“哪里”10 次，“哪个”6 次，有 3 次是译为“谁”。
“晃食指”译为“什么”，对事物进行提问，分别作主语、宾语或定语，这是最常见的用法，分别见以下例句:

( 47) 晃食指 /晃食指 /事情 /开心 ( 什么事情( 让你) 开心? )

她 /穿 /晃食指 /衣服? ( 她穿什么衣服? )

作定语时，位置一般可能在它所修饰的名词前，也经常出现在其所修饰的名词后，如:

( 48) 车 /晃食指 /撞成两半 ( 什么车被撞成两半? )

偶尔出现“晃食指”表达“谁”的意思，作人称疑问代词，但在语料库中例句比较少，总共发现 3 例，原因之

一是上海手语中已有语法功能较专一的疑问词来表达“谁”。
( 49) 晃食指 /水粉 /水粉? ( 谁( 教) 水粉? )

到底 /喜欢 /晃食指? ( ( 你) 到底喜欢谁? )

此外，“晃食指”还可用于选择疑问句中，作选择疑问词，如:

( 50) 喜欢 /晃食指 /这 /这 /这 /菜? ( ( 手指) 这个，这个，这个菜，你喜欢哪一个? )

“晃食指”作疑问副词，一是可表方式、状态、情状，相当于汉语的“怎么”; 二是表原因，相当于“为什么”;

三表地点，相当于“哪儿”。
( 51) 晃食指 /钱 /给你? ( 怎么把钱给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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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晃食指 /给你 /钱? ( 为什么给你钱? )

( 53) 吃完 /准备 /去 /晃食指? ( 吃完准备去哪儿? )

“晃食指”还可以形成多种复合疑问词，包括时间疑问副词“什么时候”，地点副词“什么地方”等，限于篇

幅不再详述，简而言之，“晃食指”可以通用于除表达数量之外的一切疑问中。而表达数量在中国手语中用

“抖五指”专任。

进一步的复杂化，是世界语言中表示实质问的形式，分化出各种各样的单纯疑问词，它们可能是从原来的

复合短语词汇化而来，也可能是另行产生的。有了更多的单纯疑问词，系统主要是在“语义内容”上进一步分

化、丰富与完善。缺省、摊手、疑问语气词与万能疑问词，究竟问什么，都由局部语境决定; 而这些疑问词，在它

们自身的词汇意义，或者是其结构意义中，就带有一定的规约性，要求是对某些事物的疑问，而不是其他事物。
不过，这种语义丰富性并不意味着消除了“不确定性”，而只是缩小了选择范围而已，如在“何人”“谁”中，把

选择范围局限在人，排除其他事物。⑨

5． 结语: 语气和 WH 词的双轮驱动实质问发展

总结上述各种语言材料的功能差异，我们做出实质问语义地图，如下所示:

根据对以上各种语言( 包括手语、方言) 的考察，我们提出关于实质问的语法化假说，它有以下内容:

完整的实质问具有下图这样的结构，其中包括两个区域，分别为疑问词( 是对成分残缺的操作) 和实质疑

问语气( 是对话轮让渡的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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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除万能词外的其他单纯疑问代词，也是语义内容上的限定，如古代汉语有“谁( 问人) ，孰( 对列项的选择) ，安、恶、
焉( 问处所或方式) ，胡、奚、曷( 问原因) ”等。



图中，话题问语气用“topic-m( ood) ”表示。疑问词则分为三个层次，“ell( ipsis) ”指论元残缺，即在原论元

位置的空位;“sem( antics) ”指对事物的词汇语义规定性，并按它的结构方式分为两层，“sem1”是单纯疑问词

( 包括万能疑问词) 的位置，“sem2”是在前者上面增加的一层，与“sem1”一起构成复合疑问词或疑问短语。
当然，每一个具体的实质问句，对这些要素都有各自的配置方式，如下表所示。

话题问语气 疑问代词

topic-m ell sem1 sem2

缺省问 e( 残缺 /让渡)  

摊手( 句尾) 摊手( 残缺 /让渡)  

疑问形式 + 摊手 摊手( 让渡) e 其他疑问形式

咹 咹( 让渡) e  

疑问形式 + 咹 咹( 让渡) e 其他疑问形式

何 e 何( 残缺) 

何人 e 何( 残缺) 人( 人)

谁 e 谁( 人) 

“”表示没有出现任何成分，“e”表示由空位表达。我们认为，和极性问一样，对实质问而言，不确定性和

疑问语力都是必需的，不能不出现，所以在疑问用法中 ell 位置在功能上一定有东西存在。同时，“摊手”比缺

省问运用范围更广，内部同质性便差一些，需要分别对待。
从世界语言的语法化来看，在实质问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疑问词这一翼。几乎所有语言，一旦语法化进程

超越了以“缺省———摊手”为代表的初始状态之后，都会发展出单纯疑问词; 有的语言仍依赖万能疑问词，但

大多数语言都会进一步发展出较为复杂的单纯疑问词体系。与之相反，独立的、较完善的话题问语气成分，在

世界语言中却是少见的现象。汉语、俄语、维吾尔语等，所以在语法书中需要特别加以重点描写，否则世界上

大多数语言背景下的人就不明就里。
有的语言，是把极性问的语气表达形式用在实质问中，瑏瑠如英语的助动词移位、日语的句尾 ka; 有的则干

脆在实质问中没有发展出规约化的语气形式，只用疑问代词一翼，如格鲁吉亚语。但在格鲁吉亚语中，缺省问

却是正常的( Harris 1984: 96) ，可见主要是缺乏语气方面的音段化。毫无疑问，这些语言———即使实质问句有

疑问语气形式———都没有发展出话题问、话题标记功能。瑏瑡

参考文献:

［1］ Harris，A． C． Interrogativity in Georgian［C］/ / Williams，C．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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