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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比分析“连…都/也…”中“连”字“省略”“隐含”“脱落”等不同称谓的异同和归属

范畴,明确各自分别归属句法、语义、语用不同平面的属性范畴;围绕“连…都/也…”句式核心语义

信息,即“预设信息”“隐含信息”“断定信息”的完整性考察“连”的省略,揭示“连”省略造成歧义的根

源并从句法形式上进行验证;提出“连”省略前后语用表达效果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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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连…都/也…”① 中“连”字省略现

象,学界关注已久,但是对此现象的称谓各不

相同,我们梳理文献发现,大致存在两种发

端,分别是黎锦熙(1924)、吕叔湘(1942)、朱
德熙(1982)等学者的“省略说”和王力(1943)
的“隐含说”。目前这两种称谓在学界均有使

用,“省略说”更为多见。此外,诸如“隐藏”
“缺省”“脱落”等不同称谓也常见于文献。②

至于各种称谓的异同,学界缺乏讨论。虽然

只是对同一语言现象的不同称谓,由于折射

的视角和观点的不同,我们认为有必要厘清

此现象的称谓间的差异,这里主要讨论最为

常见的“省略”、“隐含”和“脱落”三种称谓。

一、范畴界定

(一)省略

吕叔湘(1979)在论述“如何看待某些句

法变化手段”的问题时,提出对“省略”确定的

两个条件:第一,如果一句话离开上下文或说

话的环境意思就不清楚,必须添补一定的词

语意思才清楚;第二,经过添补的成分实际上

是可以有的,并且添补的成分只有一种可能。
这样才能说是省略了这个词语。例如:

(1)他买了两本画报,我也买了一本。
如果没有前半句的语境信息,单说后半

句“我也买了一本”,意思是不清楚的,不知道

具体指什么,加上前半句后就知道省略了宾

语“画报”。这个成分是可以从句法结构上添

补出来的,出于语用上经济、简练等考虑,在
语境充分的条件下省略不说。基于此,我们

分析“连”的省略现象。例如:
(2)孩子都学会了。
只有这一句话,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信

息,意思是不清楚的,或者是有歧义的。必须

在前面添补介词“连”,话语意思就清楚了。
这一语言现象完全符合吕叔湘提出的“省略”
的两个条件,可以说句中“省略”了“连”字。

(二)隐含

吕文对“隐含”也提出了界定办法。“隐
含”是针对句子语义而言的,也包含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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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一,隐含的成分只是语义上有,但实际

上是难以补充出来的;第二,即使隐含的成分

可以补充出来,也存在多种可能,而不是像省

略,添补成分只有一种可能。例如:
(3)他要求放他走。
“放”前面隐含着“别人”,但是不能说省

略了“别人”。另外,“别人”可以是“张三、李
四、王五”等均可,实际上这个词不能出现在

句法层面的,在语言形式上是无法体现出来

的,只是在语义层面暗含有这个语义成分。
(三)脱落

“脱落”是源于音系学的概念,指特定音

素因为语用需要,发音时在对应的音位不再

保留或省去的现象,这一概念逐步被借鉴到

语言研究的其他层面。在语法研究层面,是
指个别语素在语法化过程中功能日趋弱化而

成为羡余成分,导致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被

省去的语言现象。例如:
(4)无论是当通用学员一般干部还是担

任领导职务,我始终坚持忠诚[于]祖国、牢记

使命。

“于”在语法化过程中语法功能逐渐羡余

化,在汉语双音韵律和语言经济原则等语用

因素下,走向脱落。脱落的“于”同样可以添

补,且只能有一种填补成分,即原有的句法成

分,“忠诚X”或“忠诚于X”的选择更多取决

于韵律或对称等语用差异。
(四)小结

由此可见,“省略”是指在上下文语境牵

引和提示下,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简洁、匀
称,对部分句法成分和句法形式进行“省去”

的操作,信息传递和语义表达不受影响,省去

的成分可以添补且只有一种添补可能,属于

句法平面范畴的。“隐含”是指隐性的成分仅

暗含在语义层面,仅能在语义结构可以添补,

句法结构上是无需且不能添补的,属于语义

平面范畴的。“脱落”是指在语法化过程中词

汇的语法功能日趋弱化而成为羡余成分,导
致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被省去的语言现象。

信息传递和语义表达不受影响,在句法结构

形式上有且只有一种添补可能,属于语用平

面的。三者的异同归纳如表1:

表1

称谓 句法形式 可否添补 添补依赖 本质属性 隶属范畴 变化动因

A 省略 零形式 可(一种) 语境 句法成分省略 句法平面 句法操作

B 隐含 零形式 不可 语义 语义成分省略 语义平面 语义分析

C 脱落 零形式 可(一种) 句法 句法成分省略 语用平面 演化结果

  由表1分析可知,该语言现象既符合“省
略”的条件,也符合“脱落”的界定,属于对同一

语言现象从不同视角下的不同表述,“省略”是
着眼于句法平面的称谓,“隐含”是着眼于语义

分析角度的称谓,“脱落”是着眼于语用表达和

语言演化结果的称谓。

二、语用省略与句法省缺

刘丹青(2005)指出,“连”字句的强调义来

源于“预设义”或者“隐含义”与“断定义”之间

形成的反差,即 通 过 所 陈 述 的 事 实 或 断 定

(ssertion)与主观预设(presupposition)的强烈

反差而达到强调义的表达效果。“连”字句的

核心语义信息包含了“预设义”、“断定义”和
“隐含义”信息,核心信息的完整性是避免“连”

字句歧义的根源和关键。例如:
(5)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

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后得一本,方传

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
(北宋《朱子语类》)

(6)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

的错误也一一订正了。 (《中国文法要略》)

例(5)语用预设信息为“比起熟背,写是最

不可能厌烦的”,陈述的事实断定信息为“写也

厌烦了”,隐含的信息为“熟背就更厌烦了”。

文中已将“预设信息”,和“断定信息”清晰指出

来,在两者的对比中形成反差从而达到强调其

中一方的效果。例(6)类推。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 A、B两组例句。

A组是依据《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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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中的分类方法,“连”所介引成分为:连+
名、连+动、连+小句、连+数量的四类“连”字
句,将符合分类方法的语料摘录如下:

(A组)
(7)近些年来,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农村中

小学不仅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甚至(连)做演示

实验的条件都没有。
(8)整整一天,她是吃什么吐什么,(连)喝

白水都吐。
(9)你倒是有心,(连)我去哪里都知道得

一清二楚。
(10)眼下连火焰和食物也没有,恐怕是

(连)一天都支撑不住了。
(11)这些结业证书(连)南非自己都不承

认,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

A组例句均为自然语料,“连”在句子中分

别介引体词性、谓词性、小句等不同性质的成

分。从例句可以看出,除了显豁性之外,无论

语义表达还是信息传递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B组的例句,省略“连”字
后大多会产生歧义或者语义不明确。

(B组)
(12)a.这个问题太难了,连成绩最好的几

个人都不会做。

  b.这个问题太难了,成绩最好的几个

人都不会做。
(13)a.连这个苹果他都吃了。

  b.这个苹果他都吃了。
(14)a.连小王也通过了考试。

  b.小王也通过了考试。

例(12)-(14)全部为内省语料,语境不充

分,省略“连”后,“都”的义项③ 失去了语境制

约,而产生歧义;也可能因为省略“连”失去了

标记功能,从而获得句子自然焦点而产生歧

义。总之,在缺乏上下文语境的、孤立的句子

中,省略必然导致句法结构成分缺失④,我们

称之为“句法省缺”。

以上对比可知,语境所提供的“预设义”和
“隐含义”信息对“连”字句成立与否至关重要。

A组的“预设信息”、“断定信息”和“隐含信息”

是显豁的,所要强调的信息和所要对比信息是

清晰的,语境信息是完整的。如:“专门的实验

室”和“演示实验的条件”作对比;“吃”和“喝”

作对比;“有心”和“一清二楚”作对比;“没有火

焰、食物”和“撑一天”作对比;“南非自己”和
“其他国家”作对比。所以,即使省略“连”字,

通过“上下文语境的牵引”和“心里完形的补

足”,可以准确理解语句信息。在自然语料中,

语料的上下文联系是紧密的,性质是“言语

的”,省略的本质属于“语用省略”。

与之不同,B组a句的“预设信息”和“隐
含信息”是隐晦的,所要强调的信息和所要对

比信息是模糊的,语境信息是不完整甚至缺失

的。如“成绩最好的几个人”“这个苹果”“小
王”都缺乏明确的对比项,此时,需要“连”的牵

引来补足“预设义”和“隐含义”,如果省略“连”

字,该句子格式的句法成分不够完整,缺失标

记词而导致强调语义的丧失,上下文语境提供

的信息又不充分,不足以准确牵引心理完形的

补足,因此造成歧义现象的发生。此类现象常

发生在孤立的语言片段中,语料均为内省语

料,性质是“语言的”,省略的本质属于“句法省

缺”。值得注意的是,“连”和“语境信息”对
“连”字句的语义形成呈现明显的互补关系。

三、形式验证

我们通过改写上述句子来验证我们的观

点。如果我们补充B组的“预设信息”或“隐
含信息”,上述句子因为增加了足够的语境信

息,从而歧义消失。括号内为补充信息,改写

如下:
(12')这个问题太难了,成绩最好的几个

人都不会做,(别提我这种中等生了)。
(13')(不仅把那个苹果都吃了),这个苹

果他也都吃了。
(14')(不仅小李通过了考试),小王也通

过了考试。

例(12')~(14')中因为补充“预设信息”或
“隐含信息”,使得“成绩最好的几个人”与“我
这种中等生”、“那个苹果”与“这个苹果”、“小
李”与“小王”形成对比,凸显了比较对象,“语
境的牵引信息”和“心里完形的补足信息”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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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语义是显豁的,因此“连”字可以自由省

略。足量语境信息的添加,凸显其语用功能,
“语言的句子”转变为“言语的句子”,“连”的省

略也从“句法省缺”转变为“语用省略”。

再以袁毓林(2006)中论述“‘都’的关联方

向的转变”为例,当然我们完全同意袁文中所

做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袁文在论述是否产

生歧义问题时,所引例句,呈现明显的分化。

自由省略且不产生歧义例句全部为自然语料,

语境充分,语义显豁,“连”即使省略,语义基本

不变,作者也指出了这一点。例句照录如下:
(15)a.我们四百多人的工程队,(连)坐过

飞机的都没有,……(转引袁文)

b.兄弟全是大学毕业,偏偏你们(连)小学

也没念完! (转引袁文)
(16)a.我(连)学都学不来。(转引袁文)

b.(连)我都不怕丑,你们小伢子还怕什么

丑? (转引袁文)
(17)a.郝红梅甚至都恨上了他,见了面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转引袁文)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当论述因“连”字省略

而造成歧义的时候,所用例句均为内省语料,

往往缺乏上下文语境信息导致语义模糊而造

成歧义。例如:
(18)a.连你妈都不知道你有对象了。

(转引袁文)

b.你妈都不知道你有对象了。

(19)a.连小刚都吓得快要掉眼泪了。
(转引袁文)

b.小刚都吓得快要掉眼泪了。

例文(18b)(19b)是“连”省略后造成的既

没有语境信息牵引,又失去“连”的标记功能的

孤立语言信息,语义模糊。当然,我们同样可

以通过补充“预设信息”或“隐含信息”来解决

问题。例如:
(18')你妈都不知道你有对象了,(更何况

其他人了)。
(19')(不仅女同学),小刚都吓得快要掉

眼泪了。

综上所述,(1)分析“连”字句中“连”的省

略,必须要考虑其“预设义”、“断定义”和“隐含

义”等信息,这是“连”字句的语义核心。(2)
“连”的省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用省略,

发生在自然语料中,属于“言语平面”,省略后

“预设信息”、“断定信息”和“隐含信息”依然显

豁,强调信息和对比信息清晰,语境信息完整,

语义表达精确,“连”可以自由省略。另一类是

句法省缺,发生在内省语料中,属于“语言平

面”,本质是“语法省缺”,省略后“预设信息”、
“断定信息”和“隐含信息”是模糊的,所强调信

息和对比信息是缺失的,语境信息不完整,语
义表达往往产生歧义,“连”不可省略。我们将

两者差异归纳如下:

表2

分类 省略性质 句子属性 本质 语义表达 语料性质 “连”字省略 依存语境

A组 语用的 言语的 语用省略 清晰 真实语料 可省 动态

B组 句法的 语言的 句法省缺 歧义 内省语料 不可 静态

  以上分析恰好解释了自然语料中,无论书

面语体,还是口语语体,“连”字大多可以自由

省略⑤的语言现象。因为:(1)自然的书面语

料往往有完整的上下文语境做牵引,通过心理

完形来补足省略的“连”字;(2)口语中通过加

注重音以达到凸显所强调对象的目的,替代书

面语中“连”的标记功能,通过心理完形也可以

补足省略的“连”字。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属性范畴上,探讨了省略、隐
含、脱落三种不同称谓的异同和归属范畴;语
义信息上,“预设信息”“隐含信息”“断定信息”

的完整性是省略所导致歧义的关键,并从句法

形式上得到验证。当然,从语言形式与意义的

对应关系看,不同形式表达不同的语义,“连”

省略造成形式的差别必然带来两者表达意义

和表达效果的差异性:(1)语义显豁性上,“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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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记功能使得表达式的强调义更加显豁,省
略后需要借助上下文语境信息才能推导,语言

解码时间增加,显豁性降低;(2)强调强弱性

上,“连+一量名+都/也+否定”为硬性强调

格式,强调义最强;省略后的“一量名+都/也

+否定”格式强调程度次之;(3)语体倾向性

上,“连…都/也”格式更多出现在书面语体中,

省略后的“…都/也”格式更多出现在口语语体

中,口语语体中可以通过加注重音等方式进行

语音条件限制;(4)语言简洁性上,省略后更加

符合汉语语用表达的特性和需要,使得语言表

达更加简洁、对称,在动词拷贝句中尤其明显;
(5)言者主观性上,“连”字句具有表示“反预

期”的语用效果,省略“连”后能将言者的“意
外”的主观性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

【 注 释 】

①基于行文考虑,下文简称为“连”字句。

②“隐藏”详见罗耀华(2002);“缺省”详见蔡永强(2002);“脱

落”详见李文浩(2010);“隐含”详见任玉华(2013)。根据作者

原文,我们认为“隐藏”和“隐含”均是从语义考虑的,下文讨论

中以“隐含”代之。

③张谊生(2005)指出现代汉语中只存在两个副词“都”,一个

是表示客观统括义的范围副词“都”,另一个是表示主观强调

义的语气副词“都”。我们认同此观点。

④“连+一量名+都/也+否定”格式除外。因为没有“连”字

的“一量名+都/也+否定”也表示强调,两者只是强调程度强

弱有差异,详见李宇明(1998)。

⑤句法制约或产生歧义的不在讨论之列。句法搭配和共现要

求“连”必须出现的,或者省略导致歧义产生的情况下则不可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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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ontrastiveanalysisismadeofthe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betweensuchconceptsaso-
mission,implicature,andabscission,forthecharacter“lian”inthepatternof“lian…dou/ye…”,thus
clarifyingtheircorrespondingcategoriesatsyntactic,semanticandpragmaticaspects.Thenacompletein-
vestigationoftheomissionof“lian”inthepatternisconductedintermofitscoresemanticinformation,

namelypresupposition,implicatureandassertion,soastorevealtherootofambiguitiesandtoverifyitin
thesyntacticform.Itisproposedthattherearedifferencesinpragmaticexpressiveeffectsbeforeandafter
theomissionofthecharacter“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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