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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蔡维天（２０１５）关于汉语“的”的形式句法解释，以及对“的”的排序义和计量义分类，本文提出汉语

“的”没有排序义或计量义，其排序解读与序数范畴有关，计量解读与数词、量词、谓词以及句法语境有关。 同时，本
文认为排序和计量这两种“的”字结构中，“的”后面的名词中心语不能移位或删除的原因在于汉语表达整体－部分

关系和属性关系的领属结构本身的句法语义特征不允准“的”后成分的移位或删除操作；其所构成的“的”短语位

于名词中心语的补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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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蔡维天（２０１５）认为汉语“的”有四种类型：修
饰用法（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如＜１ａ＞）、领属用法（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如＜１ｂ＞）、排序用法（ｏｒｄ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如

＜１ｃ＞）和计量用法（ 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如＜１ｄ＞）。
通过话题化、焦点移位、动词拷贝句、连字句、同形

删略等五种句法测试手段，蔡文发现修饰和领属

用法的“的” 可以通过以上测试，如例（ ２） 和例

（３），但是排序和计量用法的“的”不能通过以上

测试，如例（４）和例（５）。 基于此，蔡文从形式认

可（ｆｏｒｍ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的视角将修饰和领属用法的

“的” 分析为有形式认可能力的 “的”，是 ＭｏｄＰ
（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ｐｈｒａｓｅ ） 的 功 能 中 心 语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因此可以允准“的” 后名词中心语（ ｈｅａｄ
ｎｏｕｎ）的移位或删略；而排序和计量用法的“的”
不具有形式认可能力，是附着词（ｃｌｉｔｉｃ）， 因此，不
能允准其后的名词中心语移位或删略。

（１） ａ． 阿 Ｑ 还没见到第一年的博士生。
（修饰用法）（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５）

ｂ． 我只坐小 Ｄ 的车子。
（领属用法）（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ｃ． 阿 Ｑ 没撑过博士生的第一年。
（排序用法）（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５）

ｄ． 阿 Ｑ 一口气喝完了六罐的啤酒。
（计量用法）（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２） ａ． 阿 Ｑ 还没见到第一年的博士生。
（修饰用法）

ｂ． 博士生，阿 Ｑ 还没见到第一年的。
（话题化）（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５）

ｃ．阿 Ｑ 见到了第一年的博士生，还没见

到第二年的博士生。
（同形删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ｄ． 阿 Ｑ 硕士生见到了第一年的，博士生ｊ

则见到了第二年的。 （焦点移位）
ｅ． 阿 Ｑ 见硕士生见了第一年的。

（动词重复）
ｆ． 阿 Ｑ 连硕士生都见了第一年的，博士

生就更不必说了。 （连字句）
（３） ａ． 我只坐小 Ｄ 的车子。 （领属用法）

ｂ． 车子，我只坐小 Ｄ 的。
（话题化）（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５）

ｃ． 我坐小 Ｄ 的车子，不坐阿 Ｑ 的车子。
（同形删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ｄ． 我车子坐小 Ｄ 的，房子住阿 Ｑ 的。
（焦点移位）（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ｅ． 我坐车子坐小 Ｄ 的。
（动词拷贝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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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我连车子都坐小 Ｄ 的，其他的更不必

说了。 （连字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４） ａ． 阿 Ｑ 没撑过博士生的第一年。

（排序用法）
ｂ． ∗第一年，阿 Ｑ 没撑过博士生的。

（话题化）（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５）
ｃ． ∗阿 Ｑ 撑过了硕士生的第一年，却没

撑过博士生的第一年。
（同形删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６）

ｄ． ∗阿 Ｑ 第一年撑过了硕士生的，第一

年却没撑过博士生的。
（焦点移位）（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ｅ． ∗阿 Ｑ 撑第一年撑过了硕士生的。
（动词拷贝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ｆ． ∗阿 Ｑ 连第一年都撑过了博士生的，
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 （连字句）

（５） ａ． 阿 Ｑ 一口气喝完了六罐的啤酒。
（计量用法）

ｂ． ∗啤酒，阿 Ｑ 一口气喝完了六罐的。
（话题化）

ｃ． ∗阿 Ｑ 喝了六罐的啤酒，小 Ｄ 也喝了

两罐的啤酒。
（同形删略）（蔡维天 ２０１５： ３１７）

ｄ． ∗阿 Ｑ 啤酒喝了六罐的，小 Ｄ 高粱喝

了两瓶的。 （焦点移位）
ｅ． ∗阿 Ｑ 喝啤酒喝了六罐的。

（动词拷贝句）
ｆ． ∗阿 Ｑ 连高粱都喝了两瓶的，啤酒就

更不必说了。 （连字句）
本文对上述蔡文的分析提出质疑，我们认为：

第一，汉语的“的”没有排序和计量功能。 排序的

语义解读与序数范畴有关，计量的语义解读与量

词类型、谓语动词的语义以及句法环境等因素有

关。 第二，“的”后面的名词词组是否能够移位或

删除，与 “ 的” 是否是功能中心语还是附着词

无关。

２． 汉语的“的”没有排序功能

“的”本身并没有排序义，一个句法结构是否

表达排序义与序数范畴的句法实现手段以及其序

数义成立的条件有关。

２．１ 排序义来自何方

如果汉语的“的” 有排序解读的话，那么将

（６ａ）结构中的“的” 删除，排序义也应该随之消

失，但删除“的”后，排序义依然存在，见（６ｂ）。
（６） ａ． 博士生的第一年 （有排序义）

ｂ． 博士生的第一年 （有排序义）
（６ａ） 中 “ 博士生的第一年” 有排序义， 但

（６ｂ）将含有“的”的“博士生的”整体删除，按照

蔡文的分析本应该没有排序义，但事实上“第一

年”因为序数标记“第”的存在仍然表达排序义。
如果将（７ａ） “博士生的首要目标”中的序数

标记“首要”删除，“的”保留，按照蔡文的分析，删
除“首要”后的结构因为“的”的存在仍然能表达

排序义，但事实是删除“首要”后的结构（７ｂ）没有

了排序义。
（７） ａ． 博士生的首要目标 （有排序义）

ｂ． 博士生的首要目标 （无排序义）
因此，基于以上两组最小对对比，至少可以证

明“的”没有排序功能，真正决定排序义的关键在

于序数词。 而汉语的序数词就是表达排序意义的

范畴。
２．２ 排序解读的条件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现代汉

语》 （ ２００４： ２８６ ） 以及邢福义的 《 现代汉语》
（１９９３： ２６０）将汉语的数词分为基数和序数，基数

词表示数目，序数词表示事物的顺序，比如“第一

年”“首要目标”。 储泽祥、刘琪（２０１５： １００）也指

出汉语表达序数范畴的语法手段主要有使用标

记、不使用量词、变更语序、省略中心名词等四种：
表 １　 汉语表达序数范畴的语法手段

基数 序数 构成序数的语法手段

三 第三 使用标记

三个年级 三年级 不使用量词

三个步骤 步骤三 变更语序，不使用量词

三排座位 三排 省略中心名词

注：量词空间性突出

王霞（２０１５： ５１３）更是将上述四种表达序数

范畴的手段概括为词汇和语法策略。 其中，使用

词汇策略表达序数义的例子有“首先、第二、三中

（第三中学）”等。 语法策略包括三种：１）使用序

数标记，如第一、第二个、第三中学、老四、初五；
２）变更语序，如表一、图二、附件三、链接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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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３）不使用量词、中心名词等隐性的弱标记手

段，如三月、三季度、三点钟、乙级、Ａ 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汉语表达序数义的“第＋数

词＋年”在“ ＸＰ 的 ＹＰ”结构中的句法语义特征。
以（８ａ）为例，“博士生”是 ＸＰ，“第一年” 是 ＹＰ。
基于以上四种常见表达序数范畴的手段， 从

（８ａ）—（８ｄ）可以看出，位于“的” 后表达排序义

的 ＹＰ 结构中的序数标记必须出现，否则就没有

排序义。 （８ｂ）是采用变更语序的策略来表达序

数义，但变更后的结构不仅不再表达排序义，而且

也不合法。 （８ｃ）通过省略序数词标记和中心名

词的手段来表达排序义，所得到的句子虽然合法，
但是失去了排序义，表达的意思是“博士生阶段

的某一年或任意一年的时光”。 （８ｄ）通过省略序

数标记，但保留中心名词的手段来表达序数义，所
得到的结构也合法，但失去了排序义，表达“博士

生的某一年或任意一年的生活状态”的意思。
（８） ａ． 博士生的第一年

ｂ． ∗博士生的年一 （变更顺序）
ｃ． ∗博士生的一年

（省略序数标记和中心名词）
ｄ． ∗博士生的一年生活

（省略序数标记）
接着，我们将上述表达排序义的 ＹＰ 结构与

ＸＰ 结构颠倒顺序，转换成“ＹＰ 的 ＸＰ”结构，即将

表达排序义的结构放在“的” 前，得到例（９ａ）—
（９ｄ）。

（９） ａ． 第一年的博士生

ｂ．∗年一的博士生

ｃ． ∗一年的博士生

ｄ． ∗一年的博士生活

当含有序数范畴的 ＹＰ 位于“的”前时，只有

（９ａ）依然表达排序义，（９ｂ）—（９ｄ） 全部没有排

序义，其中（９ｂ）—（９ｃ）不合法，（９ｄ）虽然合法但

只表达基数义。 从（８） 和（９） 可以看出，能用于

“ＸＰ 的 ＹＰ”的表达排序义的结构也能用于“ ＹＰ
的 ＸＰ”结构中，在“ＸＰ 的 ＹＰ”结构中没有排序义

的结构，到了“ ＹＰ 的 ＸＰ” 结构同样也不表达排

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上述四种表达序数

范畴的策略在表达排序意义的时候所受的限制条

件不同，呈现非同质的差别。 至少在“ＸＰ 的 ＹＰ”

结构中，使用序数标记来表达序数义的最为自由，
其他手段都比较受限制。 这种差别源于这四种表

达序数范畴手段的等级差异：使用标记＞变更语

序＞不使用量词 ＞省略中心名词（储泽祥、刘琪

２０１５： １０７）。 通过序数标记手段来表达序数或排

序义的能力最强，也最为自由，越往右所受限制条

件越严格。 除此之外，一个句法结构是否表达序

数义或排序义还取决于是否满足表达序数语义的

条件。 根据储泽祥、刘琪（２０１５： １０１－ １０２） 关于

汉语序数语义的基础和次序参照的分析，汉语表

达序数义的必要条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１）序

数所指称的事物具有可计量性和次序性，且构成

一个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来自同一范畴的序列集

合。 ２）集合中的每个成员次序等级特征可以以

自然数次序、时间次序、空间次序、地位次序等为

参照。 例如：
（１０） ａ． 出狱后的第一天

ｂ． 博士生的第一年

（１０ａ） 是以出狱后的日期顺序以及自然数字

次序为参照，由序数范畴所指的时间构成一个有

序集合，即｛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１０ｂ）
是以博士阶段学习生活开始算起，以自然数字和

时间顺序为参照，由序数范畴所指的时间构成一

个有序集合，即｛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１１）第一年的博士生

例（１１）中“第一年的”是用来对“博士生”进

行分类的，即序数范畴所指的是博士生构成的集

合，以自然数和年级为参照，形成一个由具有博士

生特征的有序集合｛第一年的博士生，第二年的

博士生，第三年的博士生……｝。
结合例（１０）和例（１１），我们可以看出，当表

达排序义的 ＮＰ 位于“的”后做中心语时，其序数

范畴所指称的是一个时间序列集合，如例（１０）；
而表达排序义的 ＮＰ 位于“的”前做修饰语时，序
数范畴所指称的是“的”后名词组特征所构成的

序列集合，如例（１１）。
但无论何种情况，汉语“的”并不具有表达排

序义的功能。 换句话说，“的”不决定一个句法结

构是否有排序解读，并且一个句法结构是否表达

排序义与序数范畴的句法实现手段以及其序数义

成立的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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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排序义无核结构的成立

无核结构是指“ Ｘ 的 Ｙ”结构失去 Ｙ 后的变

体结构，即“Ｘ 的”结构。 排序义无核结构是指“Ｘ
的”结构，其中“的”表达排序义。 蔡文认为排序

解读的“的”后面的名词短语不能移位也不能删

除，移位或删除后的结构都不合法，因此排序解读

的“的”是不具有形式认可能力的附着词。 但是，
蔡维天（２０１５： ３２３）又指出无核结构“博士生的”
在一定语境下也是可以成立的。 例如：

（１２） ａ． 硕士生的第一年有九个月的上课时

间，但博士生的却只有七个月。
ｂ． 本科生的第一年和硕士博士的迥然

相异。
ｃ． 第一学年，上课时间博士生的比硕

士生的短。
对于以上反例，蔡文首先认同例 （ １２ａ）—

（１２ｃ）的合法性。 但同时解释道：“在对比焦点的

催化作用下，‘博士生的第一年’已经从特指（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转为非特指（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性质之间的比较，
从而失去原有的排序意涵；也因此句法表现与修

饰结构一致，即有能力认可其后的名词中心语的

移位和删略”。
蔡文的解释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排序

义，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证了“的” 与排序用法无

关，“博士生的第一年”是因为序数词“第一”的存

在，所以依然保留排序义，并不会因在对比焦点环

境下而丧失排序义。
第二， 关于特指与非特指， 贾光茂 （ ２０１５：

５８５－５９３）依据信息结构理论，指出特指和有定成

分对应旧信息，而非特指、无定成分对应新信息，
因此，特指名词短语中成分的提取比非特指名词

短语中成分的提取难度要大。 例如：
（１３） ａ． 翻唱 ｅｉ的歌手很多的那首歌ｉ

ｂ． ∗翻唱 ｅｉ的歌手上台了的那首歌

按照信息理论，若“博士生的第一年”如蔡文

所说从特指转为非特指，那么理应比之前更难将

“第一年”提取出来。 但事实上，（１２ａ）—（１２ｃ）都

可以提取出“第一年”，并且句子都合法。 因此

“博士生的第一年”与特指和非特指也无关。
第三，关于对比焦点环境。 蔡文列举的其他

用法的“的”字结构经过移位或删略后所得到的

合法句子也都处于对比焦点的句法环境中。 如例

（１４）：
（１４） ａ． 阿 Ｑ 见到了［第一年的］ Ｆ博士生，还

没见到［第二年的］ Ｆ博士生。
（修饰用法）

ｂ． 我坐 ［小 Ｄ 的］ Ｆ 车子，不坐 ［阿 Ｑ
的］ Ｆ车子。 （领属用法）

ｃ． 阿 Ｑ 喝了［六罐］ Ｆ啤酒，小 Ｄ 却喝了

［两罐］ Ｆ啤酒。 （分类用法）
ｄ． 我认识［昨天来找你的］ Ｆ学生，但是

我不认识这个 ［ 今 天 来 找 你 的］ Ｆ

学生。
（内定语关系句）

ｅ． 我吃过［小 Ｄ 做的］ Ｆ茴香豆，但没吃

过［吴妈做的］ Ｆ茴香豆。
（论元关系句）

例（１４ａ）—（１４ｅ）是蔡文提到的合法的句子。
我们可以从焦点标记的地方看出，所有的句子都

存在对比焦点。 那为什么承认例（１４ａ）—（１４ｅ）
的成立，却反对例（１２ａ）—（１２ｃ）的成立呢？

总之，“博士生的第一年”在对比焦点的句法

环境下，“第一年”也可以移位或删除，与“的”是

否有排序功能无关。
２．４ 可能的分析

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了汉语的“的”没有排

序用法，那么为什么“博士生的第一年” 这个结

构，在非对比焦点的环境下“第一年”不能移位或

删除呢？ 下面就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一个可能的

分析，即在所有整体－部分领属关系的结构中，
“的”后的名词短语（表达部分义）都不能移位或

删除，与“的”是否有排序用法无关。 例如：
（１５） ａ． 博士生的第一年

ｂ． 桌子的腿儿

ｃ． 水壶的盖儿

ｄ． 三角形的直角边

（１５ａ）—（１５ｄ）都是表达整体－部分关系的领

属结构，也称作不可让渡领属结构。 “的”前的名

词短语是表达整体义，“的”后的名词短语表达部

分义。 具体来说，“第一年”是博士生阶段的时间

整体的一部分，“腿儿”是桌子的一部分，“盖儿”
是水壶的一部分，“对角线”是三角形的一部分。
汉语这类表达整体 －部分领属关系的结构中，
“的”后名词短语都不能通过话题化、同形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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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移位、动词重复和连字句测试。
（１６） ａ． 阿 Ｑ 没撑过博士生的第一年。

（排序用法）
ｂ． ∗第一年，阿 Ｑ 没撑过博士生的。

（话题化）
ｃ． ∗阿 Ｑ 撑过了硕士生的第一年，却

没撑过博士生的第一年。
（同形删略）

ｄ． ∗阿 Ｑ 第一年撑过了硕士生的，第

一年却没撑过博士生的。
（焦点移位）

ｅ． ∗阿 Ｑ 撑第一年撑过了硕士生的。
（动词重复）

ｆ． ∗阿 Ｑ 连第一年都撑过了博士生的，
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 （连字句）

（１７） ａ． 张三把桌子的腿儿砍断了。
ｂ． ∗腿儿，张三把桌子的砍断了。

（话题化）
ｃ． ∗张三把桌子的腿儿砍断了，但没

有砍断椅子的腿儿。 （同形删略）
ｄ． ∗张三腿儿砍断了桌子的，腿儿却

没砍断椅子的。 （焦点移位）
ｅ． ∗张三砍腿儿砍断了桌子的。

（动词重复）
ｆ． ∗张三连腿儿都砍断了桌子的。

（连字句）
（１８） ａ． 张三画出了三角形的直角边。

ｂ． ∗直角边，张三画出了三角形的。
ｃ． ∗张三指出了三角形的直角边，却

没有指出梯形的直角边。
ｄ． ∗张三直角边画出了三角形的，直

角边却没画出梯形的。
ｅ． ∗张三画直角边指出了三角的。
ｆ． ∗张三连直角边都画出了三角形的。

例（１７）和例（１８）同例（１６）一样，在整体－部
分的领属结构中，“的”后表达部分义的名词短语

“腿儿”和“直角边”经过话题化、同形删略、焦点

移位、动词重复和连字结构后，句子都不合法。 因

此，我们认为“博士生的第一年”中的“第一年”不

能移位和删除，并不是因为“的”有排序用法；在
没有排序义的结构中，如“桌子的腿儿”和“三角

形的直角边”，“的”后的名词短语同样也不能移

位或删除。 因此，“博士生的第一年”中“第一年”
不能移位或删除是因为汉语表达整体－部分领属

结构的句法语义特性强制要求“的”后表达部分

义的名词短语不能移位或删除，否则句子不合法。
综上分析，我们得到两个语言事实：第一，

“的”没有排序的用法和功能；第二，“博士生的第

一年”在对比焦点环境下也可以移位或删除。 在

非对比焦点环境下，由于汉语整体－部分关系的

领属结构自身的句法语义特征要求，“的”后表达

部分义的名词短语不能移位或删除。

３． “的”没有计量功能

３．１ 计量功能来自何方

蔡文认为汉语“的”在“六罐的啤酒”的结构

中有计量解读，表达啤酒总量为六罐的意思。 但

是在没有“的”的“数＋量＋名”结构中，同样可以

有计量解读，如例（１９ｂ）；反之，将“数＋量”换成其

他修饰语成分，保留“的”，就没有计量解读，如例

（１９ｃ）。
（１９） ａ． 六罐的啤酒 （计量解读）

ｂ． 六罐啤酒 （计量解读）
ｃ． 德国产的啤酒 （无计量解读）

从（１９ｃ）可以看出，没有“数＋量”成分，即使

有“的”，也不表达计量解读；（１９ｂ）说明，即使没

有“的”，有“数＋量”成分，也可以表达计量解读。
因此 “的”本身并不决定结构是否有计量义，而是

与“数＋量”成分有关。
除此之外，Ｌｉ Ｘｕｐ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８） 也认为汉

语“数＋量＋的＋名”结构是否具有计量义取决于量

词的种类和句法环境，与“的”无关。 文中指出，
不同类型的量词决定了是否具有计量解读。 首

先，在“数＋个体量词＋（的） ＋名”结构中，有“的”
的（２０ｂ）和无“的”的（２０ａ）都有计量义，表达书的

总量义。 其次，当量词为容器或计量量词时，“数

＋量＋（的）＋名”结构中，无“的”的（２０ｃ）有两种解

读，其一为个体解读，三瓶独立的瓶酒；其二为三

瓶啤酒的总量，啤酒可以在瓶里也可以是在盆里，
也可以撒在地面上，总之总量为三瓶啤酒。 有

“的”的（２０ｄ）同样有三种解读，其一为表达总量

为三瓶的啤酒，啤酒可以不在瓶内；其二表示三瓶

为一整体单位的啤酒，近似于“三瓶装的啤酒”，
啤酒一定在瓶内装的；其三为个体解读，“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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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焦点标记（金晶 ２０１６： ２２４），强调啤酒是三瓶

不是四瓶，啤酒同样也是在瓶内装的。 再者，在
“数＋度量量词＋（的） ＋名” 的结构中，无“的” 的

（２０ｅ）只有一种解读，表达总重为三斤的猪肉，可
以是一整块，也可以是几个小块组成；有“的”的

（２０ｆ）有两种解读，可以表示一块三斤重的猪肉，
也可以表示总重为三斤的猪肉。 不同种类的量词

对于所在结构是否存在计量解读有直接影响，
“的”并不是决定一个结构是否具有计量解读的

关键因素，因为没有“的” 的结构也可以表达计

量，同时有“的”的结构也不一定有计量解读。
（２０） ａ． 好几百本书

ｂ． 好几百本的书

ｃ． 三瓶啤酒

ｄ． 三瓶的啤酒

ｅ． 三斤猪肉

ｆ． 三斤的猪肉

金晶（２０１６： ２２０）也指出汉语“度量短语＋的
＋Ｎ”结构存在句法和语义上的不对称性，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１）量化类，对应本文的“总量”解读，
此时度量短语表达 Ｎ 的量，如两米的棉布；２）修

饰类，从某个物理属性（包括体重、温度）对 Ｎ 进

行修饰，如七磅的婴儿；３）抽象类，Ｎ 表示度量短

语所涉及属性维度的抽象概念名称，如两米的

宽度。
除了量词的类型外，谓语动词也会影响到一

个句法结构是否具有计量解读。 （２１ａ）中量词后

虽然有“的”，但谓语动词“开” 决定了宾语“啤

酒” 一定是装在瓶中， 否则会产生语义冲突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２１ｂ） 中虽然量词后没有

“的”，但谓语动词“盛下”决定了宾语“啤酒”一

定是散装的液体的总量。
（２１） ａ． 张三开了三瓶的啤酒。 （无计量解）

ｂ． 张三的胃能盛下三瓶啤酒。
（计量解）

不管是 Ｌｉ Ｘｕｐｉｎｇ（２０１３）还是金晶（２０１６）的

分析，都在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汉语“数＋量＋的
＋名”有歧义，是否具有计量用法是由量词类型、
谓语动词的语义以及句法环境等多重复杂因素共

同作用的。 蔡文对汉语“的”计量用法的分析基

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３．２ 可能的分析

上文已经分析了“的”没有表达总量或计量

的功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数＋量
＋的＋名”结构中，“的”后面的名词短语不能够移

位和删除的事实呢？
Ｌｉ（２０１２： １４－４０）指出汉语“的”在闽南语中

对应的是 ｅ０和 ｅ７，后者是一种焦点实现手段即 Ｐ－
插入规则，且与名词短语形成一个结构体（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根据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１）提出的同一性原

则（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①和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２０１０） 提

出的强化的“同一性原则”，可以认为汉语表达总

量解的“数＋量＋的＋名”结构中的“的”也是一种

焦点实现手段，即语音层面上插入“的”。 因为

“的”是后插入的，也就意味着“的”并没有参与句

法运算过程，所以“的”是可选的，且不是一个中

心语，那么也就不能允准其后的名词短语删略或

移位。 可选性体现在“的”可有可无，当说话者想

强调数量时，才会通过 Ｐ －插入规则，在拼出时听

到“数＋量＋的＋名”的完整结构；当不强调数量时，
就没有 Ｐ－插入规则，在拼出时就是“数＋量＋名”
结构。 之所以说后插入“的”不是中心语，是因为

“的”并不参与句法运算，也就无所谓是中心语，
也就不具有形式认可能力。 因此，当名词短语删

略或移位时，“的”也就没有出现的动因。
金晶（２０１６： ２２１）同样也指出汉语表达修饰

关系的“度量短语＋的＋Ｎ”允许 Ｎ 的话题化和删

略，而量化类（即表达总量解读） “度量短语＋的＋
Ｎ”结构不允许 Ｎ 的话题化和删略。 文中借鉴 Ｌｉ
（２０１３）的分析思路，在承认表达量化或总量解读

的“数＋量＋的＋名”结构中的“的”是名词短语内

部焦点标记的前提下，假设名词中心语的话题化

和删略操作均属于句法操作，因此若“度量短语＋
的＋Ｎ”中的 Ｎ 发生话题化或删略操作，那么在整

个表达式输送到 ＰＦ 之前度量短语已经是一个独

立的语音短语， 因此， 作为 “ 最后手段” （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使用的焦点标记“的”将不能出现。

Ｌｉ（２０１３）和金晶（２０１６）都是基于“的”焦点

０２

① Ｃｈｏｍｓｋｙ（２００１）在最简方案框架下提出了同一性原

则，即在没有明显的反面证据时，可以假设所有的语

言都是一致的，其差异仅限于能易于发现的输出话语

的不同。



标记功能的角度解释了量化解读中“数＋量＋的＋
名”中名词中心语不能移位或删略的原因。

本文拟借鉴潘海华、陆烁（２０１３）对汉语 ＤｅＰ
（Ｄｅ Ｐｈｒａｓｅ）的统一分析，从 ＤｅＰ 的句法位置来分

析名词中心语不能移位或删略的原因。 潘海华、
陆烁（ ２０１３） 对汉语 ＤｅＰ 的统一分析中就提到

“的”后成分能够省略和移位的条件是“的”前成

分至少是一个 Ｎ，即非对称成分统制“的” 后成

分。 那么，依据此条省略和移位的规则，我们来分

析下“六罐的啤酒”中“六罐的”的句法位置。
“六罐的啤酒”有三种语义解读，其一是表达

总量为六罐的啤酒，且啤酒在罐里。 其二是表达

总量为六罐的啤酒，且啤酒没在罐里，可能是在盆

里，可能是撒在地上，但无论如何总量是六罐的

量。 其三是六罐捆绑在一起出售的啤酒，意思相

当于六罐装的啤酒。 前两种解读中，不管啤酒是

否在罐里，都表达总量解读。 在这种解读下，“六

罐的啤酒”是一个表达属性关系的领属结构，例
如：张三的性格；张三的个头；烤鸭的味道等。 第

三种解读事实上是根据包装和出售的方式对啤酒

进行分类，此时“六罐的啤酒”表达的是一种修饰

关系结构，即状中结构，这种解读暂称作类型解

读。 按照潘海华、陆烁（２０１３） 对汉语 ＤｅＰ 的分

析，表达类型解读时，“六罐的” 应该位于 ＮＰ －
Ａｄｊｕｎｃｔ（Ｎ）的位置，符合省略和移位条件，见例

（２２）。
（２２） ａ． 阿 Ｑ 喝完了六罐的啤酒。

（总量＋类型）
ｂ． 啤酒，阿 Ｑ 喝完了六罐的。 （类型）
ｃ． 阿 Ｑ 喝了六罐的啤酒，小 Ｄ 喝了两

罐的啤酒。 （类型）
ｄ． 阿 Ｑ 啤酒喝了六罐的，小 Ｄ 啤酒喝

了两罐的。 （类型）
ｅ． 阿 Ｑ 喝啤酒喝了六罐的。 （类型）

（２２ａ）中“六罐的啤酒”既可以表达总量也可

以表达类型为六罐装的啤酒，但是经过话题化、同
形删略、 焦点移位和动词重复句法转换后，
（２２ｂ）—（２２ｅ）都没有了总量解读，而保留了类型

解读，与上文预测一致，即 Ｎ 是“的”后名词短语

省略和移位的必要条件。 那也就是说，当“六罐

的啤酒”表达总量解读时，与“博士生的一年”一

样，在非对比焦点环境中，属性关系领属结构和整

体－部分关系领属结构都不允准“的”后名词短语

的移位和删除，因此可以确定地说，表达总量解读

和整体－部分关系的 ＤｅＰ 短语一定不位于 Ｎ 位
置，那么在生成句法理论的框架下，其句法结构中

有四类句法位置，分别为中心语、补语、附加语和

指示语。 如果 ＤｅＰ 不是附加语位置，那么 ＤｅＰ 短

语只可能是指示语和补语。 金晶（２０１６： ２２２）指

出量化类 “度量短语 ＋的 ＋ Ｎ” 前可以和指示词

“这 ／ 那”合用，如“这七磅的葡萄他一口气就吃

完”，指示词“这 ／ 那”在句法上占据 Ｄ 位置，因此

总量解读和整体－部分关系的 ＤｅＰ 结构只能位于

名词中心语的补语位置，这样才可以解释名词中

心语不能移位或删略的事实。
总之，以上的分析表明汉语“的”没有计量功

能，计量解读与数词、量词、谓词甚至是句法环境

有关。 “六罐的啤酒”在表达总量解读时，“的”前

成分与“的”后成分形成一种属性关系领属结构，
这种领属结构同“博士生的第一年”的整体－部分

领属结构一样，所构成的 ＤｅＰ 短语占据名词中心

语补语位置，因此不允准“的”后名词中心语的移

位和删除。 但“六罐的啤酒” 表达类型解读时，
“六罐的”是一个 Ｎ 成分，因此“的”后名词中心

语允许移位和删除。

４． 结语

本文基于蔡维天（２０１５）关于汉语“的”的形

式句法分析，就“的”是否有排序和计量功能提出

质疑。 经过分析和推理，本文得出两点结论：第
一，汉语“的”没有排序和计量功能，排序的语义

解读与序数范畴有关，计量的语义解读与数词、量
词、谓词等有关；第二，蔡文所提到的“博士生的

第一年”和表达总量解读的“六罐的啤酒”两种结

构中，“的”后成分不能移位和删除的原因，前者

可以归为整体－部分关系领属结构，后者可以归

为属性关系领属结构，这两种领属结构自身的句

法语义特征决定了名词中心语不能移位或删除，
否则句子不合法，其构成的 ＤｅＰ 短语最可能的句

法位置是名词中心语的补语位置。
（下转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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