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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实用•创新
——张会森教授《当代俄语语法》评介

王利众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俄语属于屈折语，词形变化丰富，句间联系复杂。因此，中国人学好俄语必须掌握语法，
换句话说，语法教学是俄语教学的基础。
目前，我国各高校俄语院系使用的俄语实践课教材中，根据课程内容安排，每课都附有
一定数量的语法项目，学生可在基础阶段（即一、二年级）学完基本的语法项目，但分配在
实践课教材中的语法内容分散，各课语法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且因为词汇量的限制、课
文内容的制约，语法内容常常过于简单，无法深入讲解。因此，学生只靠实践课教科书难以
形成系统、集中、总体的语法印象（事实上也只能如此教学，因为俄语系的学生基本都是零
起点学习俄语的）。
在学生语法知识相当薄弱的情况下，有些高校的俄语院系还违背俄语教学的规律，不重
视俄语实践语法教学，有的学校甚至把语法课取消了。针对这一不正常现象，张会森教授撰
文强调语法及语法教学的重要性。“教学改革当然会涉及到课程的调整，要砍掉某些课或课
时，增加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课程。砍掉什么课都可以，但不能砍掉基础阶段的语法课，因
为语法是语言的灵魂。”（张会森 2010a：4）他因此呼吁：
“语法必须扶正。”
正因为上述原因，现阶段对俄语教育工作者而言，用一定的理论指导语法教学实践对提
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的俄语教学迫切需要体系完整、难度适宜、反映现代俄语
语法变化与发展新内容的语法教材。我们惊喜地看到张会森教授的《当代俄语语法》（商务
印书馆，2010）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出版了。该书是在《最新俄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2000）
的基础上修订、增新而成，质量上更有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变化，《当代
俄语语法》在保持了传统语法基本框架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当代俄语语法的一些新现象、
新规则。仔细拜读了张会森教授的新作，收获颇丰，可以用经典、实用、创新概括其特点。
一、经典
张会森教授是俄语语法学界的泰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俄语语法研究，引领着全国俄语
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大多数俄语工作者都是读着张会森教授的语法成长起来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张会森教授的四本语法著作：《现代俄语语法》（商务印
书馆，1963）、《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商务印书馆，1979）
、《最新俄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00）、
《当代俄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2010）。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每个时代都会有张会森
教授的语法著作出版，从而成为该时代的经典之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俄语人，从中足可
以看出张会森教授语法的影响力及学术价值。
张会森教授的最新力作《当代俄语语法》也毋庸置疑，成为二十一世纪经典语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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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的教学可以“从形式到语义”，也可以“从语义到形式”。《当代俄语语法》作为“从形
式到语义”的语法经典作品体系完整，从构词法到词法、句法讲解详尽，例句充满时代气息，
反映了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也可以说是张会森教授 50 多年从事俄语语法教学
与研究的珍贵结晶。《当代俄语语法》在于指导俄语的实际运用与理解，没有过多涉及理论
上的争议，理论知识适度，全书的体系照顾到了当代俄语教学的需要。
二、实用
《当代俄语语法》一书体现了“中国人为中国人编写”俄语语法的特色，充分考虑中国
人学、用俄语的需要和难点。如俄语语法教学的两大难点“动词的体”“名词的数”书中均
予以较大篇幅加以论述。该书以实用为主，阐述简明易懂，深入浅出，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
题，书中提出了教学上的处理意见。实用，也就是适合中国人使用，无疑是《当代俄语语法》
的一大特点。这里举例加以说明。
重音的变化是中国人学习俄语的难点，词汇的重音变化是可以通过词典来解决的，但名
词与前置词连用时重音的变化就很难掌握，词典中很难查到。
《当代俄语语法》中（336––338
页）把名词重音移至前置词上的情况总结为以下情形。1、重音移至前置词涉及到少数原始
前置词，它们是без, за, до, из, на, по, под。名词重音移至前置词上的这种现象 19—20 世纪
初比较多，当代俄语中很多过去重音前移的情况可以不前移，如 даɚиɪ поᓟ ɪоɨ –– по ɪоᓟɨ
（敲桌子），подн ɪ
наᓟ оɚ –– на оᓟɚ （上山）。2、重音位置不同可能表示意义不同，
如бок一词，与под连用时，有两种重音读法，但意义不同，под боᓟко晦在“肋下”
（用于直译），
поᓟд боко晦“就在旁边，非常近”
（转义）、за оᓟɚодо晦（在城外）–– заᓟ оɚодо晦（在郊区）。3、
在一些固定词组和成语中，前置词具有重音，即其后名词重音前移，如беᓟз е ɪи пɚопа ɪ
（杳无音信），заᓟ д
аɪаɪ （扣人心弦）。4、某些数词（д а、ɪɚи、 ɪо）与几个原始前
置词连用时，按传统重音也在前置词上，如заᓟ д а, заᓟ ɪɚи。5、当代俄语允许原先前置词重
读的场合前置词不重读了。
这是张会森教授根据 2008 年出版的«Со ɚе晦енный ɚ кий зык.
Акɪи ные пɚоце ы на ɚ беже XX—XXI еко »提出的新现象，这也是现代俄语语音变化的
一个积极趋势。通过以上几条对前置词是否重读规律的解读解决了中国人学习俄语过程中的
一大难题。
在俄语教学过程中，如何使用名词的性（特别是用阳性的名词怎样表示女性）是十分繁
琐的问题，在《当代俄语语法》一书中该问题得到详尽解决。在俄语中一些表示人的社会地
位、职业、职务的名词，没有相应的阴性形式，如晦ини ɪɚ（部长），пɚофе оɚ（教授），
акаде晦ик（院士），диɚекɪоɚ（校长，厂长）， ɚач（医生），инженеɚ（工程师），该书（45
页）指出，这些表示职业的名词，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的特征占首要位置，而其性别则退居
次要地位。因此，可以用这些阳性名词来表示相应的女人，如Лейɪенанɪ Пеɪɚо а поɨ чиɨа
но 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彼得罗娃中尉得到了新的任命。）当然俄语中表人名词有些具有相应的
表示女性的名词，如акɪеɚ（演员）–– акɪɚи а（女演员），但是在正式公文语体中，一般使
用阳性名词，因为在公文中首先注意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职务，而不是性别，如
Г.Никоɨае на –– пециаɨ ный коɚɚе понденɪ «Лиɪеɚаɪ ɚной азеɪы».（Г．尼古拉耶娃是《文
学报》的特派记者。）То аɚищ А.И ано а ɚабоɪаеɪ ɨабоɚанɪо晦 на кафедɚе и晦ии.（А．伊
万诺娃同志在化学教研室担任实验员。）在一般场合，在日常言语中完全可以使用阴性名词，
如在На а пɚепода аɪеɨ ница забоɨеɨа.（我们的（女）教员生病了。）句中пɚепода аɪеɨ ница
就用的很得体。在该书（46 页）中的注释中指出，在现代俄语中，特别是口语中，表示人
的社会地位、职业、职务的名词用于女人时，广泛使用意义上的主谓一致关系，即谓语过去
时用阴性形式，如В ю ноч пɚо идеɨа 晦оɨодой ɚач по ɪеɨи по ɪɚада е о.（年轻的女
医生在在受伤者床边守了一夜。
）Диɚекɪоɚ на очен ɪɚо а .（我们的校长特别严厉。）尽
管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之前，在这种情况下谓语应用阳性。该书（46 页）中还指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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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名词的定语也日益向使用阴性形式发展，例如按严格的规范应说 ɚабɚый капиɪан
Чжан Юйфын （ 勇 敢 的 女 船 长 张 玉 芬 ）， 但 在 口 语 中 也 可 以 说 ɚабɚа капиɪан Чжан
Юйфын，即按意义和被说明的名词一致。但在正式场合应在这些词前加上женщина, 如
женщина- д （女法官），женщина- ɚач（女大夫），де
ка-почɪаɨ он（年轻的女邮递员）。
通过这些讲解名词性的使用问题迎刃而解。
研究语言中的模糊、过渡现象是当代语言科学的新潮流。《当代俄语语法》的句法部分
既保持传统结构切分法的优点，又对其进行了局部调整。特别注意和强调了很多句法现象的
过渡性，在该书（584—586 页）中对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之间的过渡类型加以阐释,非
常有利于俄语的教学。
随着言语交际的需要，俄语标准语的句子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某些特殊结构。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俄罗斯标准语日益口语化，增强口语成分。现在大众传媒语言、口头
公众语言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句法结构。而传统语法视这些口语句法现象为不符合标准语规
范，不予描写、分析。从今天语言学观点来看，这些句法结构是标准的。《当代俄语语法》
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以专门章节（605—610 页）阐述了来自口语、现在大众媒体广为使
用的几种特殊的句法现象。在这里，近些年大众媒体中广泛使用的俄语中的减缩结构、提位
––复指结构、分割结构、嵌入结构以及从句形式与句子成分同等并列等句法现象都得到简明
扼要的解释，如П ɪ чɪо оɪ ɪ деɨаюɪ!（减缩结构）（他们愿干什么就干什么！）（试比较：
П ɪ деɨаюɪ ɪо,чɪо оɪ ɪ деɨаɪ .）Реп ɪаци –– эɪо ко да ɪебе до еɚ юɪ.（从句形式做句子
成分）
（信誉—这就是大家都信任你。）
（试比较：Реп ɪаци –– эɪо че ɪ .）Я д 晦аɨ о фоɚ晦е
пɨана и как еɚо назо .（从句形式与句子成分同等并列）（我想过布局形式和主人公的名
字。）（试比较：Я д 晦аɨ о фоɚ晦е пɨана и о ɪо晦, как назо
еɚо .）Эɪоɪ ченик, е о очен
ɨюбɨю.（提位—复指结构）
（这个学生嘛，我很喜欢他。）Зи晦ой начн пи аɪ . О ɨюд .（分
割结构）（冬天开始写作。写人。）这对分析和掌握俄语中难句很有指导作用。
三、创新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俄语和俄
语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语法变化相对缓慢，不易察觉。苏联解体后语法领域发
生了一些变化，某些方面的演变受到苏联解体后新的社会空间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推动，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有些演变过程变得积极起来。近 10—20 年间俄语语法领域出现了
“分析语化趋势”。在张会森教授的《当代俄语语法》中反映出了这些俄语语法的新变化、
新现象，反映出俄语语法研究的新成就，这些语法的新规则是以前任何一本俄语语法都没有
涉及到的新内容，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科研精神。
俄语的“分析语化趋势”是语言发展经济原则的主要体现之一，是俄语词法的主要发展
趋势，其主要表现为：1、格的变化的统一化（ ɪакан чаю趋向于 ɪакан ча ，数量二格逐渐
消亡）；2、不变格名词和不变格形容词增多；3、阳性表人名词共性化，可表女人；4、数量
数词变格的减化（不变格趋势）。
（张会森 2010b：21）在《当代俄语语法》中（147 页）指
出，通常情况下构成合成数词的每个词都变格。但在现代口语和反应口语特点的文艺作品中
有一种合成数词简化变格的趋势，即简单的不变格，而复杂的数词结构 1）只开头与末尾的
组成部分变格；2）只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变格。例如：Тɚи б ɪыɨка на晦 аɪиɪ.（三瓶咱们够
了。）（书面语法应为ɪɚе б ɪыɨок）Сеɚи по обий д 晦 ɪы ча晦и чеɪыɚе ɪа е晦 де ɪ
п ɪ ю чеɚɪежа晦и.（这套教材带 2475 幅设计图。）在当代（21 世纪）非严谨的俄语言语中也
出现了不少在前置词后或боɨɨе, 晦енее等词后数词全部不变格的例子，如Боɨее п ɪ оɪ
екɪанɪо зажи о оɚеɨи цеɚк и.（500 多名异教徒被活活烧死在教堂里。）Е ɨи бы 晦не
быɨо ɪа晦 до д адцаɪ п ɪ ɨеɪ...（假如我当时还不到 25 岁……）这说明俄语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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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向着数词变化简化以至不变化的方向发展。
《当代俄语语法》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口语中的一些新现象也得到作者极大的关注。
张会森教授认为，口语中的语法现象如果符合语言总的发展规律、趋势（大众化、简便、创
新……），就会逐步被书面语（首先是新闻语言）所吸收，成为标准语的财富。该书中（335
页）把《来自口语的前置词的特殊用法》专设一节。书中指出，按严谨的书面语语法，前置
词应放在名词（代词）之前，如Собɚание пеɚене ено на п ɪниц .（会议移到周五举行。
）但
人们也常说Собɚание пеɚене ено на за ɪɚа.（会议移到明天举行。）即前置词放在副词之前。
现代俄语口语中前置词不与名词（代词）连用，而是放在副词之前，这种现象日益增多，如
— На ко да ɪы биɨеɪ з ɨ? — На е одн . （“你买的是何时的车票？”“是今天的。”）Об
поɪо晦 ɪо да не д 晦аɨа.（以后如何我当时没有想。）Я пециаɨ но дɨ зде к пиɨа.（我是
专门为这里买的。）口语中甚至出现“前置词+不定式”型结构，如Как на чеɪ по жинаɪ ?
（吃晚饭的事怎么办？）— Вы бы оɪдо н ɨи! — Об оɪдо н ɪ не 晦ожеɪ быɪ и ɚечи.（“您
该休息休息了！”
“休息的事儿根本谈不上！”）语言的发展变化往往是在口语中出现出来，张
会森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俄语语法的新变化，从而为俄语教学和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语法教学与研究应与时俱进，跟上俄语的变化与发展。无疑，张会森教授的著作《当代
俄语语法》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适合俄语教学的最佳作品。
《当代俄语语法》既有理论深度，
又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其一定为推动我国俄语的教学与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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