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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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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监控评估处，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现代汉语词类系统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汉语有无词类的争议；

词类划分的依据、标准的争议；词类数目多少的争议等。对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的若干观点加以梳理．具有

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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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类系统问题一直以来是语法学界

研究的热点，20世纪就有过三次(30、50、80年代)

大的讨论。经过不断研究，在不少主要问题上多数

语法学家的意见已经逐步趋于一致：词类是词的语

法分类，划分现代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是词的语法

功能，但有些问题还在探讨中。围绕着语法学家的

争议问题，对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的若干观点加以

梳理，并尝试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构

建一种现代汉语词类系统。

一、汉语有无词类的争议

中国传统语言学就有实字和虚字、动字和静

字、死字和活字的区分，这主要是词义的区分。19世

纪末，马建忠主张根据意义区分字类，“故字类者。

亦类其义焉耳”，【l-在他的论著《马氏文通》中把文

言文的词类分为九类。

对词类的认识，来自西方印欧语语言学．印欧

语划分词类的依据是词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1lll

他们认为汉语的词既没有形态标记，更没有形态变

化；再从语法功能上来看。印欧语词类跟句子成分

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而汉语的特点是词类跟句子

成分之间基本上是一对多的对应。一些学者就认为

研究汉语词无定类．如20世纪50年代高名凯等。

而大多数语法界学者明确肯定了汉语词类的可分

性，认为研究汉语语法不能不研究词类。如王力、吕

叔湘、文炼、胡附等。

以上观点有恰当、合理之处。如中国传统语言

学学者、大多数语法界学者明确肯定了汉语词类的

可分性。研究汉语语法不能不研究词类。而中国传

统语言学认为分类的依据是意义则是不足的，一些

受西方印欧语语言学影响的研究者认为汉语实词

没有词类分别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其实划分词类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有必要性。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是汉语的客观存在，各类词

有不同的语法特点．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这就为划

分词类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学生写作业”中“学

生”、“作业”是名词．它们都可以受指示代词、数量

短语的修饰，而动词“写”不可以；动词“写”可以受

副词“不”的修饰。而名词不可以。根据词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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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特点，就可以把词分出类来。

划分词类也有必要性。为了认识、分析、说明语

句的语法结构，有必要对结构中用法不同的各种词

加以分类，词类的名称可以根据语法意义命名。否

则就要把用法相同的词一个个列举出来，这样就难

以认识、说明结构的异同及其规律了。各种各样的

句子多数是由词逐层组成的，如果不划分词类，就

没办法说明语句各种结构规律的差异和词的不同

功能，如“空气新鲜”和“新鲜空气”分别为主谓结构

和偏正结构。如果不划分词类就不便于说明句子应

该怎样组织和不应该怎样组织。不利于说明句子的

正误。如“他最近身体不好．应该多吃营养。”中“营

养”是形容词，这里误用为名词了，改为“营养品”才

与动词“吃”搭配得当。为了认识、分析、说明语句的

语法结构，有必要对结构中用法不同的各种词加以

分类。词类的名称可以根据语法意义来命名。

二、词类划分的依据、标准的争议

长期以来。语法界有关汉语词类划分的依据、

标准的争议非常激烈。主要的观点有：词的意义标

准、词的形态标准、词的语法功能标准、综合标准四

种。

1．词的意义标准

词的意义有两种．一是词汇意义(概念义)，二

是语法意义或类别意义。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有了

语法意识的萌芽。对词也进行分类研究，主要是依

据词汇意义。一些语法学家主张以类别意义(语法

意义)为划分标准。如20世纪40年代初，两部重要

的语法著作《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21

世纪初，郭锐主张以词的语法意义为依据进行分

类。

词汇意义不能反映词的表述功能。比如“忽然”

与“突然”、“刚刚”与“刚才”词汇意义大致相同，但

表述功能却不相同。而且词汇意义是不可观察的，

它只能意会．不能明确把握，因此词的词汇意义是

不能作为划分词类标准的。而词的类别意义与词的

表述功能有大致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

的，但因为词的语法意义极为复杂，具体划分起来

很难操作，且类别意义不能直接观察，不能明确把

握，因此词的类别意义也是不能单独作为划分词类

的标准的，只能作为划分词类的参考标准，大多数

学者对意义标准也持批评态度。

2．i司的形态标准

所谓形态就是词形和词形变化。形态显示出词

类区别有两种情况：一是词的词形本身有成系统的

差异：二是词有成系统的词形变化。很明显汉语缺

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20世纪50年

代高名凯先生提出“形态说”，把形态看作是词类的

本质，结果得出汉语无词类的结论。

词类从本质上说是词的内在表述功能上的类

别，形态只是词的表述功能的最外在的表现，因此

不能因为一种语言的词没有成系统的差异或成系

统的词形变化就认为这种语言没有词类，汉语中的

形态只能作为划分词类的参考标准。

3．词的语法功能标准

词的语法功能包括：(1)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2)词与词的组合能力；(3)词的粘附能力。㈣经
过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讨论后，多数语法研究

者主张功能标准，认为以词的语法功能来划分词类

是最佳的依据。如胡裕树、张斌、陆俭明等主张以词

的语法功能为分类依据。

4．综合标准

即把几种标准综合起来考虑进行词类划分。如

黎锦熙早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文语法>中就主

张根据意义和功能来区分词类；50年代的汉语词类

问题讨论后，王力先生认为词的语法意义、词的形

态、词的语法功能三者是互相关联的，认为词的语

法功能是词的语法意义的一种外在表现，而词的形

态又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60年代后，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认为“词类是词根据词

汇·语法范畴的分类。”；14】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

代汉语》认为词的分类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

和意义。嘲

目前主张采用功能和意义双重标准的人不在

少数。单纯采用意义标准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可

是事实上不少人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这么做，因为按

意义分类简单易行。

单纯以意义、形态、功能标准来区分词类是不

恰当的。划分词类的根本标准为语法功能，次要标

准是词的形态和词的意义。意义、形态、功能是语法

结构的三个方面．也是人们对语言中的词作语法学

考察和研究的三个维度。对于一个词类的成立来

说，意义是深层基础，形态是外部表征，功能则是内

在属性。划分词类看其主要功能，允许某类词或某

些词有特殊用法。允许有词的兼类现象，但兼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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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少数。 (2)半独立词也只有一个小类。即拟声词。

(3)组合词可以分为四类，即体词、谓词、饰词、

三、词类数目多少的争议 代词。

①体词主要作主语和宾语，可以分为名词、数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词划分多少类，意见不一。 词。

由张志公先生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 ②谓词主要作谓语、述语和补语，可以分为动

统》把汉语词类分为11类。1984年重新修订为《中 词、形容词、状态词。

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其中虚词增加了拟声词，这 ③饰词主要作修饰语，即定语和状语，可以分

个词类体系影响较大，词典大多沿用。在教学领域 为区别词、副词。

里有较大影响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将其分 ④代词是一个特殊类．可以分为代体词、代谓

为13类。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把词分 词、代饰词。

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再细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3．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量词四类。语气词

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以及特殊实词拟声 在语法功能上更接近助词，不主张把它单列一类，

词、叹词，虚词再细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四 同时考虑到量词不能独立作句法成分，这更符合虚

这种分类目前在大学现代汉语教学中普遍采用。张 词的特点，因此把量词划入虚词。

斌《新编现代汉语>将其分为13类。郭锐《现代汉语 在上述分类的前提下。把叹词、拟声词、名词、

词类研究>分四个层级划分词类，基本词类共20 数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区别词、副词、代词、介

个，其中19类根据语法功能划出，代词是特殊类。嘲 词、连词、助词、量词作为词的14个基本类。

综合各家的观点，可以对现代汉语的词类进行 以上观点及所构建的现代汉语词类系统综合

层级分类，每个层级上的一类词必有一些共性，分 了很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对前人观点的进

类如下： 一步深化。对于一些特殊词类的定位可能不是完全

l煨据词能否独立成句或独立作句法成分，分为 合理，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实词和虚词(也可叫做成分词和非成分词)。能够独

立成句或独立作句法成分的词叫实词(成分词)。不 参考文献：

能独立成句或独立作句法成分的词叫虚词(非成分 【l】马建忠．马氏文通校注【M】．章锈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词)。
1954．

2．实词根据独立使用的能力以及与其他词组合 【2】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箜矍垄分为独立词：姜芝妾璺冀墨皇霎：，瓮!磐亳【3】蓑i纛汉语【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使用而且一般6r1个"-’司t--"其他词组合的词叫独立词，经常 ；赢；基．。；拟菱；教；毒法系统【^|】．j匕；：O人02民教育出版
独立使用而且也经常与其他词组合的词叫半独立 ～*10气‘

词，很少或不能独立使用而经常与其他词组合的词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叫组合词。这样独立词、半独立词和组合词就构成 【6】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了词类的二级分类。

(1)独立词只有一个小类，即叹词。 责任编辑：曲晓红

A Discussion on a Few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cerning Parts of Speech in Modem Chinese
Xiong Ying

(School of Education，Jiangsu Teachers7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 1 300l，China)
Abstract：Parts of speech in modcrn Chinese have been a hot I℃seaIIch topic in grammar circle．There

are such controversial issues a8 the existence of parts of speech．the classifying standards for parts of

speech，and the number of parts of speech，etc．Based on the controversies。this article makes 80me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ces of parts of speech in modern Chinese，and comes up with its own idea8 by

synthesizing the other viewpoints．

Key words：modem Chinese；parts of speech；chssif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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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孔繁丽 1949年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综述 2008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词类划分问题贯穿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过程，一直是语法讨论的重大问题，在某一特定阶段甚至是语法研究的首要问题。

自汉语语法学诞生特别是1949年以来，词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问题非常复杂，还存在一些分歧，有待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梳理、分析现代

汉语词类研究状况，可以有效借鉴前贤研究思路和理论成果，以启发后学。

    本文尝试在收集1949年以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力求呈现出近六十年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其不同

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本文在引言中分析了选题依据和意义，即词类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1949年以来词类研究状况综述的必要性。然后根据汉语语法学的分期和词类研究

发展状况的特点，将近六十年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状况分作四个时期：语法知识大普及、语法学研究大发展时期(1949～1966)、语法学研究处于低潮时

期(1966～1978)、语法学研究繁荣发展时期(1978～2000)、语法学研究继续繁荣发展时期(2000～)。本论部分，论述了各时期词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最后得出结论：长期久以来众多语法家对汉语词类问题进行的多方面多角度地探索历程，就是一个逐渐发现和靠近汉语词类本质的过程。最后，结语部

分还综合概括了近六十年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特点，阐明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创新之处，提出词类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学位论文 郭宝清 “两典”词类标注问题研究 2007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两部颇具影响的中型语文词典，它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的语言实际，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最有价

值的语料之一。

    给所有词标注词类是这两部词典最大的特点。本文全面地描写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词类标注情况。这两本词典的编

纂建立在不同的语言理论基础上，在词类的具体标注上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汉语词类系统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本文对词类系统进行历时比较和共时分析，结合词典的词类标注状况，力求在静态描写的基础上探究两本词典词

类标注出现分歧的深层缘由以及词类标注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并探讨适合词典标注的词类系统。

3.期刊论文 尹静静 五本常用现代汉语教材词类比较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9(12)
    词类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清词类有助于能更好地认识现代汉语的规律.本文以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张斌的<新编现代汉语>,胡裕树的

<现代汉语>,邢福义的<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等五本教材中的词类部分为研究对象,重点比较它们的不同之处,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

粗浅的认识.

4.学位论文 李树 现代汉语“‘很’+谓词性成分”研究 2009
    本文基于大规模语料库，从语言事实中作出统计分析，对现代汉语“‘很’+谓词性成分”作出较为详尽细致的描写和比较。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

化对程度副词“很”的功能的理解，认识“很”后续的谓词性成分的共性和差异，对推动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和谓词性成分内部的词类功能游移理论

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除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明确指出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然后对程度副词(包括“很”)及其后加谓词性成分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指出以往研究存

在的不足和本文拟解决的问题，交代采用的理论、方法和语料来源。

    第二章‘很’后的谓词性成分类型。本章在对大量语言事实考察的基础上，对“很”后的谓词性成分类型作一个简明概括的描写，从而掌握研究对

象的各种表现形式。

    第三章“‘很’+形容词性成分”分析。本章我们对程度副词“很”修饰形容词性成分的情况作句法语义层面的分析，并从认知的角度对特殊的语言

现象“‘很’+状态形容词”进行解释。最后，分析了程度副词“很”在结构中的功能。

    第四章“‘很’+动词性成分”分析。本章我们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考察分析“‘很’+动词性成分”。

    第五章“‘很’+谓词性成分”的比较分析。本章我们将系统地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对“‘很’+形容词性成分”和“‘很’+动词性成分

”作比较，旨在找出能进入“很X”框架的谓词性成分X的共性和差异，并深入全面地总结归纳程度副词“很”在此结构中的功能。

    第六章“很”后谓词的词类问题。本章我们首先考察“‘很’+谓词性成分”中的谓词词类表现，并探讨其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分问题。然后，从词

类功能的连续统观点出发，分析“‘很’+谓词性成分”结构中谓词的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用词类功能游移理论来解释其中的形容词动词化、动词形

容词化现象。

5.期刊论文 陈燕玲.CHEN Yan- lin 浅谈《马氏文通》与现代汉语词类划分标准之比照 -闽西职业大学学报

2005,7(2)
    纵观汉语语法发展史,将<马氏文通>确立的词类划分标准与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标准相比照,结果发现马建忠提出的词类划分标准,即以意义和句法功

能为标准,至今仍是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由此可见<马氏文通>确立的汉语词类体系及词类划分标准具有相当的科学性.<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史

上的重要影响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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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位论文 杨一飞 现代汉语实义副词研究 2007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汉语实义副词的词类地位与归属、句法分布与表达功用、内部小类划分与连用顺序，形成来源与兼类情况等问题。除绪论和结论

外，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从功能为主的划分标准出发，通过将“全速、大力”类词语与其他副词的比较，将这部分词语归入副词的范畴，并廓清了实义副词的范围。

本章探讨了实义副词与名词、动词等实词大类之间存在的一定交界情况，特别是与区别词之间存在的普遍兼类现象。最终结论是，普遍兼类的原因在于

实义副词与区别词这两类词语的词类地位相近，即空间性、程度性和时间性的值都几近于零，处在名、动、形三大词类的临界点上。

    第二章结合实义副词的内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对其进行分类，将这部分词语分为“意志”“条件”“同独”“情状”“状态”“方式”六个大类

，其中“条件”类与“情状”类各有下属三个小类；并进一步从连用的角度对之进行印证。经过分析排比，最终得到“意志类”><'1>“条件类”>“同

独类”>“情状类”>“状态类”>“方式类”的连用顺序，这与每一个小类表达的不同命题信息是相互对应的。

    第三章从句法结构、语义变化与虚化机制这三个方面讨论了实义副词的形成与来源。基本结论是，连动结构与句子状位对词语的虚化有较大影响

，而涉及到实义副词的语义变化主要表现在总括语义、笼统语义以及生动语义等几个方面。在实义副词的形成过程中，重新分析机制、类推机制与双音

化趋势也起到较大作用。

    第四章讨论实义副词中新兴出现的“单+双”三音节结构。它们在意义、搭配以及成员扩张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提出“准前缀”的新概念

，以区别于传统的前缀及类前缀，并进一步探讨这部分三音节结构功能转变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7.期刊论文 郭万青.GUO Wan-qing 谈邵冯本《现代汉语概论》的词类处理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2(4)
    邵冯本<现代汉语概论>的词类处理特色鲜明,有许多与众不同,令人称道的地方.他认为现有词类系统是客观语言实际与人们主观意志结合的产物,它

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的客观实际,也反映了汉语学者对汉语词类的主观认识,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终极真理.他的"词的归类"一节,给出了一种具体

的给词归类的操作流程--"四步法".这是一部巧妙处理了汉语词类问题的现代汉语教材.

8.学位论文 徐艳华 现代汉语实词语法功能考察及词类体系重构 2006
    随着信息社会对信息自动化处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需要计算机能对自然语言进行深层分析，比如文本校对、机器翻译、自动文摘等等，这就

要求我们为计算机提供尽可能多的语言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使其能够进行正确的分析进而做到真正的“理解”。现有的汉语语法体系，可以说已经研

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其主要是面向人的，面对计算机这个新的交际伙伴，其研究成果还是显得有些粗糙。因此，要真正实现信息自动化处理，必须加大

汉语语法研究的力度，加细语法刻画的颗粒度，构建真正适合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需要的汉语词类体系。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服务宗旨下展开研究的。

    本文研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1．以语料库为信息源，采用统计并辅以内省的方法，详细考察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中高频的3514个词的语法功能，构建了语法功能信息库

，并以信息库中统计的数据为依据，彻底贯彻“按照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标准”。依据“句法功能完全相同即为一类”的原则，对3514个常用词进

行了分类，最终分出676类，其中，一词一类的有364类，两词一类的有107类，两词以上同类的有205类，对于一词一类和两词一类的，我们放到词典里

描述，剩下的205类就是新实词词类体系所包含的类别。

    2．从句法功能复杂度和分类结果两个方面对现有的词类体系和我们构建的词类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只有10.1％的词在两种体系中

的句法功能复杂度是相同的，而有84.1％的词在旧体系中的句法功能复杂度是高于新体系的。这说明现有的词类体系夸大了汉语中词的多功能现象，归

属同一类别的词，不管是有l项功能还是具有10项功能都给以相同的标记显然有失偏颇，不能客观地反映汉语的实际情况。另外，从分类结果看，新体系

中存在一个词类包含旧体系中多个词类的情况，这说明旧体系通过找“特点”来为词归类的做法不可取，必须在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词有定类

”。

    3．从清华大学100万字的汉语句法树库中提取了11,206个v+v序列和10,081个v+n序列进行了考察。前一种序列匹配后只有一种句法关系的有2679种

组合模式共lO,296个实例，正确率分别为82.9％和91.9％。后一种序列匹配后只有一种句法关系的有1462种组合模式共7189个实例，正确率分别为

70.7％和71.3％。其他有两种以上句法关系的模板，尽管不能确定具体实例中究竟是哪种关系，但相对于旧体系来说，其歧义的数量大大减少了。统计

结果表明，新体系在外显式歧义结构的消解和基本名词短语的识别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9.学位论文 吴校华 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 2008
    拟声词是通过模拟声音的方式形成的一类特殊词汇，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都具有的词汇，其产生与发展都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拟声词作为

语言符号的一种，与其他词汇一样具有任意性、社会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它具备了语言符号的共性。现代汉语的拟声词与叹词分属两个不同的词类，无

论是从定义、语法功能、释义体例、语音、修辞分析，还是从接纳框架分析，它们两个的差异都是相当明显的。叹词在实际运用时又可以转变成拟声词

，这不是一般的词类活用现象，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跨类现象。现代汉语拟声词从语法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是实词。但它又不表示真正的概念，不具有

概念性，因此不完全等同于实词中的其他词，最多只能把它看作是实词的附类，我们认为可以把它称为“类实词”。汉语拟声词既有拟声词的共性，也

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它的理据性强于一般词汇，它不仅具有外部理据，而且还有深层的内部理据。从词典学、词汇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拟声词进行系统

研究，考察拟声词的词形结构、语音特点、用例、释义体例、释义语言、词形处理等，也可以深化我们对拟声词的认识。

    本文共分6章，每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引言：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语料、研究方法等，分阶段评述前人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第2章拟声词的归属：先就拟声词归属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介绍，接着讨论拟声词归属问题的难点，最后就拟声词的语法功能及概念性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拟声词是“类实词”的观点；

    第3章拟声词的符号性：对拟声词的能指和所指以及拟声词形成理据进行探讨，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语源理据、象征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造

字理据等，并简单讨论了语言中拟声词的共性；

    第4章拟声词和叹词的差异：对汉语中容易混淆的叹词和拟声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拟声词和叹词的定义、语音、释义体例、接纳框架、修辞

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5章《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拟声词：从词典学的角度对汉语拟声词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现代汉语词典》在拟声词释义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6章结束语：主要是对本文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10.期刊论文 胡宇慧.Hu Yuhui 黄廖本《现代汉语》不同版本词类的比较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5(2)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是各高校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之一.这部教材共进行了六次修订,每次修订语法体系都有较大变动

.作为语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词类系统也处在不断修订过程中.本文试图通过这部教材不同版本词类系统的比较,使读者了解这部教材词类系统产生和修

订的状况、历史背景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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