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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t-modernistic view highlight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tegral investiga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Although studies on noun-verb relationship have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rts of speech and also some questions needing to be probed： “heavily depending on researchers' linguistic intuition，
less creative i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analyzing a certain single factor，ignoring the integral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growing emphasis on research method，the cognitive neuro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 nouns and verbs not only provide effective inspection standard and enlightenment for verify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ing results，but also supply researchers with a new direction or method to develop and broaden the ways of investigat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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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现代哲学思潮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直重语料考证，
轻理论建构； 重视局部分析，
轻视
整体思考”，
进而无法“构拟出整体性语言和语言

和对研究对象的整合性考察（ 王寅 2013，2015） 。

学”。纵观汉语词类研究历史，无不存在上述问

“整合性研究”的开展便是这一箴言的印证。李

题： 倚重语料考证而相对忽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洪儒（ 2013： 1） 曾指出： “我国传统汉语语言学一

注重对单一词类划分标准的孤立关注，
而相对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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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不同因素之间等级关系及其影响权重的整体

数量上远多于名词动用以及动词和形容词做主宾

考察。这一切导致学界至今仍未建立起具有汉语

语无需任何词形变化的事实认为汉语主宾语位置

特色的整体性词类理论。如何解决类似问题，
正

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已经变为名词，
进而提出汉语

是“引进与诠释”的目的之所在： 对国内先哲和时

“名动包含”说： 汉语中所有动词皆是名词的一个

贤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
修正和发展。鉴于此，
本

次类，
兼有 动 词 性 和 名 词 性。对 于“名 动 包 含”

文在考察国内汉语词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明晰

说，
郭锐（ 2011） 和陆俭明（ 2015） 则表示怀疑。郭

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着重探讨其尚存的一些问

锐（ 2011： 22） 认为“多数动词、
形容词在主宾语位

题； 进而在引进和诠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的

置上、
受‘X 的’修饰位置上仍能带‘不’等状语，

基础上 验 证、修 正 和 发 展 汉 语 词 类 研 究。诚 如

有的还能 带 宾 语、补 语、主 语，可 见 仍 是 谓 词 性

“中国后语哲”所倡导： “我们在学习外国理论时，

的”。陆俭明（ 2015： 2） 则认为汉语词类的真正特

“引进西方
应当格外关注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

点在于： “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一对多对应； 汉语

理论可取，
尤以进路和方法为先”，继而“拓宽方

词类的特点不表现在动词、
形容词作主语这一点

法论新视野，
从根本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上，
而是表现在： （ 1） 大量的零派生； （ 2） 由于可以

的能力”（ 王寅 2010） 。可喜的是，
认知神经科学

大量省略，
造成动词、
形容词可以在主宾语位置上

研究不仅为验证和修正汉语词类研究理论提供有

落单”。王文斌（ 2013 ） 则认为沈家煊对“名动包

效启示，
更为我们发展和拓宽汉语词类研究路径

含”说的论述充分说明汉语注重名词，这与其提

提供新的进路和方法。

出“英 语 具 有 时 间 性 特 质，汉 语 具 有 空 间 性 特
“在汉语中，表达事物的名词得到格外的重
质”、

2

国内汉语词类研究

视，
即重名而不重动”的主张并无二致，
而且他们

关于汉语词类划分，
学界有一处认识是共同

（ 刘晓林 王文斌 2010） 认为汉语基本语言单位经

的： “都认为汉语不具有如屈折语那样的可以借

历了从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到现代汉语以双音构

以划分 汉 语 词 类 的 词 的 形 态 标 志 和 形 态 变 化”

造为主的变化过程，
动词性双音构造的动性渐趋

（ 陆俭明 2015： 2） 。因此，
与英语具有鲜明词类划

弱化。

分标准相比，
汉语词类之间的隶属关系便很难把

通过对上述学者关于汉语名动及其隶属关系

握。马建忠 （ 1898 ） 鉴于汉语没有足以区分词类

观点的简要勾勒便足以窥见汉语词类研究成果丰

的形态变化的事实，
主张根据意义区分字类，
但又

硕，
但同时也彰显出汉语词类研究的复杂： （ 1） 汉

因一词多义现象的大量存在，
他又指出词类划分

—
—意义、
句中位
语词类的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

还应考虑字类与句子成分功能之间的联系，
这往

置、
职 务、形 态、数 量 优 势、音 节 构 造 亦 或 其 他；

往导致“字无定义，
故无定类”。黎锦熙（ 1924） 关

（ 2） 以“零派生”形式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

于汉语词类问题的看法与马先生一致： 主张依据

是否已经“名词化”； （ 3） 汉语名动之间存在何种

词义及其“句中位置、
职务”来认定词语属于何种

—
—名动分离、
隶属关系—
名动不分还是名动包含。

词类，
即“依句辨品，
离句无品”。高名凯（ 1953）

上述学者的主张都有其道理，孰是孰非，实难分

则依据汉语词类活用无需词形变化和一词多类的

辨。但是，
诚如胡明扬等（ 1996： 1） 所言： “如果词

事实认为汉语一词多类便是无词类，
继而提出汉

类问题没有解决好或与句法分析脱钩，
研究者将

语无词类的观点； 吕叔湘（ 1954） 则言： “不分词类

无法根据词类序列分析句法结构，
继而对整个语

“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何以讲语法”、

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产生影响”。这一论

所以 主 张 按 词 的 句 法 功 能 等 给 词 分 类； 朱 德 熙

断又足以说明汉语词类问题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 1982） 认为汉语词类无法依据意义和形态变化

古语云： 旁观者清，
有时看似无解的难题，
换个角

而获得，
只能依据词的语法功能 （ 本质上讲就是

度或研究范式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今后新语言研

词的语法分布，即黎先生所言句中位置） 进行词

究范式的特点之一便是“突破传统研究视野，从

类划分； 胡裕树和范晓（ 1994） 则主张从句法、语

孤立的语言学扩展到认知科学领域，
与其相关学

义和语用 3 个平面对汉语词类进行综合研究； 朱

科交叉整合形成超学科的知识发展模式，
共同探

德熙等（ 1961 ） 反对将出现于主宾语位置的动词

索语言、
心智和脑的奥秘”（ 周频 2013： 37） 。鉴于

或形 容 词 视 为 已 经“名 词 化 ”的 主 张； 陆 俭 明

此，
我们认为名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恰好为语言

（ 2015） 则认为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有的

学家“旁观”汉语词类提供一面明镜。

已经“名词化”； 沈家煊（ 2009） 则依据动词名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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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众多学者所言“汉语不具有如屈折语那样的

鉴于名动加工脑神经机制在揭示人类语言生

可以借以划分汉语词类的词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

物学基础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

化”，
但杨亦鸣和蔡冰（ 2011） 依据动词混合形态理

来，
认知神经科学家对名动加工进行了大量卓有

论发现汉语动词存在屈折变化并确定汉语的屈折

成效的研究。依据不同实验结果对名动隶属关系

类型。如果汉语动词确实存在不同类型的屈折变

的不同倾向性，
可将其分为以下两类： 名动分离和

化，
那么汉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类型学独特

名动不分。

性便成为一个需要被学者重新认识的问题。

3． 1 名动分离

3． 13 语音

20 世纪 80 年代，
大量神经心理学研究（ 参见

Kelly（ 1992） 发现英语中动词的重音型式具

Vigliocco et al． 2011） 发现，
许多失语症病人存在

有不可预测性，
且与名词相比，
动词在句中的持续

名词和动词产出能力受损不对称的现象。研究者

时间更短，
继而导致其习得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认为该发现表明名词和动词在神经网络中以相互

这说明 英 语 名 动 在 语 音 层 面 存 在 差 异。近 来，

分离的方式得以表征： 左侧颞叶负责名词表征、
左

Conwell 和 Morgan （ 2012 ） 以及 Conwell （ 2015 ） 先

侧额叶负责动词表征，继而出现“名动分离”说。

后发现儿童和成人对英语中区分名动的感知觉线

随后，
大量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研究都证实这一

索均非常敏感，
语流中包含的提示信息可以帮助

点，
并对导致名动分离的不同因素展开调查。
3． 11 语义

说话者对词语的词类属性进行有效区分，
因此，
他
们认为语音构成词语词汇表征的一部分。国内，

Gentner（ 1982） 认为动词比名词习得慢的原

梁丹丹和韩笑 （ 2010 ） 认为汉语无法用语音来解

因在于与名词相比，
动词的语义更复杂。与语义

Li 等（ 2010） 对汉语名动韵律
释名动区分。但是，

复杂性主张不同，Pulvermüller 等 （ Pulvermüller et

特征调查后发现，
虽然孤立出现的名动同音异义

al． 1999； Moseley，Pulvermüller 2014 ） 认 为 二 者

词在韵律方面完全相同，
但当这些词项嵌入名词

存在神经生理学差异的原因在于其各自包含的语

性或动词性短语时便表现出韵律差异，
这一研究

义网络（ 动作和视觉联想） 不同，
继而指出导致名

结果表明汉语存在区分名动的韵律信息，
正是这

动分离的基础是词汇意义。除物体—动作语义差

些韵律信息帮助儿童习得汉语词类差异。

异外，
研究者还发现其他细微语义差异也会导致

3． 14 语言模态

名动加工脑区激活差异的产生，
如具体性和可想

与 Pulvermüller 等 （ 1999： 83 ） 得 出 名 动 存 在

象 性 （ Tsai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06 ） 。

独立于刺激呈现模态（ 视觉或听觉） 的词类专属

Vigliocco 等（ 2006 ） 明确提出名动 具 有 相 同 的 表

Gomes 等（ 1997） 发现
性脑加工机制的结论不同，

征和加 工 机 制 即 基 于 特 征 的 语 义 表 征 （ feature-

名动在视觉和听觉通道加工方面存在反应时和

based，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系统。汉语方面，

N400（ 指示语义加工） 差异。

Bates 等（ 1991） 在对汉语失语症病人图片命名和

3． 15 语境

词画匹配结果调查后认为导致汉语名动分离的依

纵观名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不难发现，
依据

据是语义特征。在国内，杨亦鸣等 （ 2002 ） 、梁丹

不同实验目的，
刺激材料呈现的语言环境也不尽

丹等（ 2006） 和 Zhang 等（ 2006） 分别基于不同研

相同： 光 杆 形 式、屈 折 形 式、短 语 和 句 子 等。

究方法（ 事件相关电位或核磁成像技术） 证实语

Wright 和 Garrett（ 1984） 发现只要靶词词类属性与

义是导致汉语名动分离的重要因素。

先前出现的语境一致，
即使它与语境存在语义冲

3． 12 形态句法

突，
说话者的词汇判断速度仍会加快，
这充分说明

在屈折语中，
动词在形态变化方面一般比名

语境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可导致词类效应的产生。

词更复杂，
这导致二者在句法整合过程中加工需

Vigliocco 等（ 2008 ） 发现以光杆形 式 出 现 的 词 语

求不一： 动词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如 Longe 等

不会产生任何启动效应，
但当启动词嵌入短语语

（ 2007） 发现当英语说话者在判断以屈折形式呈

境（ 名词前加 the 或动词前加 to） 时，
对目标动词

现的词语时，
动词比名词引发更大的左侧额下回

识别却产生促进效应。对不同语言的考察也印证

（ Inferior Frontal Gyrus，简称 IFG） 激活。因此，
形

语境效应的存在（ Pechmann et al． 2004） 。上述研

态句法层面，
导致名动脑区激活差异的主要原因

究结果一致表明单个词语检索过程中，
词类信息

在于二者形态句法加工复杂度或需求不一： 形态

并非自动、
必然得以检索的词汇特征，
相反，
它只

加工需求越大（ 如动词） 左侧 IFG 激活程度越高。

有在语境中才能发挥作用。汉语方面，
同样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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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缺失的情况下，Bates 等 （ 1991 ） 发现汉语名

（ 1995） 发现额—颞受损患者仅存在名词产出损

动之间存在界限，
但 Li 等（ 2004） 却未发现名动加

伤。这说明额叶受损并不必然导致动词加工的失

工存在显著脑区激活差异。对此，杨亦鸣等 （ 梁

能，
因此额—颞二分并非严格对应名动二分。除

丹丹等 2006，杨亦鸣等 2002） 认为导致上述研究

此之外，
基于语义实验任务的研究发现，
名动加工

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被试在加工孤立呈现的

存在共享性脑区。Ojemann 等（ 2002） 发现对外侧

词语过程中无需对词语的语法信息进行加工，
因

裂周区皮层施以电刺激可导致动作和物体命名加

此要厘清汉语名动分离的根本原因，
必须将目标

工均受干扰，
这一结果说明名动加工存在共享性

词置于语境中。

Silveri 等（ 2003 ） 还发现左侧顶叶受
脑区。另外，

3． 16 实验任务

损的患者其物体命名和动词产出同时受损，
这说

不同实验任务对语法和语义信息的敏感度不

明左侧顶叶也是名动加工共享性脑区之一。Ha-

同，
这对研究结论的得出必然产生影响。Tsai 等

vas 等（ 2015： 61） 对布罗卡区开展的电刺激实验

（ 2009： 151） 发现，
当实验任务需要参与者进行想

也发现名动存在共享性功能表征。由此可见，
名

象加工和语义判断时，
额叶的具体性效应得以增

动加工引发的额—颞脑区激活对立可能并非名动

强； 但基于词汇判断任务的实验则未发现动词在

分离说所认为的那般清晰，
二者加工激活的脑区

额叶电极引发显著的具体性效应。因此，
作者认

也并非仅限于额叶和颞叶，
还应包括外侧裂周区

为如果语义因素是导致名动分离的原因，
那么词

和左侧顶叶等共享性脑区。

类效应应该更易被与语义加工相关的实验任务捕

形态句法方面，
研究者发现名动形态句法加

捉。国内方面，
与 Li 等（ 2004） 基于词汇判断任务

工所引发的额—颞脑区激活对立也并非名动分离

发现汉语名动无显著神经关联差异的主张不同，

说认为的那般清晰，
如有研究发现额下脑区结构

郁曦等（ Yu et al． 2011 ） 基于语义任务开展的相

损伤可导致不同词类词语形态加工受损 （ Havas

关实验则发现汉语存在显著的名动词类效应。梁

et al． 2015： 54） 。与 3． 1 中相关研究者发现动词

丹丹等（ 2006） 则认为导致 Li 等（ 2004） 未发现汉

形态句法加工比名词形态句法加工在左侧 IFG 引

语名动差异的原因在于其实验任务的选取存在重

Berlingeri 等（ 2008）
发更强脑区激活的发现相左，

大不足： 词汇判断任务并不需要参与者对目标词

和 Sahin 等（ 2006） 均发现当实验任务包含大量形

的语法功能进行加工。

态加工需求时，
引发更强左侧 IFG 激活的是名词

3． 17 刺激呈现异步性

而非 动 词 （ Havas et al． 2015： 54 ） 。 Sahin 等

Seidenberg 等（ 1982） 基于跨模态语境歧义探

（ 2009： 448） 的电生理学研究甚至发现名动屈折

针范式的研究发现，
当歧义词和靶词之间的刺激

引发的脑电型式完全相同，
继而认为具有不同词

呈 现 异 步 性 （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简 称

类属别词语的屈折形态加工型式完全相同。汉语

SOA） 时间间隔为 0 毫秒时，
名名歧义词和名动歧

Li 等（ 2004 ） 基于 fMＲI 的研究发现汉语名
方面，

义词在有无语境条件的情况下均无任何神经加工

动加工引发大片重叠脑区的激活，
继而表明汉语

差异： 但当 SOA 为 200 毫秒时，只有符合语境的

名动各自激活的脑区位置和范围无显著差异。他

适宜性解读被所有类型的词语所通达。这一实验

们的解释是： 鉴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
很难通过形

结果说明 SOA 时间间隔的大小对词语加工语境

态来辨识词语的语法功能，
因而从形态句法的角

效应的产生与否具有重要影响，
继而影响词语词

度看，汉语名动的神经加工机制是没有区别的。

类效应的出现与否。

这一发现与印欧语名动研究中提出的词类效应主

3． 18 个体差异

要源于形态句法加工及其加工需求的观点一致。

Ojemann 等（ 2002） 在要求参与者进行图片命

鉴于此，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暂时性结论： 并无

名时发现，
对参与者外侧裂周区皮层的电刺激可

强有力证据表明名动存在神经分离性。这对名动

导致其动词产出和物体命名过程均受干扰，
但干

分离说提出挑战。

扰效应产生的具体位置存在个体差异。
3． 2 名动不分

3． 3 小结
通过上述考察，
发现认知神经科学家对名动

与名动分离不同，
少数研究结果支持名动不

关 系 及 其 加 工 进 行 大 量 研 究 并 取 得 不 菲 成 果：

分的观点。如语义方面，
与众多神经心理学研究

（ 1） 客观证实影响名动加工的语言因素并非仅限

发现动词和名词加工失能分别与额叶和颞叶功能

于单一语言层面。（ 2） 名动隶属关系也并非仅限

受损对 应 的 结 果 不 同，De Ｒenzi 和 di Pellegrino

于传统语言学家所认为的“名动分离”，
还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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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动不分”的现象。（ 3） 有无显性词形变化并

性。上述方案的实施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实证研究

非判识名动分离的根本。形态仅是词语句法功能

的信度和效度。再次，
在深化汉语词类理论研究

的外在标志，
对词语加工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在

的基础上加大其实证考察力度。相比理论研究，

于不同词类的形态复杂程度不一，
继而导致其加

汉语词类的实证研究可谓少之又少，
这种局面严

工需求存在差异。汉语动词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

重阻碍我们对汉语词类特点的认识。语感分析和

表明，
汉语动词可能存在除形态以外的其他屈折

语料考证固然重要，但其主观性往往不好掌握。

形式。（ 4） 大量语言影响因素和心理学因素的发

加大汉语词类实证考察力度可以为其理论研究提

现为今后认知神经科学家更好地设计实验提供可

供一个新的“旁观者”视角。

靠的变量清单。但是，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不菲，
仍

对汉语词类研究的启示

存在以下问题： （ 1） 研究结果相互矛盾，
甚至那些

4

基于相似实验范式和实验技术的研究也很少得出

名动隶属关系方面。通过对目前掌握
首先，

趋同性实验结果，
继而导致其对名动隶属关系认

的名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考察发现，
与国内学

识不一： 名动分离或名动不分。这使其信度和效

者对汉语名动隶属关系观点不一的情况相似，
认

度都大打折扣。（ 2） 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原因之

知神经科学家针对不同语言开展的名动加工研究

一便是大量实证研究未对其所要考察的词类进行

也未在二者隶属关系方面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

概念详尽的理论或操作定义。（ 3 ） 另外，大量实

是，
尚无任何实证研究发现任何语言（ 包括汉语）

证研究在研究对象选取、
刺激材料取样及其呈现

存在沈家煊所言的“名动包含”现象，
这说明汉语

环境等方面标准不一，
存在极大的任意性，
陷入理

词类研究迫切需要不同语言观和词类观指导下的

论学家诟病的语际甚至语内“方法论投机主义”

实证研究的开展。如果其论断正确，
其对世界语

（ methodological opportunism） 漩涡，
继而导致实验

言词类研究的贡献将不言而喻。

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4 ） 更为糟糕的是，多数

其次，
名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

研究者基于这些彼此间毫无可比性的实验结果便

对名动加工产生影响的原因除语音、
语义—概念、

对名动关系下定结论，
最终引发与理论研究相似

语法和词库因素（ 梁丹丹 韩笑 2010） 外，
还应包

的“公说 公 有 理、婆 说 婆 有 理”的 无 休 止 式 的 争

括语言模态、
语境等语言因素以及实验任务、
刺激

论。（ 5） 究其以上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认知神经

呈现异步性和个体差异等心理学因素。心理学因

科学家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忽视，
继而导致其对

素对名动加工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上述

影响语言加工的不同语言因素缺乏整体观。

不同语言因素提取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从

未来研究展望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认知神

根本上说，
语言因素对名动加工的影响是直接的，

经科学家应充分关注语言学家的相关理论研究。

而心理学因素对名动加工的影响是间接的。回顾

在和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中，
研究者不能

国内学者提出的词类划分标准，
认知神经科学家

忽视语言学理论本身的建设对交叉研究的重要性

发现的名动加工影响因素与其既有相同之处，
更

（ 沈家煊 乐耀 2013： 255 ） 。其次，针对以往研究

存相异之处： （ 1） 语义方面，
名动之间的语义差异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我们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以

并非仅限于传统研究认为的物体—动作差异，
还

下解决方案： 认知语法的符号观及其对词类的概

应包括具体性和可想象性等更为细小的语义特征

念分析可为词类提供跨语言良构性定义继而帮助

差异； 意义也并非朱德熙认为的那般难以把握，
仍

认知神经科学家明确其研究对象； 原型范畴理论

不失为判断人类语言名动隶属关系的主要依据。

和词类共性—类型学理论为解决实证研究中不同

（ 2） 形态句法方面，
不同词语形态句法加工复杂

词类及其对应构式的类典型选取以及二者整合加

程度和加工需求不一的事实启示我们显性形态可

工的典型性问题提供出路； 构式语法对构式的定

能仅是语义或句法功能的外在标志，
因此，
词形变

义、
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假设及语言类型学家对

化的有无并不能成为判断汉语名动隶属关系的依

“方法论投机主义”的批判可以帮助认知神经科

据。尽管汉语名词动用或动词名用不存在显性、

学家厘清不同语言影响因素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其

可观的词形变化，
但不能排除其存在无形、
客观心

各自的影响权重； 词类共性—类型学理论和类型

理加工负担标记的可能，
这可由行为实验的反应

学标记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认知语法对语法自治

时或准确率、
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事件相关电位

的批判为研究者揭示词类跨语言共性和语言专属

成分的潜伏期或振幅以及核磁成像实验中观察到

性提供窗口，
继而保证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

的脑区激活范围的多寡而得以客观反映。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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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刊，2013（ 1） ．

加工负担标记外，
关于汉语动词屈折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也提示研究者汉语词类可能存在无语音形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24 /

式的屈折标记或其他有形标记如，
副词和语序等。
而且，
如同印欧语一样，
汉语动词屈折比名词更复

2001．
梁丹丹

杂，
继而导致动词加工难度也更大。如果上述论
点成立，
有无形态变化便不能作为判定汉语词类

第3 期

韩 笑． 名动分离原因综述［J］． 当代语言学，

2010（ 2） ．
梁丹丹

杨亦鸣

封世文

李建策． 汉语名、动、形充当

特点的主要依据： 汉语名动在形态句法层面很可

名词修饰语的 fMＲI 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能与其他语言一样具有相同的神经加工机制以及

（ 4） ．

生物学基础。如此，
汉语词类的类型学特点便值

刘晓林

得学者的重新考量。（ 3 ） 语音方面，实证研究结
果启示我们，
汉语并非如之前研究者认为的那样

陆俭明． 汉语词类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J］． 汉语学报，

无法用语音来解释名动区分，
相反，
汉语中存在导
致动词动性弱化的“双音构造”以及能对名动进

2015（ 3） ．
吕叔湘． 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J］． 中国语

行有效区分的韵律信息。这提示研究者在选择语
料时，
音节的多寡也是保证其研究对象具有典型

王文斌． 动性弱化、语义自足、作格化与语序类

型特征效应［J］． 现代外语，2010（ 2） ．

文，1954（ 9） ．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898 /1983．

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4 ） 语境方面，国内甚至国

沈家煊． 我看汉语的词类［J］． 语言科学，2009（ 1） ．

外许多研究者认为词类信息构成词汇表征的一部

沈家煊

［J］． 当代语言学，2013（ 3） ．

分，
但是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单个词语检
索过程中，
词类信息并非自动、
必然得以检索的词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

汇特征，
相反，
它只在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一事实
告诫我们，
词类研究必须结合构式语境 （ 而非孤

乐 耀． 词类的实验研究呼唤语法理论的更新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 2） ．
王

寅． 方法五论： 新世纪外语界可循之道———中国后语

立呈现的词语） 得以开展。同时，与不同词类属

哲得益于方法论思考［J］． 中国外语，2010（ 2） ．

性词语对应的构式本身不仅存在原型效应，
词语

王 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转

和构式的整合加工也存在类典型效应。另外，
构

向后的语言学新论（ 上） ［J］． 外语学刊，2013（ 5） ．

式语境也并非仅限于传统研究认为的句子语境，

王 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转
向后的语言学新论（ 下） ［J］． 外语学刊，2015（ 4） ．

还应包含屈折构式、
短语构式甚至整个语篇。
再次，
上述不同语言影响因素及其内部差异

杨亦鸣

的客观存在表明，
词类加工或划分是众多影响因
素合力使然的结果。尽管实证研究的本质特征要

蔡 冰． 汉语动词的屈折机制与限定性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2011（ 2） ．
杨亦鸣

梁丹丹

顾介鑫

翁旭初

封世文． 名动分类：

求认知神经科学家必须对影响词类加工的不同影

语法的还是语义的———汉语名动分类的神经语言学

响因素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独立考察，
但是，
作为

研究［J］． 语言科学，2002（ 1） ．

语言学家，
应时刻谨记任何试图依据单一影响因素
便对名动隶属关系下定结论的做法都是片面的、
不

周

频． 语言科学研究方法学探索———以认知神经科学
为基础［J］． 外语学刊，2013（ 1） ．

可取的，
应该“树立整体理念，
在整体中考察语言，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在整体中建构语言学”（ 李洪儒 2013： 1） 。

朱德熙

卢甲文

马 真．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

题［J］． 北京大学学报，196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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