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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中的“可有 VP？”问句
林素娥
上海大学
1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提要
“有”在“可 VP”问句中表已然 (VP 为 verb phrase (动词短语) 简称)，
构成“阿有 VP”、“格有 VP”与“可有”合音式等类型，分布于北
部吴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等；已然问“可有 VP”在今
大多方言中正处于被等义的“可 VP-体助词”替代的趋势中；其分布
表明“有”在“可 VP”问句中表已然是一种残存形式，而非新兴的表
已然的标记，它源于元明时期的北部吴语，且于明末之前扩散至其他
方言；“有”首先在“可 VP”问句中由存在义动词语法化为已然体标
记，既符合语义演变规律，也符合“标记在有标记项上的出现先于无
标记项”(Shen 沈家煊 1997)的类型学倾向；根据谓词前“有”在汉
语方言中的句类分布和表义，我们得出一条单向蕴涵共性：即如果一
种方言中肯定陈述句谓词前“有”表确认，那么“有”在该方言反复
问句则可以表已然，反之则不能成立。因此，从跨方言“有”的功能
和表义来看，我们认为应动态地看待南方方言“有”的性质，这样，
更符合“有”的语法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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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就走 Hanyu
ZHU，
Dexi 朱德熙. 1985.
fangyan li de liangzhong fanfu wenju 汉语
1. （4）a.你阿就走
引言
b.你阿有就走
有没有马上走 ？
方言
里
的
两
种
反
复
问
句
(The two types of positive-negative
霍尔语分布于四川省阿坝州的壤塘县、金川县，以及甘孜州的
（5）a.你阿上街买菜 上不上街买菜 ？
interrogatives
in
Chinese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 国 语 文
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新龙县，使用人口超过六万。霍尔语地域
b.你阿有上街买菜 上街买菜了没 ？
no.1:10-19.
分布辽阔，内部分歧巨大，事实上是由几种不能通话的语言构成的语
（6）a.你阿经常来 是不是经常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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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与霍尔语群亲属关系最为密切的语言群体是嘉戎语群与拉坞戎语
b.你阿有经常来 有没有经常来 ？
群（又称绰斯甲语群；Jacques
。三者共同构成汉藏语系羌
（7）a.他阿欢喜读书 喜欢不喜欢读书 ？et al. Ms.）
ON CONSTRUCTION OF KE-VP INTERROGATIVES WITH
*b.他阿有欢喜读书？
语支嘉戎语组（Sun
2000a, 2000b）。我们近年深入霍尔地区调查，发
YOU IN CHINESE DIALECTS
（8）a.他搭阿勒搭吃饭 他们在不在吃饭 ？
现依据沟通度、词汇差异、形态创新等线索，至少可识别出北部（壤
Lin Su’e
b.他搭阿有勒搭吃饭 有没有在吃饭 ？
塘县）、中部（道孚、炉霍、丹巴、金川县）
Shanghai
University 、西部（新龙县）三种主
（9）a.你阿一直勒家里
是不是一直在家 ？
1
要霍尔语, 内部都有显著的方言区别。2 其中尤以中部霍尔语沿着鲜
b.你阿有一直勒家里 有没有一直在家 ？
水河及大渡河支流格什扎河、东谷河、大金川两岸分布，地域最广，
ABSTRACT
（10）a.今天阿会落雨 会不会下雨 ？
3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ke 可-VP interrogatives with
人口最多。
丹巴县东谷上半乡的语言总体上属于中部霍尔语的一部
*b.今天阿有会落雨？
you（11）a.汰浴阿要钱
有，in which you洗澡要不要钱
is used？as the past tense marker. The ke you 可有
分，但在词汇、语音、语法上与其他地区有显著的差异，可视为中部
4
-VP
interrogatives
distribute
Wu dialects, Southwest
霍尔语的独特方言，过去无人研究。
本文以近年调查的东马村口语
b.汰浴阿有要钱 有没有要钱 ？ in northern
Mandarin,
Central plain Mandarin,
and Jiang？Huai Mandarin,
which
（12）a.黑板浪个字你阿看得清
黑板上的字你看得清看不清
为基础，介绍上东谷霍尔语（以下简称‘上东谷话’
）里突出的音韵
*b.黑板浪个字你阿有看得清？
include
the
types
of
a
阿
you
有
VP,
ge
格
you
有
VP
and
the
combined
特征－音位性的弛声发声态（slack voice）。
？
（13）a.你阿吃饱
sound
of ke you. 要不要吃饱
ke you-VP
interrogatives in Chinese dialects have
下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扼要介绍上东谷话的语音系统及较突
long beenb.你阿有吃饱
under pressure
？ yield to the construction of“ke VP-past
有没有吃饱to
出的音韵特征，作为全文讨论的背景。第三节描写上东谷话弛声的语
aspect
marker”expressing
the
？ same meaning. Its distribution reflects
（14）a.你阿搬过来
要不要搬过来
音性质、音韵地位、
及形态功用。
？ 第四节尝试通过霍尔语的方言比较，
有没有搬过来
that it isb.你阿有搬过来
not a burgeoning
past
tense marker but derived from the
追溯上东谷话弛声的历史来源，及与其他霍尔语低调与擦音送气的对
（15）a.葛
这 些课文你阿背一遍 要不要背一遍 ？
northern Wu dialects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and spread into other
b.葛 这 些课文你阿有背一遍 有没有背一遍 ？
应关系。第五节总结全文，并揭示上东谷话语料对霍尔语群历史比较
dialects before
the late Ming Dynasty. you as the past tense marker
（16）a.你阿赶紧去看看
要不要赶紧去看看 ？
与汉藏语语音类型学的重要意义。
developed from the existence verb you after the re-analysis in the ke
b.你阿有赶紧去看看 有没有赶紧去看看 ？
you-NP interrogative;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semantic change
（17）a.他阿偷偷个去 要不要偷偷地去 ？
2.
上东谷话音系概述
principle
but also to the typology tendency that “marker usually appears
b.他阿有偷偷个去 有没有偷偷地去 ？
on the 上东谷话没有声调，音节由声母、韵母、与超音段的发声层
marked items before unmarked ones.” (Shen 1997) According
（18）*a.北京你阿去过？
to the functionstier;
andZhu
meanings
of you before VP in Chinese dialects,
（phonational
2015）组成。声母包括单声母与二、三合复声
b.北京你阿有去过 去过没 ？
we
get
the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if you in one dialect can be used as
母，韵母由单元音与辅音韵尾构成，发声层中不带标的正常声（modal
（19）*a.葛
这 本书他阿看过？
the affirmative sign in voice）对立。
declarative sentence, then it can be used as the
voice）与弛声（slack
这 本书他阿有看过 看过没 ？
past tense b.葛
marker
in interrogatives. So in our view, it is more reasonable
声母系统除 p, pʰ, b, m, w, (f), v, t, tʰ, d, ts, tsʰ, dz, n, s, z, r, l, ɬ, ɮ,
to analyze the dynamic nature of you before VP in Chinese dialects.
tʃ, tʃʰ,“阿
dʒ, VP”，可用来询问主观意愿或性状，如例（1）a、（2）a、
ɲ, ʃ, ʒ, j, tʂ, tʂʰ, dʐ, (ʂ), k, kʰ, g, ŋ, x, (ɣ), q, qʰ, χ, ʁ 等 41 个
5
构成的单声母外，还有多种二合与三合的复声母。韵母的主元
辅音
（3）a、（4）a、（13）-（17）a；用来询问未发生而将要发生的动
KEYWORDS

a, ɑ,Hexin
i, u, e,township
ə, o, ɔ, ʌ (Liyang,
九个单元音，没有复元音；辅音韵尾
音系统包括
作或事件，如例（5）a，其中（13）a-（15）a
虽然提问的是带有补语
Vernacular of
Jiangsu)
‘a 阿 you-VP’
的谓语结构，但所问为未发生的事件，如例（13）问的是“你要不要
interrogatives ‘you’
Residue
（或用）有-m,
-n, -ŋ,as-v,the-ɣ,past
-r, tense
-w 等 marker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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