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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研究的方法、
理论和治学风格
——《邢福义选集》读后¹
李宇明
(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 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高度归纳了邢福义先生首倡的词语归类方法和两个三角学说, 概括
了邢福义先生的一系列理论贡献: ( 1) 结构的分层向核性和句子成分的配对性; ( 2) 名词赋格
论; ( 3) 主观视点; ( 4) 小句中枢说。
文章最后指出, 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路向是从事实到理论
的“
上行路向”
。
关键词: 邢福义; 语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 H 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 2000) 05-0046-03

《邢福义选集》
即将出版, 先生嘱我作跋。自
1982 年跟先生学现代汉语, 虽常有先生的耳提面

词的归类上的诸多困难, 这些归类方法, 特别是排
他和类比, 对于解决汉语词的归类困难是很有价

命, 但所学仍为九牛一毛。
今借机将先生的主要论

值的。

著通读一遍, 又有新得。现从方法、
理论和治学等
方面谈点体会。

值得注意的是, 《词类辨难》
运用了一些具体
的语法格式来帮助判定词性。例如: “
为谁 X 过”

一
( 一) 词的归类方法

中 X 是动词( P . 17) ; 可以出现在“
是…的”之间,
不能用 来作为 判定是 否形容 词的 充足理 由( P .
19) ; “
一…, 就 X 了”中的 X, 是动词常 出现的语

《词类辨难》
(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是奠
定邢福义先生学术地位的早期著作。这部十分耐

法环境( P. 22) ; “
从 X 上”中的 X 是名词( P . 30) ;
“已经 X 了”
、“
还没 X ”
、“
曾经 X 过一阵”
、
“从来

读的著作, 不仅对 262 个不易归类的词语进行了

没 X 过”、“
顿时 X 起 来”、
“逐渐 X 下去”中的 X

归类, 不仅提出了“
短语词”的概念和“
形容词的动
态化”等问题, 而且总结出了直接判定、
排他和类

是动词, 若形容词出现在 X 的位置上便会造成形
容词的动态化( P . 133～135) 。这些格式虽然覆盖

比三种归类方法。
直接判定, 是根据某类词的语法特点直接判

面有一定的限度, 但是有效性相当高, 如果将这类
格式积攒到一定的量, 就有望解决归类上的大部

定某个词属于某一类, 这种方法适用于语法特点

分问题。
怎样更有效地发挥这类格式的作用, 应该

比较明显的词; 排他, 是通过排斥其他各种可能、
借以肯定只有某种可能, 这种方法适用于缺乏明

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 二) 两个三角学说

显的作为某类词的语法特点的词; 类比, 是已知甲

如果说直接判定、排他和类比是在对较难归

词属某类、
由此推知只能跟甲词同类的乙词也属
某类, 这种方法适用于难以判定其词性的词。
汉语

类的词语的研究中总结出的具有汉语特色的归类
方法, 那么“两个三角”学说, 则是邢福义先生在自

因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而造成词类划分和

己几十年来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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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为《邢福义选集》
所作的跋, 发表时略有删节。《
邢福义选集》为“
二十世纪现 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选集”

之一,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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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般研究方法。
两个三角学说最早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

是将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同西方的层次分析进行
有机结合的尝试。这些观点的提出距今近 20 年,

两个“
三角”
》( 《
云梦学刊》1990 年第 1 期) 中正式

但仍能给人以丰富的理论启迪。

提出, 后又在《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 研

( 二) 名词赋格论

究》
(《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 年第 3 期) 、
《
从基本
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 《
中国语文》

“名词赋格 论”是邢福义先生的又 一理论贡
献。邢福义先生在《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

1992 年第 6 期) 等论文中进一步阐述和完善。

角”
研究》( 《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3 期) 指

两个三角由小三角( 语表形式- 语里意义语用价值) 和大三角( 普通话- 方言- 古代汉语)

出: “
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 汉语里名词对
动词来说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松散性 的外部形

构成。小三角是讲“由表及里、有里究表、
表里互

态。
动词是句子的组织核心, 而句法格局的面貌却

证”
的“表里辨察”
, 并在表里辨察的基础上“考究

是由名词这种外部形态来确定的。
”
邢福义先生在

语值”
。大三角是讲在研究普通话的现象时, 要横
看方言, 上看古代汉语。很显然, 两个三角是解决

《汉语语 法学》( 东北 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97 年)
中, 考察了“单名赋格”和“
双名赋格”的多种现象,

怎样在语法研究中观察现象、
发掘规律和多侧面

进一步强调了“
动词核心, 名词赋格”的观念。

相互印证的问题。所谓三角, 其实就是观察现象、

过去, 人们多把精力集中在动词身上, 对名词

发掘规律和相互印证的三个视角。小三角是现代
汉语语法研究的内部的三个视角, 大三角是现代

的研究相对较少。“
名词赋格”
不仅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汉语语法的特点, 而且将名词的地位提到决

汉语语法研究的外部的三个视角。

定句子格局的高度。
这种新思路, 必然带来新的研

对语法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和动态、
立体性的
研究, 是当代语法学的明显特征。
汉语的形态不发

究内容, 形成新的研究方法, 从而产生新的理论。
( 三) 主观视点

达, 许多语法问题仅在语法的层面很难得到圆满

复句是邢福义先生的重要学术“
根据地”
,从

的解决, 因此, 多视角地动态地对汉语语法进行观

《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中国语文》1979 年第 1

察和研究, 成为 80 年代以来中国语法学界所致力
探讨的热点课题。两个三角学说便是中国语法学

期) 的发表至今, 一直在研究复句问题, 出版了两
部专著, 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著, 用形式与

界这种探讨的结晶。

意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描写了许多复句格式, 探

二

讨了复句与单句的界限及其纠葛, 并根据“
从关系
出发, 用标志控制”
的原则建立了三个级别的复句

( 一) 结构的分层向核性和句子成分的配对性

分类系统( 《复句的分类》
,《
句型与动词》
, 语文出

1981 年, 在公 开引 进美国 描写语 言学的 同

版社, 1987 年) 。

时, 《
中国语文》
开展了汉语析句方法的大讨论。邢
福义( 华萍) 先生的《
评“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

在这 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中, 关 于“
主 观视
点”
的论述最具理论色彩。邢福义先生在《
汉语复

( 《中国语文》
1981 年第 2 期) 是这次大讨论的重

句 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 《中国语文》

要论文。之后, 邢福义先生连续发表了《
论现代汉
语句型系统》
(《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一) , 北京大学

1991 年第 1 期) 一文中指出, 复句语义关系具有
二重性, 既反映客观实际, 又反映主观视点, 而主

出 版社, 1983 年) 、
《句子成分辨察》
(《
语文论坛》

观视点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复句格式

1982 年第 1 期) 等系列性的论文。

为复句语义关系所制约, 但又反过来对复句语义

这些论文提出了句子结构的“
分层向核性”
,
描画了结构层依照一定的顺序对结构核的层层包

关系进行反制约。复句格式一旦形成, 就会明确限
定所标示的关系, 就会直接反映格式选用者的主

绕; 并且认为句子成分是相互配对的, 主语同谓语

观视点, 而反映的主观视点既可以同客观实际重

配对, 动 作语同宾语配对, 补语同补语 中心语配
对, 状语同状语中心语配对, 定语同定语中心语配

合, 也可以跟客观实际不完全等同。
邢先生所讲的主观视点, 已经深入到说话人

对, 独立语是失偶成分。

语言使用的心理、旨趣和关照点, 这种主观视点的

句子结构的分层向 核性和句子成分的 配对
性, 是邢福义先生较早运用层次分析法的思路对
传统句子结构观念和句子成分之间关系的改造,

主导作用, 不仅适用于复句, 而且也适用于所有的
语言现象, 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 四) 小句中枢说
·47·

“
小句中枢说”
是邢福义先生在《小句中枢说》
( 《中国语文》
1995 年第 6 期) 中提出的关于语法

女作《
动词作定语要带“
的“
字》
, 自此于今 43 年,
一直勤奋耕耘在现代汉语语法这块学术沃土中。

本位的主张, 并在《
汉语语法学》这部近 40 万字著

持恒心, 守定性, 是邢福义先生著述等身、
硕果盈

作中实践了这一主张。小句中枢说认为小句处于

仓的最重要的原因。

汉语语法系统的中枢地位: 小句( 单句或分句) 所
具备的语法因素最为齐全, 小句跟其他语法实体

成名之学者, 大抵都有他的治学风格。
福义先
生治学, 最重语言事实。
用敏锐的目光去充分地观

都有直接联系; 小句能控制和约束其他语法实体,

察事实, 用入微的工笔去细腻地描写事实, 在对事

因而成为其他语法实体所从属所依托的核心, 并
由此产生了小句成活律、小句包容律和小句联结

实充分观察、
细腻描写的基础上, 发掘出有价值的
令人信服的语法规律。正如吕叔湘所评价的那样:

律等“
小句三律”
。

“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

《马氏文通》
问世的百多年来, 汉语语法研究

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 并且巧作安

不仅在挖掘和描写语法事实、
揭示和解释语法规
律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 而且也在不断地探索

排, 写成文章, 令人信服。”( 吕叔湘《序》
, 邢福义
《
语法问题探讨集》
,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适合于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寻找汉语语

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路向是“
上行路向”
,

法的“
本位”
, 就是探索适合于汉语语法的研究方

即从事实中发掘规律, 再进一步升华为理论。
自下

法和理论的一种重要体现。从语法学的角度看, 寻
找语法的“
本位”
, 最主要的是要给语法研究寻找

而上的研究路向, 根基深厚, 活力充沛, 充溢着浓
郁的民族特色。邢福义先生的研究可为佐证。

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和视野广阔、对语法现象看

西方流行的所谓语言理论, 基本上是用西方

得真切细致的观察站。小句是句法中的最大单位,
同时又是最基本的话语单位, 向下可以得到句法

语言的“
矿石”
冶炼出来的。汉语虽然同西方语言
具有一些语言共性, 但是也有着语言类型学上的

领域的各种单位和规则, 向上通过小句联结律可

重大差异。
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汉语, 或只是

以构成句群和篇章, 得到“
超句法”的各种单位和

用汉语事实来验证某种理论, 于理论创新和事实

规则, 是研究语法的较为理想的立足点和观察站。
同其他“本位”
理论比较, 由于小句中枢说有篇章

发掘皆无裨益。
作为汉语学者, 应倾心冶炼汉语矿
石, 提炼出带有鲜明特点的规律和理论, 并以此来

语言学的背景, 且明显受到了结合语用、
语义研究

同西方的语言理论交流碰撞, 从而产生真正的具

语法的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因此具有较大的优
越性。

有普遍性的语言理论。
就当前的情况而论, 并不存在适合全世界各
种语言的普遍性的理论。
理论应理解为一种意识,

三

一种从语言事实中发现规律、
并不断提升规律层

大千世界, 五彩缤纷, 时时诱人走出学术。历
史风雨, 变幻莫测, 对待学术时褒时贬, 往往逼人

面的意识; 理论应理解为一种追求, 一种与西方语
言理论平等交流碰撞、并进而获得具有更大普遍

离开学术。家境变迁, 精力昂衰, 常常无法将全部

性的理论的追求。

身心投入学术。而学术, 是一种持恒守定的事业,
它从不宠爱东走西跳的“
智者”
和期盼天上掉馅饼

因此, “上行”的研究路向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 责任编辑] 李显杰

的幻想家。邢福义先生 22 岁在《中国语文》发表处

On XING Fu-yi Selections
LI Yu-ming
( Colleg e of Chinese L anguage a nd L iter ature , Cent ral China N or mal U niver sity ,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 his paper, as a po st script to X IN G Fu-y i Selections, consists o f t hree part s. It discusses
XING's ow n approaches t o t he st udy of modern Chinese g rammar . T hen , it illust rat es f our kinds of
XING's sig nif icant t heories. And final ly, t he conclusio n o f XING' s linguist ic st udy met hod f rom fact s
t o t heories is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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