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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
李 宇 明
凡在某一情况下能单独负载疑问信息的语言成分（包括语音成分），称为疑问标记。一个
疑问句最少要有一个疑问点（问元）
，仅用一个疑问标记来传递一个问元的疑问信息，称为疑
问标记的独用；用两个或三个疑问标记来共同传递一个问元的疑问信息，称为疑问标记的复
用。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句中出现了疑问标记，但是该疑问标记并不负载疑问信息，或是不
能很好地负载其应负载的疑问信息，称为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
本文讨论疑问标记的复用和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等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
先描述疑问标记的层级。

一、疑问标记的层级
现代汉语的疑问标记可以分为四类：A、疑问语调；B、疑问语气词；C、特指疑问词语；
D、疑问句法结构（以“X 不/没有 X”和“是 P 还是 Q”为典型代表）。
（一）疑问标记的三个层级
疑问标记具有层级性。层级划分的基本原则是分布原则：凡分布较广（即可在较多的疑
问句类中出现）的疑问标记，属于较高层级；凡分布较窄（即只在较少的疑问句类中出现）
的疑问标记，属于较低层级。例如“呢”可在所有的非是非问句中出现，而“谁”一般只出
现在特指疑问句的问人的问句中，“呢”就处于比“谁”高的层级。
为不使疑问标记的层级划分得过于纷乱，还需要补充一条“同类同级”规则：即在上述
A、B、C、D 四类疑问标记中，同类的疑问标记应划分在同一层级。例如，“怎么”可用于
询问原因、方式、性状和状况等四种特指疑问句中，而“怎样”只能用于询问方式、性状和
状况等三种特指疑问句中，不能用于询问原因的特指疑问句中。但是因它们同属 C 类，所以
应划在同一层级。如果没有这一补充规则，几乎每个疑问标记就要占一个层级，因为它们的
分布不可能完全相同。那样的话，层级划分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依照分布原则和同类同级的补充规则，疑问标记可分为三个层级：上层：A 类；中层：
B 类；下层：C 类和 D 类。
1．上层
上层是疑问语调层。依据沈炯（1985、1990）的看法，现代汉语的疑问语调，不是一般
语法书上所说的句尾升调，而是一种音域下限提高的句尾高调。在不含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
句（本文称为“φ 型疑问语气词是非问”，简称“φ 型问句”）中，疑问语调必用，单独负载
疑问信息；在其他问句中可用可不用。
上层疑问标记可出现在一切问句中，分布最广。它负载的疑问信息最为空泛一般，只标
明句子是疑问句。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疑问标记的 φ 型问句中，才间接标明该问句是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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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问句。
2．中层
中层是由疑问语气词构成的疑问语气层，是超音段成分的语段化。它可出现在φ型问句
之外的所有疑问句中，分布次广。中层负载的疑问信息比上层多，它不仅标明句子是疑问句，
而且还标明问句的大类。
“呢”标明句子属于非是非问，在简略非是非问句（简称“简略问句”）
1
中必用，可单独负载疑问信息，在其他非是非问句中可用可不用。“吗”和“吧”标明句子
是非φ型是非问，可单独负载疑问信息。根据疑问语气词的功能，还可以把B类疑问标记再分
为Ba（吗、吧）、Bb（呢）两个次类。 2
3．下层
下层是疑问语段层，只出现在除简略问句以外的非是非问中，分布最窄。但是，下层所
负载的疑问信息最多。它不仅标明句子是一个问句，是非是非问句，而且还标明非是非问下
面的小类：C类标记特指疑问句，每个特指疑问词语标记特指疑问句的某个小类；Da类（“Ｘ
不/没有Ｘ”及其四五种变式）标记反复问句，Db类（“是P还是Q”及其五六种变式和一些扩
展式）标记选择问句。
（二）各层疑问标记与各类问句的对应
为使上述讨论明显化、形象化，可把各层级的疑问标记与各类疑问句的对应关系，图示
如下：
疑问句（A）
上层：
疑问语调层
φ 型是非问句（A）
非φ型是非问句（Ba）
非是非问句（Bb）
中层：
疑问语气层
“吗”问句（吗） “吧”问句（吧） 简略问句（呢）
择选性问句（D）

特指疑问句（C）
下层：
疑问语段层

反复问句（Da）

选择问句（Db）

1

简略非是非问句，即陆俭明先生（1982）所说的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
其实，处于句末的“不”也已经有了疑问语气词的性质。人们常把“不”解释为“Ｘ不Ｘ”的省略，
但是，现代汉语中有许多不能还原的例子。例如：
（1）你吃完了不？
（2）你吃过熊掌不？
许多方言中都有此类格式；有的方言还把这种用法的“不”变读为[pao]、[po]、[pai]、[pe]等，以与否
定词“不”相区别。可见，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是非问语气词。顺便指出，这种现象早在《敦煌变文》中
就有大量的例子。例如：
（3）即一人有忙，诸余人总有不？（《太子成道经》一卷）
（4）求之可得已不？（《降魔变文》一卷）
那时，“Ｘ不Ｘ”格式极少见，且上两例也不能改作“Ｘ不Ｘ”格式。因此，它是不是“Ｘ不Ｘ”的省
略形式，也还待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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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每个句类后的“（）”标示的是疑问标记的类或次类。竖线（包括斜竖线）是上下
位句类的连线，线上端的是母类，线下端的是子类，某母类的直接子类间是同胞关系。母类
的疑问标记可自由进入其子类；某问句若无子类，其后标示的疑问标记必用；同胞类不能互
换疑问标记。“}”是各层级疑问标记的信息功能区。信息功能区的含义是：
ａ）处于该区的疑问标记，主要负载该区问句的疑问信息，因此具有区分本区同胞类句
型的功能。如中层信息功能区的疑问标记，主要负载的是非 φ 型是非问句和非是非问句的疑
问信息，并具有区分它们的功能。
ｂ）上一区的疑问标记不具有区分下一区句类的功能。如上层疑问标记，就不能区分中
层的非 φ 型是非问句和非是非问句，更不能区分下层区内的各种问句。
ｃ）下一区的疑问标记，蕴含上一区母类乃至上上一区母类的疑问信息，并能直接或间
接地区分上区句类的功能。如处于下层的 C 类，就蕴含了非是非问句（中层）和疑问句（上
层）的疑问信息，并能区分简略问句和是非问句。
上面的对应关系图，其实也是运用疑问标记对问句系统进行分类的一个尝试。人们过去
给问句分类，或是根据“呢”、“吗”的分布，或是根据问句是否具有选择性，或是根据回答
的方式，或是根据问句是如何从陈述句中转换出来的。这些分类标准和由此而得到的分类系
统虽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似乎都没有对疑问标记的信息负载功能、各种疑问标记的分布情况
等这些疑问句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给以足够的重视。因此，往往难以覆盖所有的问句，难
以较好地描述问句之间的关系和疑问标记的使用情况。本文的尝试，也许能补其不足。

二、疑问标记的复用
（一）疑问标记独用和复用的基本格式
根据上节对疑问标记分布的考察，可以发现疑问标记独用和复用的基本格式：
（1）A
（他走了↑？） 3
（2）Ba
（他走了吗↓？/他走了吧↓？）
（3）Bb
（你爸爸呢↓？）
（4）C
（谁走了↓？）
（5）Da
（你去不去↓？）
（6）Db
（你去还是不去↓？）
（7）ABa
（他走了吗↑？/他走了吧？↑） 4
（8）ABb
（你爸爸呢↑？）
（9）AC
（谁走了↑？）
（10）ADa
（你去不去↑？）
（11）ADb
（你去还是不去↑？）
（12）BbC
（谁走了呢↓？）
（13）BbDa
（你去不去呢↓？）
（14）BbDb
（你去还是不去呢↓？）
（15）ABbC
（谁走了呢↑？）
（16）ABbDa
（你去不去呢↑？）
3

“↑”表示疑问语调，“↓”表示非疑问语调。
陆俭明先生（1984）指出“吧”问句不能带疑问语调，并有调查北京人的证据。但是，我们常听到“吧”
问句带疑问语调的话语。若以北京人的话语为准，只需作个注脚，视作特例。但这并不影响AB复用的论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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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BbDb
（你去还是不去呢↑？）
（1）至（6）是 6 种独用的基本格式。
（7）至（17）是 11 种复用的基本格式，其中（7）
至（14）8 种是两用的，最后 3 种是三用的。当然还可以将Ba、C、Da、Db再分类，然后
得出所有的疑问标记独用和复用的格式。为避繁琐，这里从略。
（二）疑问标记复用规律
根据疑问标记的层级观念，可以把疑问标记的使用规律进一步总结为：
Ⅰ、上层
Ⅱ、（上层＋）中层
Ⅲ、（上层＋）（中层＋）下层
Ⅱ和Ⅲ中的“（）”表示其内的层级可出现可不出现。根据上面的描述和这里的总结，可
以得出疑问标记复用的四条基本规律：
ａ）各层级的疑问标记都可独用，但是疑问标记以复用现象为多，其中两重复用的最多。
ｂ）同层级的疑问标记不能复用；
ｃ）不同层级的疑问标记，都可依句类的母子关系组配复用；
ｄ）疑问标记最多只能复用三个。
（三）疑问标记的羡余问题
疑问标记的复用，会带来疑问信息的羡余。但是，疑问信息的羡余并不等于疑问标记的
羡余。因为：
ａ）疑问标记的复用虽不能增加疑问信息量，但可以增加疑问信息的强度。语言并不是
绝对追求信息量的符号装置，言语交际需要一定的羡余度。
ｂ）疑问标记除负载疑问信息之外，还传递其他语用信息。胡明扬（1981）指出，疑问
句带上“呢”，有“请你特别注意回答这一点”的语气意义。 5 张志公（1957）认为，疑问句
带“呢”，使问句“又多了疑惑、猜想或焦虑的意思”。尽管对“呢”的语用意义认识还不统
一，但说明“呢”是有特殊的语用意义的。
“吗”和“吧”具有显示疑问程度的语用意义。6“吗”表明对所问之事完全不知（虽然
问话人对所问之事并非全然不知），问话比较客观，不具倾向性。“吧”表明对所问之事有所
知或几乎全知（虽然问话人对所问之事不一定有所知），疑问程度低于“吗”，问话具有一定
的倾向性。正因如此，“吧”还有使语气委婉的作用，请比较：
（1）他走了？
（2）他走了吧？
两句的疑问程度差不多，都倾向于“他”已经走了，但例（2）的语气显然比例（1）委
婉一些。
下层疑问标记也负载其他的语用信息，其中最主要的语用信息是显示疑问焦点。特指疑
问句的疑问焦点一般都在疑问词上。反复问句的疑问焦点一般在“Ｘ不/没有Ｘ”的Ｘ上。选
择问句的焦点一般在 P 和 Q 的相异成分上。例如：
5

胡明扬先生把用于疑问句中的“呢”和用于陈述句中的“呢”看成是一个词。本文未采用此种看法。
问程度有两种：a)问话人对所问内容（问元）的疑问程度；b)问句本身所表示出的对问元的疑问程度。
这两种程度有关系，但并不相同。问话人的疑问程度低，却可以使用疑问程度高的问句格式；问话人的疑问
程度高，但也可以使用疑问程度低的问句格式。所以，这两种疑问程度不可混为一谈。本文的疑问程度指的
是问句本身所表示的疑问程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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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天是南京热还是武汉热？
上例中，P（南京热）和Q（武汉热）的相异成分是“南京”和“武汉”，
“南京”和“武
7
汉”就是问句要对比选择的成分，是疑问的焦点。
所以，疑问标记的复用，仅就疑问信息量而言是羡余的，但从问句总的信息量上看并不
多余，甚至是非用不可的。
ｃ）仅在一般疑问句的范围看，上层疑问标记在同中层、下层疑问标记复用时是羡余的，
但是，如果放宽视野，也并非如此。
“吗、吧、呢”都有非疑问标记的同形形式，特指疑问词
在某些情况下会丧失负载疑问信息的功能（下文详论）。因此，上层疑问标记同中层、下层疑
问标记复用，有帮助确定中、下层疑问标记的身分或功能的作用。例如：
（1）有意见就提 ma↑？
（2）有意见就提 ma↓
（3）哪天我去看你↑？
（4）哪天我去看你↓
例（1）
、（3）用了上层疑问标记，可以确定 ma（吗）和“哪”都表疑问。但是在未用上
层疑问标记的例（2）、（4）中，句子也可能是陈述句，其中的 ma 可能是个非疑问语气词（书
面上写作“嘛”），“哪”可能表虚指而不负载疑问信息。
综上所论，疑问标记复用会带来疑问信息量的羡余，但是，疑问标记并不羡余。所以若
就疑问标记的分布而言，上文疑问标记复用规律中Ⅱ、Ⅲ的描写是对的；但是，若考虑到疑
问标记的非羡余性，则上文讨论疑问标记独用和复用的基本格式中所描写的（7）至（17）的
复用基本格式才是合理的，更有意义的。

三、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
（一）功能衰变及其类型
问答活动是问话人求解、答话人给解的信息往来过程。决定这一过程的是问。问表达了
问话人求解的愿望和要求答话人给解的信息，并对求解、给解的范围做出限定。所谓解，其
实就是选择。求解、给解的范围，就是问句所给定的若干可能选择；求解就是问话人希望求
取这若干可能选择中的某种或某些选择；给解就是答话人在这若干可能选择中给出自己的抉
择。因此，问所表达的，就是给出可选、意欲索选、要求决选；这也就是所谓的疑问信息。
在某种情况下，句中虽然出现了疑问标记，但是该疑问标记并不负载疑问信息，或是不
能很好地负载其应负载的疑问信息，出现疑问标记功能的衰变。疑问标记功能的衰变有两种
基本类型：
ａ）功能丧失。疑问标记不表达疑问信息，特别是不表达“意欲索选、要求决选”的信
息，被视为功能丧失。例如：
（1）谁都不准走。
7

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和中层疑问句的疑问焦点，一般都不是由疑问标记显示的。是非问句的疑问焦点
要借助于重音（虽然下层疑问标记出现的问句，也可以再由重音协助疑问标记来使疑问焦点更明确）。简略
问句的疑问焦点一般都在省简的部分，例如：
（1）你爸爸呢？（你爸爸上哪儿去了？）
（2）我去，你呢？（我去，你去不去呢？）
例（1）的疑问焦点在“上哪儿去了”中，例（2）的疑问焦点在“去不去”中。李宇明（1989）曾经讨
论过这类问句的理解问题，指出用于起始句的理解要靠语境，如例（1）；用于后续句的理解要靠与之平行
的先行句，如例（2）。因此，简略问句的疑问焦点不是由“呢”标明或直接标明的，与一般的非是非问句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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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不去都行。
例（1）没有选择的余地，说话人也不欲索选，不求决选，因此“谁”的疑问标记功能完
全丧失。例（2）给出了“去”和“不去”的可选项，但说话人并不关心选择，不欲索选，漠
视决选，因此“去不去”的疑问标记功能也丧失了。
ｂ）功能衰退。疑问标记不能很好地负载其应负载的疑问信息，被视为功能衰退。例如：
（3）你们谁去北京吗？
在一般问句中，疑问标记“谁”要求决选到具体人。但是在例（3）中，问话人虽然给出
了可选，意欲索选、要求决选，但并未要求决选到具体人，只要知道有没有人去北京就行了。
可见例（3）中的“谁”还负载一定的疑问信息，但是已与其应负载的疑问信息有所不同，功
能衰退。比较：
（4）你们谁去北京？
例（4）中的“谁”要求答出具体去北京的人，若只答“有人去北京”，则会使问话人感
到信息量不足，可见与例（3）中的“谁”不同。
（二）功能衰变的主要语形格式
功能发生衰变的疑问标记，主要出现在如下语形格式中：
1．反问句
反问句是一种假问句，并不负载真正的疑问信息。我们（1990）曾经指出，反问句都可
以理解为“命题＋否定”
，并把反问句的否定类型归结为三大类五次类九细类。在反问句中，
疑问标记都发生功能衰变。
2．呼应同指式
某些 C 类疑问标记，可以同词前后连用，所指相同；或是与相应的指代词前后连用，所
指相同。这种句法现象称为呼应同指式。例如：
（1）谁不爱听谁退场。
（2）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3）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怎么说就要怎么做。
（5）用多少就去取多少。
（6）谁愿去就让他去。
（7）选中哪个名字，就在那个名字下画圈。
（8）他想要什么样的牌，你就给他那样的牌。
这种呼应同指式中的疑问标记，都丧失了疑问标记的功能，或表任指，或表定指。
3．嵌加式
将 C、D 类疑问标记嵌加进特定的句法结构中，会使疑问标记的功能发生衰变。这类句
法嵌加现象主要有：
ａ）嵌加进条件语句中表条件。例如：
（1）不管是对还是错，都得照办。
（2）无论是哪门功课都要学好。
（3）只要谁说点什么，我就不客气。
（4）谁来说情，他都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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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嵌加进“都（范围副词）、也”句，特别是“都、也”否定句中，而且不表条件 8 。
例如：
（5）来不来都行。
（6）什么都不要说。
（7）哪里也别去。
（8）他们俩谁都不认识谁。
ｃ）嵌加进“仿佛…似的”之类的比况结构中。例如：
（9）咱们仿佛在哪儿见过面似的。
（10）好像就该谁怕他一样。
（11）看他生气的样子，似乎谁背后说他了点什么似的。
ｄ）嵌加进是非问句中 9 。例如：
（12）昨晚谁看足球赛了吗？
（13）你想吃点什么吗？
（14）买不买都行吗？
（15）是真是假都不让人评一评吗？
4．重叠式
某些 C 类疑问标记可以重叠，重叠后不再负载疑问信息。例如：
（1）他老在想，村里谁谁谁说了他的坏话。
（2）他什么什么地讲了一通。
（3）不要背后说张三怎样怎样，李四怎样怎样。
（4）哪儿哪儿出了新鲜事，哪儿哪儿物价便宜，他全知道。
5．其他
除了以上四种语形格式外，还有一些情形也能带来疑问标记功能衰变。例如：
（1）什么萝卜啊、白菜啊、豆角啊，买了一篮子。
（2）上街买了点萝卜啊、白菜啊、豆角啊什么的。
（3）哪天我去找你聊聊。
（4）这事得找谁帮帮忙。
例（1）中的“什么”放在并列结构前表列举；例（2）中的“什么”放在并列结构后表
示“等等”之意。例（3）、
（4）的情况有点复杂：句末如果出现疑问语调或疑问语气词“呢”，
就是一般疑问句，而在陈述句中，“哪、谁”都是虚指。疑问句和陈述句在结构上没有明显区
别，因此例（3）、（4）这种类型中的疑问标记作何理解，除了句子重音外几乎全赖语境。
（三）功能衰变的若干特点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疑问标记功能衰变有如下较为明显的特点：
ａ）最易发生衰变的是下层疑问标记，特别是 C 类疑问标记。中层和上层疑问标记只在
反问句中才发生功能衰变。这说明，疑问标记负载疑问信息量越大，负载疑问信息越具体，
越容易发生功能衰变。由此也可以看到，疑问语气词虽然是音段成分，但是与疑问语调更接
近。这也正是我们把疑问语气词看作疑问语调语段化的一个原因。
ｂ）疑问标记在三种情况下发生功能衰变：一、出现在反问句中；二、出现在非疑问句
8

这里强调不表条件，是为了不同ａ）类交叉，因为ａ）类大都可以用“都”和“也”。
邢福义先生（1987）研究了特指疑问词出现在是非问句中的一些情况，并把这种问句称为“特指性是
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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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非是非问疑问标记出现在是非问句中。这三种情况既是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重要条
件，同时也是重要标志。
ｃ）疑问标记的功能衰变以后，它所转表的意义有否定、任指、虚指、定指、互指、列
举、条件等等。究竟转表的意义有多少，在什么样的句法条件下转表什么意义，尚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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