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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表现手法（学术演讲录）
戴耀晶 
（复旦大学，中国）
[编者按]南京大学文学院从 2011 年起，举办“句子复杂化问题学术论坛”，后
改为“语言复杂系统理论高级论坛”，至今已举办 7 期。中国已故当代著名语言学家
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 2011 年 11 月 24 日应南京大学文学院邀请，在“句子复杂化问
题学术论坛”（第 2 期）作学术演讲“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表现手法”。本稿是这次演
讲的转录。特刊发于此，谨表对戴耀晶教授的深切悼念。
提要：中国已故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 2011 年 11 月 24 日应南京大
学文学院邀请，在“句子复杂化问题学术论坛”
（第 2 期）作学术演讲“汉语句子复
杂化的表现手法”。演讲主要关注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表现方法，涉及两个大的方面的
问题。一个是思想内容的复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的配合关系，即深入深出、浅入浅
出、深入浅出、浅入深出问题。另一个是复杂化的类型，从三个平面的角度看，有句
法表现、语义表现、语用表现。除此以外，多语混编也能造成句子复杂化。句子复杂
化的句法表现包括句子结构成分复杂、篇幅长、层次多等；语义表现主要是歧义问题，
有语音歧义、词汇歧义、结构歧义、语义歧义、语用歧义五种；语用表现是指理解句
子意义需要结合各层面的语境。
关键词：句子复杂化，句法，语义，语用
主持人（马清华）：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戴耀晶教授。戴耀
晶教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科的带头人。复旦大学原来的带头人是游汝杰教授，
游教授退休以后由戴老师来继承。戴老师跟我们南京大学也有很深的渊源，怎么说
呢？戴教授的老师，就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语言学家胡裕树教授。而胡教授是我们南
京大学著名语言家方光焘教授的助教。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我们为此也感到很荣耀。
因为戴老师明天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今天的演讲八点钟左右就得结束。八
点钟之后再利用十分钟到一刻钟时间，供在座有问题的学者或学生提问，到时控制好
提问的时间。下面我们欢迎戴老师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戴老师：谢谢马老师的介绍，不敢当。他说的有一个，我感觉我们跟南京大学渊
 戴耀晶: 中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生前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科带头人、中国语言学
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当代修辞学》和《语言研究集刊》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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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关系确是非常深，我博士时的导师是胡裕树老师。解放前胡裕树老师在暨南大学，
当时方光焘老师也是暨南大学的教授，胡老师留校工作以后给方光焘老师做助教，后
来在 50 年代的时候胡裕树老师参加了广义形态的讨论，他就直接得益于方光焘老师。
方光焘老师后来出论文集的时候，里面的序也是胡裕树老师写的。胡老师是方光焘先
生的大弟子。他当年在复旦大学的时候，经常在周末的时候跑到南京大学来跟他老师
见面，这是一个比较很长久的关系。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南京大学，如果说方光焘老师是胡裕树先生的导师的话，
那是到我的师爷爷的地方来了。来这儿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这个讨论题目是叫
“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表现方法”。这个方面的研究，据我知道的，马清华老师的研究
是一个主导，这个问题我研究的不是太多，但是马老师做得最好。
1.引言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先讨论句子复杂化的含义，谈谈我对句子复
杂化的一个理解。然后主要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句子复杂化的句法表现
结构。主要谈句子复杂化的编码，关于多与不变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讨论句子复杂化
的语义表现和歧义。由于歧义造成的复杂化。第三个是句子复杂化的语用表现，语境
造成复杂化。今天的讨论主要是通过一些实例分析来谈这些问题。
2. 句子复杂化的含义
关于句子复杂化的含义。句子是表达思想的。表达思想的时候，简单的思想是用
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是用复杂的句子来表达。简单的思想，用复杂的句子
来表达，叫复杂化。复杂的句子用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简单的句子来表
达，叫简单化。下面我们先看两个实例。这两个实例均取自《哈姆莱特》丹麦大臣波
洛涅斯的两段对白，是同一个人的对白。第一段对白是波洛涅斯作为父亲这个身份，
对儿子雷欧提斯第一次出国前的一个临别赠言，这是一篇很有名的赠言。
这个赠言我们把它分解一下。
开头在这里：
“好，我为你祝福！还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
下面是所谓的第一个教训:“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这是
关于言语的，用两个分句表达。
第二个是：
“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它是关于待人的，也是两个分句。
第三个是：“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
泛泛的新知滥用你的交情。”
第四个是：“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
是可以轻侮的。”这是关于争吵的三个分句。
第五个是：“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
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 这是关于听意见的看法。
第六个是：“尽你的财力购置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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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
同。”这是关于服装，有六个分句。
还有第七个方面：“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
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
这是关于借贷借钱，用六个分句说。
第八个方面：“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
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这是关于忠实的，用三个分句说。最后是结束语：
“再会，愿我的祝福使这一番话在你的行事中奏效！”
这是朱生豪的翻译。分析这一段话，就是分析复杂的思想是如何用复杂的句子表
达的。这段话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的具体表达体现了大臣波洛涅斯的父亲角色。他从
八个方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谆谆叮咛，每个方面都用复杂的句子来表达，少则包含
两个分句，多则包含六个分句，复杂的思想用复杂的句子表达，恰到好处地塑造了世
故圆滑的人物形象，疼爱儿子的思维缜密。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同样是这个人老臣波洛涅斯向国王和王后报告消息的时候，他是怎么说
的？主题是他发现王子疯了。
波洛涅斯对国王说：“不瞒陛下说，我把我对于我的上帝和我的宽厚仁德的王上
的责任看得跟我的灵魂一样重呢。此外除非我的脑筋在观察问题上不如过去那样有把
握了，不然我肯定相信我已经发现了哈姆莱特发疯的原因。”因为他这是涉及到国王
叔篡伯位的问题。所以他们都很关心这个开头语。开头这样一说，产生了效果，国王
说：“啊！你说吧，我着急要听呢。”效果是国王着急了。
接着波洛涅斯说：“王上，娘娘，要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
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时间何以为时间，那不过徒然浪费了
昼、夜、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繁冗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
简单一些吧。
”这从天外说来，说了五个分句，但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接着说：
“你们
的那位殿下是疯了！”
这本来是问题的关键，但接着他绕开去：
“你们的那位殿下是疯了。我说他疯了，
因为假如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那就只有发疯，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那也不用
说了。”这也是六个分句，六分句里面绕了造成什么效果，就是王后着急了。王后说：
“多谈些实际，少弄些玄虚。”
波洛涅斯在玄虚以后，紧跟着王后的话说了一句:“娘娘，我发誓我一点不弄玄
虚。”真的玄虚。再说“他疯了”，这上面已经说过了，继续重复：“他疯了，这是真
的。惟其是真的，所以才可叹，它的可叹也是真的——蠢话少说，因为我不愿弄玄虚。”
弄了半天他还是又用了七个分句。“好，让我们同意他已经疯了，现在我们就应该求
出这一个结果的原因，因为这个病态的结果不是无因而至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一步工作，我们来想一想吧。”关于原因说了五个分句还是没说原因。是吧？
第五个方面：“我有一个女儿——当她还不过是我的女儿的时候，她是属于我的
——难得她一片孝心，把这封信给了我。现在，请猜一猜这里面说些什么话。”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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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也说了五个分句，但信里说什么，还是没有说。现在开始读了，信的内容出来了：
“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娅。
”读信读到这里他插了句：
“这是一个粗俗的说法，下流的说法；‘艳丽’两字用得非常下流。可是你们听下去
吧。”又读：“让这几行诗句留下在她的皎洁的胸中。”这信的开头念了两句，就插了
四个分句。效果是王后重视了，王后说：“这是哈姆莱特写给她的吗?”
波洛涅斯说：
“好，娘娘，等一等，我要老老实实地照原文念。”才是进入正题。
这也是同样一个老臣的话，再分析一下，简单的思想用复杂的句子表达，是对他这段
话的概括。刚才说复杂的事情复杂地去表达，这是简单的思想，用复杂去表达，这段
话体现了波罗涅斯的老臣角色。为了提高这条消息的价值，波罗涅斯废话连篇，故弄
玄虚，想方设法吊起国王和王后的胃口，迫使篡位的国王和王后紧张地听下去，这表
现出了他保持大臣地位的语言技巧，抓住国王和王后的心。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
算是比较成功。从简单的思想用简单的句子来表达这个角度来说，波洛涅斯违反了言
语交际的基本原理，故意使局势复杂化。可惜的是波洛涅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
自己性命！最后因躲在王后帘子里，偷听王后与王子的母子对话，被哈姆莱特误杀了。
这是关于这个人物的两个对话，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对这两
个实例的分析说明，句子的复杂和句子的简单是相对于思想的复杂和思想的简单而言
的。结构是句子的形式，思想是句子的内容，形式反映内容，内容要有形式来表达。
句子复杂化的考察角度可以分为句法表现、语义表现、语用表现三个层面。
3. 句子复杂化的句法表现
第一个说句子复杂化的句法表现。按照通行的汉语语法系统，汉语句子从功能上
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从结构上可分为主谓句、非主谓句以及
下位类型，所以句子复杂化的考察可以从功能和结构两个维度展开。我们今天只讨论
结构维度下的一个方面。结构维度下的问题有很多，这里只考虑句子成分，关于句子
成分的复杂化，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里面可以展开很多，我们只说一个方面。汉
语的句子有六种基本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外加一个特殊成
分，即插入语。句子复杂化的句法表现可落实为这七个成分的复杂化，主语复杂化、
谓语复杂化、宾语复杂化、定语复杂化、状语复杂化、补语复杂化、插入语复杂化，
这些方面马老师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的。
在现代汉语里，谓语复杂的表现方法最为丰富。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例如“这
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不清楚，大家都不清楚。”这是一个谓语复杂句，是联合结构做
谓语。还有“黄参谋拿起笔来写好报告交给旁边的通讯员。”这也是谓语复杂句，是
连动结构作谓语。还有“姐姐打电话请几位同学来家里举办生日舞会。”这也是谓语
复杂句，是连动套兼语。
“林黛玉看西厢记看得入了迷。”这也是谓语复杂句，它是用
重动结构。接着是“小王应该已经把今天上课的事通知了小李。”这个也被认为是谓
语结构复杂的句子，实际上它是把宾语提到了状语位置，是把字句。还有“司马懿多
次被诸葛亮打得心惊胆战。”这个谓语复杂句是被字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状语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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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谓语的一部分。这些例子一般教科书都提到，句子结构复杂，也是从这方面来展
开，我们这儿举例没有尽量展开，可以参考马老师的数据。
句法结构复杂的句子往往比较长，容量较大，有时体现为联合成分多，有时体现
为结构层次多，有时候二者兼有，就是联合成分的复杂和结构层次的复杂。联合成分
数量多，可能会影响结构层次。联合成分充当句子成分，例如“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
元多极多彩多色的世界。”这是定语复杂的问题。这本可以分解出四个句子，后来形
成了定语联合。
结构层次多的如上面举到的连动兼语结构层次比较多，比如下面还有：“另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8 日对长崎海上保安部的采访得知，关于中国渔船的长崎县五岛列岛
日本领海内不遵从停船命令调头逃跑且船长被逮捕一事。”
“关于”的后面介词宾语复
杂，非常长，你一口气读它不断。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情况，要把这个事情的情况说清
楚就很长，可以跟着好几个小句：“有意见认为渔船内的渔具未湿，该船并未在领海
内进行捕鱼作业。”这是介词宾语复杂造成句子复杂的情况。这是说一些现象，都没
展开。光这一部分就有比较多的内容，可以从各个成分的角度去展开对句子复杂问题
的讨论。
在 70 年代后期，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要求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面
这个结构复杂的句子，结果很多考生没有完全做对。这是一个研究讨论的题目：“西
方报刊认为，局势的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方都有能力使对方针对自己国家的
第一次打击在其国土上的第二次打击中，即在反击中遭到报复。”另外一个句子也是
一个长句，层次也很多，结构较为复杂，应该是翻译的句子：“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
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
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试着分析这两个句子结构，这是结构复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前一
句话。“西方报刊认为”在第一层，“局势的特点”在第二层，“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
一方”在第三层；
“都有能力”在第四层；
“使对方针对自己国家的第一次打击在其国
土上的第二次打击中”在第五层，第五层的下位还有很多，“打击反击”基本就是一
个同位的。然后“遭到报复”在第六层。把它分为了六层。所以在分析的时候要非常
仔细，不仔细就容易错。再看第二句，
“很少有”是在第一层。
“比”所带的这个大的
比字短语是在第二层，在第二层的下位，还有很多东西，它们非常长。“比”是在第
三层；
“捉到”在第四层；
“正人君子”在第五层；
“正在干”在第六层；
“他”在第七
层；“谆谆教导别人”在第八层；“别人”在第九层；再下面是“千万不要干”。它层
次非常多。所以层次多少是造成句子复杂的一个方面。
层次多的篇幅就有点长。由于句子成分在句子中可以遵从递归性的原则进行组
合，因此从理论上说，句子的长度和层次都可以是无限。看下面这些例子。“我知道
你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就可以延续到无限，但是
它都是有意义的。还有下面这个更容易理解：“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
妈是非洲人，因为人类都是从非洲起源的，”最后一共可以延续多少层不知道，但这
个句子都是可能的，因为它按照递归性都是成立。前一个句子是宾语复杂，后一个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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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主语复杂，句子可以无限长，层次可以无限多，而且结构上都是合语法的句子，
这是叫结构上合语法，但是到达一定长度和一定层次以后，句子就是不可接受的。也
就是合语法和可接受是两个概念。这是合语法的句子，但是是不可接受的句子。因为
从人的短时记忆获得信息时编码不超过七个组块，否则就不应该认为是自然人，机器
人是另一回事的。人们在短时期没法接受那么多，也没法进行组块编码，也就成了自
然人不可接受的句子。这也可以归入结构复杂的情况。
关于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讨论，从 50 年代以来已经有非常多，讨论的角度大多是
从句法结构展开。语料分析主要从句子长度和层次深度两个角度展开，原因和策略有
的从心理板块、信息组织、记忆限制、语义配合等多方面探讨，我就不在这个问题上
展开，这可以做很多展开。就提一下，马清华教授的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这个方
面马老师在国内是做得很好。
下面做个小结，简言之，句子复杂化的句法表现是指句子的结构成分复杂，具体
反映为句子的篇幅较长，句子的层次较多，句子的信息容量较大。
附一个情况。句子复杂化的编码语言表现——多语混编。这个情况也属于结构，
但有点特别，本来会单列，也许觉得没法判断它的价值。价值上我的主要看法还是偏
于消极，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在汉语句子里加上其他语言的词语混合编码，这个现象
古已有之。近年来，由于英语的优势地位，在一个汉语句子里面加上一两个英文符号
或者词语已经较为常见。多语混编是语言的形式问题，内容上往往是新事物或者新的
视角。多语混编虽然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手法，但也造成了汉语机制的复杂化。由于解
码过程需要通过多码转换，所以多语混编增加了理解句子的难度梯度。
搜索出来的：
“身份证号也能网购 Z 字头票。”这个 Z 是英文字，意思是直达特快
列车。“民诉法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QQ 聊天记录将成为呈堂证供。”QQ 是英文字
母。
还有一个：“让自己的生活从 doing 转化为 being 正念减压，教你‘活在当下’。”
读到 doing、being 的时候，当然大学生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句子的意思还是有一些
个新的表述：正念减压。还有，现在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
“pm2.5，能吃掉阳光转入
肺泡，钟南山呼吁公布规范数据。”
还有一个现在说的更多的，“hold 住”，这在网上容易查，已经是流行语了是吧。
“今天你 hold 住了吗？谁能说说，这 hold 到底是什么意思？本人对 English 不太懂。”
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发牢骚的话,应该是英语，它用 English。
“现在一上网铺天盖地满
世界都是 hold 住，跟潮流是一方面，同时据我分析也是大伙一致都 hold 不住已经太
久了，终于借这个当口爆发一下，痛快痛快嘴。
”这是网络对 hold 的一个评论。第一
个评论是网络征答，问 hold 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个评论是说为什么会出现？他认
为大伙也就是一个集体，有集体意识。后面是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倒说不说都没关系。
“正念也就是关于 doing 和 being 的问题。对 being 他是正念方面的一个理解，
是正念减压的一个练习，前者通过练习身体扫描、正念静坐、正念瑜伽、正念行走、
正念精神，通过对视觉声音触觉等来自外界，刺激自身内在，感觉最接近内心，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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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从 doing 生存模式转化到 being 存在的模式。”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什么叫
doing 的生活。刚才从字面上来看一个是做，也就是动，一个是静。动词都是现在持
续状态，一个是持续地做，当然会烦躁，一个持续地静。大概这也是望文生义。
另外一句：
“pm2.5 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的悬浮颗粒，也称为可入肺颗粒，
是以往被忽视的致命杀手。”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儿小结一下，以上汉语句
子中的“Z 字头”，
“QQ 聊天”，
“从 doing 转化到 being”，
“pm2.5”，
“hold 住”等等，
都是英语字母或英语单词夹杂在汉字编码的句子中，造成了汉语性质复杂化的又一种
表现。这也是一个汉语复杂化，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力，反映出语言表达求新求变
的心理追求，但是也增加了句子理解上的困难，使得没有受过英语教育的读者不知所
云，受过英语教育的读者则需要在汉语编码和英语编码之间进行转换，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新事物出现的时候，这样开始大概是可以，但是根
据汉语早期对梵文的解读，到后来 20 世纪早期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英文字母，再到后
来都汉化的发展趋势来说，这些英文字母的直接表述，估计绝大部分最后都会有汉字
词来代替，汉字最后都消化了。现在大概什么时候消化掉，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这个价值一定还是有的，它有增加表现力的作用，有积极性，但总体来看它标准
方面不够。这个现象，我们不做政策方面的考虑，如果教育部的官员，他可能就说这
个方面不行，这是存在的现象，也确实有些作用，就是有一些条件。对方给你提一下，
说的时候也可以转换。
4. 句子复杂化的语义表现
现在说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句子复杂化的语义表现。句子语义表现是另一个语
义，不是形式上的。语义是形式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句子复杂化的语义表现，可以通
过歧义分析来讨论。所谓歧义指的是一个语言形式表达的多个意义，从而造成了句子
的复杂化。
语言中歧义的表现多种多样，从语言要素着眼，主要可以概括出语音表现、词义
表现，有语音歧义、词义歧义、结构歧义、语义歧义、语用歧义五种。
语音歧义：“我们一切向 qián 看。”钱是钞票，另外还有前后的前，这是语音歧
义。因为钱是物质文明的一个代表，朝前看是精神文明的一种代表。所以说这个字不
写出来，就有两种解读，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把抓。
还有语词歧义：
“小丽走了一个多小时了。”是行走了一个小时，还是离开了一个
小时？一个是持续动词，有持续的时间长度；一个是瞬间动词，是瞬间离开以后的时
间。
第三个句法结构歧义：
“反对男人打女人。”这是在小说里摘下来的。这一个是动
宾结构，反对是动，后面整个是宾语，是小句做宾语，还有一个是并列结构，并列结
构就是两个动宾加在一起，两个并列。说在这个小说里写，当时呼口号的时候，有人
呼到这里的时候中断了一下，“反对男人，”大家跟着这个人叫：“反对男人，打女人
打女人”，就变成了两个不同意思，这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用的。它本意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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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女人。现在有一个家暴的人叫什么名字？就是家暴李阳的。这句话本来是反对家
暴的事情，但是后来变成：男人要反，女人要打。这是小说，塑造人物，说一个人呼
口号，打一个喷嚏，一个很严肃的说法，结果整个会场全笑了！
第四个是语义关系歧义：“小王通知了吗？”这“通知”是属于二价动词，二价
动词里面只出现一个名词的时候，这个名词可能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施事，一个受事，
最后成为语义关系歧义。
“小王”跟“通知”之间的关系是发出通知还是接收通知？
还有一个是语用歧义：
“你俩真是冤家！”冤家是仇人，冤家也可以是情人，这个
是语用歧义。由于句子存在歧义，意义的数量增加了，同时也增加了选择分析理解的
难度，也构成了句子在语义上的复杂表现。
下面具体分析一些实例。
现代汉语的方位词“前、后”有时间意义。进入句子以后，有时会造成时间意义
选择上的复杂性歧义。比如说“比赛前十分钟，中国队的队员还在互相埋怨。”这是
比赛尚未开始的十分钟，还是比赛的头十分钟？是进行实际比赛以后还在埋怨，还是
比赛前的埋怨？这是有歧义的。
还有一个就是网上诗歌。诗歌里面说谈到“爱情：十年前你是我的同桌，十年后
你成了别人的妻子。父母：十年前我们是父母的孩子。十年后我们是孩子的父母。生
活：十年前我骑着自行车吹着欢快的口哨走在回家的路上，十年后我开着私家车，接
着不断的电话，走在应酬的路上。信念：十年前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大树，十年后我才
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草。”这里说的就是十年前十年后已经歧义了。
“十年前”如
果是今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 2011 年说十年前的事，没有歧义的，是 2001 年，但是
“十年后”有歧义。如果是 2011 年讲，
“十年后”应该是 2021 年。
“十年后成了别人
的妻子”你读下来，会觉得是 2021 年成为别人妻子吗？不是。这里汉语的语感，
“十
年前”是指 2001 年，“十年后”就是 2011 年，而不是你所写的时候，你说话这个时
候，这两个句子是同一个时间创造的，都是 2011 年写的句子。2011 年写的句子写“十
年前”是 2001 年，写“十年后”却不是 2021 年。这是一个现象，是 2021 年或者 2011
年，如果你计算时不给他规则的话，
“十年后”一定会是 2021，而不是 2011 年。这首
诗如果你理解为 2021 年，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中国人说你完全理解错了。
“十年后”可以有两种，在这里就只有一种理解，就是 2021 年。实际上语感都理解
为是 2011 年的现在。那么也就“十年前”是 2001 年，“十年后”就等于现在。实际
上，前后已经转换了视角，“十年前”的参照时间是 2011 年，“十年后”的参考时间
是 2001 年。是把以前这个事情做参照，而不是以他说话的时间做参照。这两个事件
有变化的参照点，但是连续写的一排句子，这个参照点会发生变化，最后表达歧义。
如果说话是在 2011，刚才分析过“十年前”是 2001 年，
“十年后”即说话时间，十年
之后的 2021 年，语义上是成立，但是语感上不是。语感上应该是 2011 年，即“十年
后”等于现在，句子的语义呈现出复杂性。
还有“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与“后面的路还长着呢”都是长的意思，语感相同，
如果两个句子意思相同，那么在这两个句中“前面的路”等于“后面的路”。单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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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路”等于“后面的路”是不通的，但在句子中不同。在短语中是不等的，在
句子里等。说“十年后”等于“现在”，也是短语中不等，但在句子中等。还有一个
说“我已经是他的人。”这个“他的人”是领属关系。在美国时候，有的时候“他的
人”直接翻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按照“他的奴隶”是人身依附，“他的手下”是
工作依附，“他的妻妾”是婚姻依附，那这里“他的人”什么？他没结婚，那算叫异
性依附者。异性依附者应该叫心理关系，可发展的婚姻依附。电影《舞台姐妹》中对
白的句例指的是第四种情况。在汉语找到这类领属关系，“他的人”已经看作是一个
习惯用语。习惯用语已经跟文化项目结合起来。下面再分析一个例子，简单说一下这
个事。
分析一个习惯用语：
“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我们在上语义课的时候，学生
提出来的，学生一开始问我这个句子有歧义吗？我还说没歧义，后来分析起来发现有
歧义，这个完全是受到学生启发的，不是我想到的，我就把这个提一下，这“三天一
小宴，五天一大宴”大约是什么意思？这个习惯语反映一个流传很广的历史故事，涉
及三国时两个最有名的著名人物，曹操和关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
笼络人才，为称霸天下做准备。为了留住著名战将关羽，在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
物质财富贫乏的背景下，曹操经常宴请关羽，所以留下了“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这个故事，流传到现在。那么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先分析语
义，句子的组成义，也就是符号组合的所指事件是什么？假设这个做法是一个命令，
我们是礼宾官员，接到曹操命令要怎么安排。我们在语义学课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课堂
讨论。同学的思路很活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说实际上区别基数、序数、尾数，
讨论加深了语义的认识。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方案。以一个月 30 天为例，又提出两个
分析方案，说明它的两个歧义。
第一方案是小宴大宴分别安排，得到三个小宴排了十次，五日大宴排了六次。三
日十次选的是 3 号、6 号、9 号……得排到 30 号，五日六次也是 5 号、10 号、15 号、
20 号、25 号、30 号。其中排下来发现 15 跟 30 是重复的。这样的话时有一天要排两
次宴是吧？
第二个是交叉安排。小宴大宴交叉安排，三日一小宴排一次，排了三就排五，对
吧，就排大宴，再排小宴，小宴完了再排大宴，交叉分解下来。小宴是 3 号、11 号、
19 号、27 号排小宴四次，大宴是 8 号、16 号、24 号，排三次没有交叉。这两个分析
方案的语义是不同的，这说明它有歧义表述。这个句子其中一项作为命令，礼宾官员
的话无法正确执行，无论你执行哪一项操作，都可以借机把你杀掉，危险的。因为你
实行了第一方案，他就说我是第二方案的意思，实行了第二方案，他又说是第一方案
的意思，这就变成一个陷阱。我们再说现代社会讲钱是吧，讲经济，我们从经费支出
来看这两个方案。如果从经费支出来分析两个方案的成本，预算很大。曹操吸纳人才
的专项拨款数额也很不同。假如一次小宴的费用是 1 万元，一次大宴经费是 2 万元，
那么第一方案曹操宴请关羽的实际开支是 22 万，删去重复的小宴 20 万，删去重复的
大宴 18 万，就朝着省钱就删大宴，朝着不省钱就删小宴。第二方案朝着一个月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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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开支 10 万，两个方案的拨款数额相差甚远，翻倍，这两个语义在实际应用中差
得很大。上面这些分析都属于句子的语义分析，也就是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这些语言符号组合在一起，支撑的是什么样的事件？
两个方案的语义分析说明具体的歧义，两种意义都没有涉及到语言使用者，都是
这些符号本身的系统。可见这是一个语义复杂化的句子。历史上流传久远的故事是一
个有歧义的故事，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可以就这个故事得出几点判断（但是历史真相
只有一个）：第一个，这个故事不真实。因为礼宾官员无法执行一个有歧义的命令。
第二个，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上发生的，或者是翻译，或者是不知道，要考察其
他材料。第三个，这个故事根本就不是说礼仪的。这个故事要说其他事情。这个故事
不能做符号指称义的分析，而是要做符号使用者的分析，这个故事流传的不是真实和
不真实的意思，而是流传另一个意思。按照第三点来分析，“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
宴”，不能作为一项祈使句来使用，只能是对某一事件的描写，这种描写有客观现实
为基础，《三国志》关羽传里，有曹操拜关羽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句子主要传达的
不是指称义，而是说话人表达的语用义，具有主观性的特点。
语用义是什么？包含的 3 日、5 日是时间间隔短，事件发生频繁，宴事费用高，
代价大。小宴、大宴对比，是宴级有变化，因为宾客有变化，那么场所有变化，名目
也有变化，这种变化是为了更好地留住关羽，曹操为留住重要人才关羽用心良苦。
“三
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虽然语义有歧义不精确，但是语用
义确实非常清楚，具体要说明的就是曹操对关羽宴请频繁，礼遇甚厚，大大超出了一
般人的待遇。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是表达语用义，并不追求语义上的精确指称。这时
候这个句子可以做语义分析，有歧义，但是这个句子主要还是表达语用。于是这样的
话，句子里“三日、五日、小宴、大宴”等符号的实际指称意义，已经不是语义图式
的前景，而是语义图式的后景。从语义关系和语用意义的关系来看，这个句子语用意
义跟指称义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具有一定的夸张性，是一种修辞性的用法，在民间历
史故事的民间流传中使用非常普遍。所以历史书是历史书，历史故事是历史故事。这
是一个历史故事的流传方法，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类似的语言形式，其实
有很多，有的产生于历史故事，有的产生于历史文献，这是它的用法上的关系。但是
在历史上流传下来，或者现实中流传开来的主要是语用义。从歧义看，依照这个语言
形式，汉语创作了许多与“三日一小宴”类似的具体实例。比如“三日一小考，五日
一大考。”这个是不能做到的语义，按照这样说，你不能去做它的语义考察，你做语
义考察它还是有歧义。
“三日一小冒，五日一大冒。|三日一小病，五日一大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
|三个一群，五个一组。”以上句子的语义分析上都有歧义，但是语用义清楚。就这一
类的，实际上都是按照“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例子传达语用义。简言之，句
子复杂化的语义主要是指句子含有歧义，具体表现为词语进入句子以后，可以表达多
种意义，可以有多种理解。这些歧义解释，有些可不依赖于语境，有些是要结合语境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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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句子复杂化的语用表现
第三个说一下语用的复杂性。语用复杂性讲的什么？句子复杂性的语用表现需要
借助语境，也需要借助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角色关系，以及实际语篇来分析。比如说“开
门第八件事去买(上海电视)!”这是上海电视的广告语，这句话字面上分析好像上海
电视不重要，因为排列在第八位。但是有一个人人知道的中国俗语叫“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中国俗语文化反映出来的语境。结合俗语来分析这句广告的
含义是除生活必需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上海电视。口气上够大。这个句子在给留
学生讲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开门第八件事是去买上海电视有什么意思？每
个字都全部认识。但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他问说，什么叫第八件事？我们说这是根
据那个开门七件事来的，这七件事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活下来是生活的必需，
所以你要活下来，你活下来了以后接着干什么事情呢？去看上海电视！这是第八件事。
所以第八件事是活下来以后的第一件大事。他听完说他理解，上海电视好像有点狂，
还有其他事好做。广告就这样，广告效应。所以这个广告被他们选入广告。因为在这
个句子的真实含义的理解上，需要结合知识体系，需要具备句子之外的文化知识，这
也可以认为是句子复杂化的表现。因为不需要这些知识就能理解时，这个句子不算复
杂，现在要结合这些知识才能理解句子。这种复杂是语用层面的表现。
刚才说的是要借助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还要借助说话人、听话人的角色关系的理
解，可以通过答非所问来说明。这是我们在课堂上谈过的一个例子，对这个例子有一
些讨论，我们现在先说这个例子。我把例子也做了一些改变:“问：你看过《非诚勿
扰》吗？答：我们下个月的实习。问：你联系了去哪里实习？答：下午还有两节选修
课。问：你在哪个教室上课？答：上海世博会开得很成功。问：哦，嘿嘿。”
这是很尴尬的回答，结果这个对话就这么结束了。这对话当然是有点编造的痕迹，
但是里面有一个层次，这里要想说明什么意思，要说明答非所问。这种情况用在文艺
创作的很多。这段对话中说话人提出一个话题，答话人就答非所问。说话人赶紧迁就
并改变话题，答话人继续同一项策略，答非所问。因此对话非常别扭，交际受到了阻
碍，难以进行下去，在这段四次问答的对话中，句子的语义义不是谈话双方所要表达
的意义。那么如何分析问话人和答话人来使用这些句子的复杂含义？这个课题在语用
学文献中一般用会话含义来解释，会话含义就是提取会话的语用意义。这段对话的语
用义是问话人渴望结识答话人的搭讪。答话人拒绝问话人接近自己的意图，答非所问。
这是无话找话搭讪者的马路求爱者，或者在公共空间里的舞场——跳舞的地方、喝咖
啡地方，寻求接近对方的一种对话模式，也是一种社交技巧！在讲这种社交技巧的程
度等级，如果是实际发生对话，那就成两个人在对话。但是两个人对话实际是对话这
些东西。答非所问。这种社交技巧的程度等级可用对话轮次来计算，这是我们谈对话
作用。计算轮次，一答为一轮的话，轮次越高等级越高，抗挫折能力指数越高。这种
抗挫折能力指数，俗话叫做脸皮的厚薄程度。如果用于计算追求爱情地成功概率，那
么抗挫折能力指数越高，成功的概率越大，反之越小。用于学业和事业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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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百折不挠的精神，指的就是这种探索的能力。当然这种非智力因素的情感追求，
如果能结合智力因素的理性分析，运用的效果会更理想。现在有些人谈对象谈不成，
谈不成就要提高抗挫折的能力指数。可以应用到实际，很多公司在培训人的时候，就
是用的这个方法。你求职的时候，他问的很多问题都是搭配出来，但你在她答非所问
的过程中，如果你有烦恼，如果你发火，肯定是把你排除，肯定是不要的。如果你没
有烦恼，没有发火的话，他也许可能会接受。
有一个主考人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的提问叫做“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这个研
究生的回答是“因为西北有高楼。”这是完全两回事，不搭界的，完全是答非所问。
这个答非所问反映了一些会话含义。一方面，“西北有高楼”和“孔雀东南飞”产生
时代是接近的。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的诗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第二个，
他这样说是表明不会被问倒。还有一个，他不会发火。刚才说的是会话含义。好，下
面我们再接着说一个，就是语篇的问题。
下面这个例子是选择了徐赳赳的，最近在温州会议上，听到他一个报告，我觉得
他这个报告也很有意思。汉语中有些句子非常简单，如果把多个简单的句子组合成语
篇，就会有较为复杂的语篇表现，比如是他举的例子，这个例子的来源我不知道，我
是从他的《篇章语言学习：形成和发展》里面选的：
“A:张海迪姐姐瘫痪了；B:张海
迪姐姐顽强地学习；C:张海迪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D:张海迪姐姐学会了针灸。”这
是四个简单句。他算篇章的，他是把四个简单句组成篇章。以上 ABCD 是四个简单
句，就包含瘫痪、学习、外语、针灸四个关键词。他说有一道连续练习的题目，在教
留学生时特别精彩的连续练习，要求学习者把以上四句话用关联词连接，设计的标准
答案是“张海迪姐姐虽然瘫痪了，但顽强地学习，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而且还学会
了针灸。”这是 80 年代一个真实的事情。这张海迪现在是残联主席了。这个标准答案
要他这样做，如果这样连起来，也就成了。但结果交上来的连续练习的答案各种各样，
例如：
“虽然张海迪姐姐顽强地学会了针灸和多门外语，她还是瘫痪了。
”这是其中的
一个答案。第二个，
“张海迪姐姐不但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那么顽强。”第三
个，
“张海迪姐姐之所以瘫痪了，是因为顽强地学习，一旦学会外语，甚至学得针灸。”
再一个是“张海迪姐姐那么顽强地学习，不断学会说外语，还需要学会瘫痪。”这像
编故事在写，还有“张海迪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学会了针灸，又在顽强地瘫痪！”
“张海迪姐姐顽强地学习，学习外语，真的结果照着一本外文版针灸把自己扎瘫痪
了。”怎么有这样的，亏他想得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进入语篇以后，
可以造成各种各样的语篇，表达各种各样的意思。简单的句子是没有什么，它一个一
个说没问题，但组合起来的意思就完全不同，网上这个人也是有点天分。虽然六组句
子一篇都不符合标准答案，但都是合格的汉语句子，都清楚地表达了连续练习者的思
想。由于许多人对张海迪其人其事不了解，或了解得不一样，脱离了 80 年代的语境，
因此造出了不同的答案。
上述句子语篇答案的复杂是由于每个人的语境有差异。他当时说了以后，我说你
怎么造出这样的东西，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做语言学的，是中国当代语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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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总会是对外汉语中的一些情况，毕竟是一些外国学生，再就是故意把它做到夸张。
因为如果不知道背景，是有可能这样，但他用了一个真名张海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这些句子，完了我跟他聊天，他也没说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只是说不是他自己的。他
说有一段故事叫“大腕儿是怎样追女生的”，估计是网上的。这是里面的一个设计，
他说这里班上的人有很多，有罗丹，有鲁迅，莎士比亚，有拿破仑：
“罗丹说：
‘你们
班并不缺少美女，你缺少的是发现美女的眼睛。
’鲁迅说：
‘你们班本来没有美女，班
级的男生太多了，也就有了美女。’还有莎士比亚是非常疑惑地:‘追还是不追，这是
个问题。’但拿破仑有自己的看法，说：‘不想追美女的男生不是好男生。’但丁说：
‘追你的美女，让别人读书去吧。’孟子说：‘美女，我所欲也，读书，亦我所欲也，
两者不可得兼，则舍读书而娶美女也！’还有赫拉克利特，他说：
‘你不可能两次泡同
一个妹子。’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美女，我将吸引所有男生的眼球。’这海子说：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美女，春暖花开。’余光中想起当年被女生楼看门老头一次次
阻拦的情形，心酸地说：
‘小时候乡愁是女生寝室，他在里头我在外头！
’而我其实又
何尝不想追美女，只是想起艾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你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你对他们爱得太深。’
”
你要懂得这些句子，必须有语境。如果没有语境，你真不知道他这段话讲什么东
西。这些人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一会儿外国一会儿国内的。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说有一些格言，它有一些特点，他为了记住那些格言，编大家喜欢听的美女故事。通
过这些故事记住格言，格言不容易记。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你要理解这些句子，就要
比较详细地钻研。这些格言对你的人生是有帮助的，格言就是它的语境，就是理解这
个句子的语境。
如果从语言学上分析这些句子复杂的原因，没有语境，你不可理解。所以把它放
到句子复杂性来说。这是一段文字游戏，如果是网络上的，那正符合我的感觉。以追
女生为主题，在班里聚集了一批大腕学生，每个大腕学生都说出了与自己身份相关的
话语，所谓身份相关，就他曾经说过其他话，但是理解这些话也需要许多相关的知识。
因此这些句子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知识问题上，否则读者会觉得上述句子不知所云。
目前的修辞和语篇研究者是用一个术语叫做“互文”来解释需求表达，所谓互文就是
说你要理解这些句子，必须想到另一个东西，两个之间相互比照以后，具体才出来。
互文跟中国传统的互文就是说叫做什么？“主人下马客在船”这种大概也有，但它现
在更宽，把这个也叫互文。
下面这些句子的理解大部分需要话语背景知识。罗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罗丹有
个格言：“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发现美。”鲁迅有一句格言：“在地上本
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莎士比亚有格言：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然后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丁有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
别人说去吧。
”孟子有一句话：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
而取熊掌者也。”赫拉克利特说：
“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阿基米德说：
“给
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话也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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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吗？对吧？但是海子大概是著名的人。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
沉。”通过这些上面那些带有调侃性的话，来使人想起那些很重要的话。所以说，现
在网络上写的表明网民们实际上还是很有办法，用现代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方式，比如
他用大腕这样的方式来使人们想。这个好像是比较随意的方式，让你去学习那些比较
重要的格言，对你生活重要的对象，它的调侃的背后还是有很深的东西。因为你直接
读句子，你记不住，但通过这个方式使你记住了，所以创造这些的人还是有天分。简
言之，就说句子复杂化的表现。句子复杂的语用表现指的是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需
要结合语境，包括俗语的文化，听话人和说话人的语境，语篇的语境和知识等。
6.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结语是：汉语句子复杂化的表现方法主要有反映结构的句法表现，
反映歧义的语义表现，反映语境的语用表现，此外还有多语混编的编码语言表现。以
前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第一项，是反映结构的句法表现。
但是句子表达的基本原则是，复杂的思想用复杂的语言来表达，简单的思想用简
单的语言表达。这样的话就有四种境界，四种境界，一种是深入浅出，就是思想深，
思想比较复杂，表达得简单。还有一种是深入深出，还有一种是浅入浅出，还有一种
是浅入深出。
在语言使用价值观的排列顺序上，深入浅出应该是最好的境界。其次是深入深出，
再次是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虽然都符合语言的基本要求，都是我们接受的，
都是实事求是的，但深入浅出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浅入深出，是现在写论文中常见的
一种表达方法，实际上研究的一般，但是写出来的句子非常难懂，也会使句子复杂化。
这也是一种境界，是比较低的境界，莎士比亚在名著里通过波洛涅斯的话，创造了一
句名言叫“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繁冗是对肤浅的藻饰”。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名人名言，
并把它作为研究汉语句子复杂化的座右铭。我的报告里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下
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7.答问
听者问：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我们谈论
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汉语句子复杂化的一些研究，我就有一点疑惑，是不是还是应该选
取至少是汉语，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语言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像外
国的文学作品，虽然是经过了中国人自己的翻译，但是它多少带上了那种外国的语言
色彩，是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戴老师答：是这样的。关于语言材料的问题，汉语句子的材料应该说是主要有两
种。一种当然都是母语，母语创作当然最好。翻译语现在也作为一种材料，如欧化模
仿的语言材料，它可以作为汉语欧化语法的证据。这也是现代汉语里面的研究，最近
也成为热点。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表现有很多的欧化表达方法，欧化表达怎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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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就是通过翻译产生，不能排除。它不是这里直接讨论的对象，之所以举这两个例
子说，是因为它在我现在想到的例子里面，或者说，现在眼下手头能拿到的例子里面，
算是比较典型的。同时它也实际上也是汉族人翻译过来的，是汉语，也是语言材料的
一种。当然不是母语的直接原创。但是现在欧化语法很多是拿来做研究对象，研究欧
化句法是怎么产生，然后通过这个句子再对照，这也是现在汉语研究中的一个方面。
听者问：汉语跟翻译的问题。为什么英语比较容易复杂化，汉语就不太容易复杂
化。我们平常说汉语的时候都比较简单。
戴老师答：就是说实际上是有好多种的说法。如果提到语言的表示，汉语的句子
讲节律，有人做了一个调查，他的看法就是说，汉语的节律来说，一般讲七个左右音
节，七个字左右是比较好的表述。所以汉语发展了七律。然后就是比七个字多一点或
少一点，十个字都可以，但不会太多，简单的就是七个，这是汉语的一个特点。汉语
为什么有这个特点？为什么这样？原因没有找到，但这个现象找到了。现代汉语基本
就是这样，他说到这个，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自己的看法。
拉丁语是一个西方语言，它的形式照顾比较周全，不能缺形式。汉语它的形态变
化没那么丰富，虽然有一些形态还没那么丰富，这两者造成了一些区别。甚至有些是
经常举的诗歌，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没有任何的要求就可以把一
些东西描写出来。我不知道西方人怎样认为这样长的句子里面可能要有很多的理解。
陆丙甫做板块研究的时候，他说，你不管多长，不能超过七块，超出七块以后就短时
期很难接受。所以即使很长的句子，它可能切块的时候，它还是七块。这个问题我大
概不能直接回答，为什么汉语这么短。但是现代汉语欧化句法以后，长句子增多了，
这是一个形式，一个实际情况，尤其书面语。
听者问：我是学政治学的，在我们政治学研究领域，研究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政
治修辞，就是因为可能要考虑到当前的当局的一些东西，可能他故意把一些语言写的
比较复杂，难懂。业内人士才能懂的，但是目前我觉得不光是政治学里，各个领域内，
有些像语言研究的领域，他明显没必要回避这些东西，也写得很复杂，你觉得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的原因？还有你觉得这种的复杂化是有必要的吗？
戴老师答：这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语言它有简单形式，有复杂形式。语言是工
具，我个人认为，经常选择复杂形式来表示相对简单的思想，好像不是太有必要。如
果你这样去做，就有点像做密码的人，为了把特别简单的东西，让人很难破解，这是
密码的要求。但是我不知道你政治学的意思，是不是为了让领导很难理解你的意思，
就把它写得复杂。如果这样的话，这是符合目的的，符合目的东西应该就是好的。目
的就是要这个，那么他就去做。密码就是密的意思，就是只有极少数人能解。是吧？
如果你写硕士论文，写博士论文，你写的意思就是要达到评阅人不懂。虽然意思本来
很直白，但是我就要写得他不懂。如果是这样写的，也达到你的要求，但可能他就打
你不及格。他又不懂，他就可能给你的评价很低，因为他没法跟你沟通。如果他最后
发现你确实很简单，但是说得很复杂，他会说你学风有问题。反正就是看你的目的，
因为语言是为了表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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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波洛涅斯的用法，波洛涅斯第二个
就这个意思。它很简单，但他要说得很绕，它的目的就是要绕。绕了以后是你着急，
着急了以后信息价值提高。因为你一定想要我说那个答案，那我就把一句话能说完的
说个十句，我就把一分钟能表达出去的表达十分钟，让它提高自己的信息价值，这种
表达是语言的使用技巧。但这个技巧你需不需要成为你的目的？如果你不需要达到这
个目的，真实的表达是需要的。
特殊的表达式可以采取方法，波洛涅斯的表达是它的一个技巧。如果你想做他这
样的大臣，你学会这个技巧，也可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但是肯定不是语言表达的一种
基本规则，而是一个特殊。所以刚才说的，我把浅入深出认为是不大好的方式。波洛
涅斯的第一个对话是符合语言一般使用规则的，第二个就是浅入深处，将很简单的思
想用复杂的形式来表示。
听者问：我想问一下，以前我们做语音加工的做一个难材料和容易的句子的加工
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材料评定的过程，这材料评定我们叫做指导语，让这个同学评定
材料的使用，这个句子是容易还是难，我不知道让他怎么说，让他从语义上来判断，
还是从句法上来判断？如果叫同学们去评定这个材料是难还是易，怎么弄才能让他明
白？你往往就说，请你评定下面句式，你认为是难的还是易的？我们有的同学会问老
师，你叫我从句法上，还是从句义上去评定，是这样一个问题，谢谢。
戴老师答：好，谢谢，实际上就是难度能不能分量级的问题。这个量级怎么去做？
如果你要做实验的话，肯定要做这个。这里边我的看法就这样，你从形式上做肯定要
先从结构下手，结构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的句子，也许不一定难理
解。一个结构很简单的句子，可能语义的问题难理解。如果你理解时间长，也许一个
十个字的句子，你反应的时间要长于十个，甚至三十个句子。
听者问：老师，我说的是同样的词，比如说，都是 20 个字的这样一个句子。
戴老师答：如果是这样，这个句子其实就是结构方式的问题。结构层次复杂是结
构问题。层次比较短，它的就难度系数小。然后一个还有语义，如果多义，肯定增加
你理解的难度。结构和语义可能是要分开来说。
听者问：比如说，您给我十个句子，所有的句子都是中间没有符号，就是一个单
句，让我判断这个句子难易程度。但是我作为一个评价者来讲，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
去评，这个句子是难的还是容易的。
戴老师答：如果你没有任何标准，那你的难易就完全凭感觉了。
听者问：就凭感觉？
戴老师答：你不给标准他只能凭感觉，你要给个标准，他才能按你的标准做。你
没个标准拿出来说，你说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他当时就是直接说好吃，句子难易也
这样，如果你不给标准，也这样。这个标准你得有根据，他说我觉得难，我觉得你说
的易，里面没有标准，他不会说我是根据语义来说难的，我是根据句法来说难的。但
你分析句子是需要的。你分析句子得出来的结论里面，如果说比较多的人说是第八句
难，你就要分析这个第八句。这第八句是层次多？还是意义有歧义？你得说出什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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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难度的原因。这是你分析者的问题。如果对问卷者来说，当然不需要分析语言
表现，只需要直接来回答，不需要回答是结构问题还是语义问题，结构问题是你研究
者的问题。再说“好吃”
，比如“我们去个好吃的地方”，很多人说的这个好吃，是它
的调料问题，还是它的新鲜程度？你从这儿得出一些结论，然后再去拿这个结论再去
识别调查。识别是如果这个点子找到了，说明找的原因找对了，最后你再把这个得出
量级，这是研究者去找问题，而不是问卷合作人去找原因。问卷合作人不找原因，问
卷合作人一找原因以后，他就开始代替你，这个材料就不可用。材料就是你拿一个表
去，他说难就是难，他说易就是易，那么说，你这个材料得出来的信息绝对是可靠的。
如果他在按着你的意思说它难还是易，那这个材料得出来的结论一定不对。
听者问：那刚刚提出的分析，是句法难，还是语义难？
戴老师答：对，这个就是你根据它得出来的难易，如果十个人说这个句子难，你
就去分析句子难的原因。根据十个人的判断情况，你肯定能得出来难易排列。十个人
说第四句难，五个人说第四句容易。然后十个人说，另外第八句比较难，结果你根据
这个调查得出数据的排列，排出它的难易程度，然后你再去分析难易程度的原因，是
结构还是语义。然后再把这些原因一批批去做第二次，做第二次调查。最后接近你找
的难易程度的判定。
听者问：好，句子复杂化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句法表现和语义表现，语用表
现。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是因果关系，或者说根本是主观上的关系？
要从它的定义上说，简单思想用复杂的形式来表现句子复杂化。从这句话来理解感觉
是句子复杂化，它是用一种形态上的复杂来表现思想。语义上的事件是简单是复杂，
似乎不是表达者所能控制的，但是它的形态上复杂似乎是作者刻意来追求的。句法表
现、语义表现和语用表现有没有什么关系？
戴老师答：这样看来，三者关系就句子复杂化来说，如果做形式的话，就是句法
结构。句子复杂化，从语义看，有些是语义的多样性。句子结构复杂，理解更难一些，
但是一个句子有歧义，也使你的理解更难。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最后提到，如果你不知
道背景，也使句子难以理解。实际上这些复杂化是不同角度切入的，但是在不同角度
切入里面，最基本的当然是那个结构，起码就是说形式。因为那些歧义问题，有些产
生歧义，有些不产生歧义，所以形式部分做了以后，还有一些从语义方面、语用方面
看，它们也会影响这个句子的复杂的理解。
因为结构复杂化可能做得比较多，而且它有客观长度，有客观层次。它的长度和
层次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一般越长，层次越多，但也有例外，就是并列结构长，但
是层次不多。就三者关系来说，主要先做句法结构，在同样的句法情况下，可能有些
句子难以理解，是一个语义的问题。在同样的句法、没有歧义的情况去理解整个句子，
可能又遇到是语用问题。它是这样一个方法，做的方法可能是先做句法问题。
听者问：我比较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方面，现在受西方影响，可以定
语无限长，状语无限长，主语无限长，但改的时候，现在你们这个学科有一个怎样的
普遍认定，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可以接受？比如说，我看到刚才您举了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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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多极多彩多色的世界。”我看到了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世界，
直接就去掉，直接留下“多彩”就行了。但是如果作者这样改的话，好像也不是太尊
重他。外语上这个意思，我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先说完，然后说关于此事怎么怎么，就
可以了。就是说，有一个度的把握，怎么来掌握这个度。
戴老师答：因为你前面还提到一个原则，就是尊重的问题，你一旦要尊重以后，
有些东西就很难，你很难改，然后你不尊重呢，还有一个，有些作者，我不知道你从
事哪一类编辑，如果是对文学编辑来说，你改可能还不统一。翻译的情况可能会好一
些，翻译有点再创作的意思。翻译教材里面，都会讲一些怎样将长句改成短句，动词
改成名词。有一些这样的技巧，但是里面的度我不知道。
前面提到，有学者说，七个字左右是比较好的表述。这七个字可能大家还觉得太
短，大概十几个词的还挺多，汉语双音化以后七个字，差不多是三个词，不过他主要
讲的是一个单音节词。其实词的双音化以后，它可能会到乘二的程度，也就是十四个
字左右。
听者问：我们在看到的时候眼睛是动得很快的。
戴老师答：对，它扫描式的。
听者问：我请问比如说刚才讲到长句的问题，英语里面其实你抓主干很容易，主
干经常聚在前面，后面就可以无限扩展，反正没关系，我主干就在这里。但中文这样
的话就很难抓主干。
戴老师答：它每个扩展可能都有一个标记，对着标记，根据标记操作。
听者问：这个结构复杂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呢？
戴老师答：我没做过心理学，这可能要做心理学的东西，他提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倒是一个课题，但是这个估计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是一个接近值。例如说十个
字，比较容易接受，到 15 个字可能难一点，到 20 个字，它越来越难。那么说到完全
不可接受，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但是个连续过程。可能不会在一个字上，比如
说在第 16 个字上面，到第 17 字就是不能接受的。名词单音节、双音节的有很多，也
可以有三个或四五个音节的，所以名词组成的话更长一点也能接受。动词、形容词的
可接受度比较小一些。这可能要再做辨析，但这是个课题。因为能否接受是心理问题，
两个是不同的。
听者问：我原来学心理学的。我们在注视加工的时候，就你一次注视的时候，容
易的材料，左边是 1 到 2 个字，右边是 3 到 4 个字，如果是难的材料，大概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1 到 2 个。就是你每次看的时候，一刹那看到所有的与你加工有关的信息，
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
戴老师答：但是如果这方面有心理学实验根据的话，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考虑的
因素。我们现在也想做心理语言学的事情。
听者问：我还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对语言学这一块不是很了解，做心理学
这一块现在有哪一些契合点比较能够做起来？主要是想引进信息，除了这个歧义句，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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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师答：我们想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和心理学建立一些联系，主要还是研
究课题和研究手段方面。我们觉得心理学的手段可能比语言学的手段要先进，我们刚
才说的歧义问题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研究歧义时跟心理学结合就是这样的一个关
系。当一个句子有歧义的时候，也有意义。但这两个语义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有
一个优先理解的问题，这可以根据理解反应时间来区分。因为刚才说的十年前十年后，
它可能有两个理解，但是有一个理解是快速理解，还有一个理解，可能要费半天，才
能理解。这两种理解虽然语言学上都叫歧义，但从心理学角度看，歧义是不同的，有
一个优先理解顺序。有一个意思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第二个意思更难一点，第三个意
思甚至不可理解，虽然存在，但不可理解，尤其在瞬间交际反应中。我们通过反应的
时长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心理学在歧义研究时必须要这样做的。心理学里面有很多
东西，语言学拿去可以做，语言学有很多东西心理学拿去也可以做，因为做的话，团
队就要找一个结合，其他的我现在没想过。歧义原因需要联系背景。其他还有长句子
的事。长句子有多长的时候，它的反应时拉得比较长。这种也可以，但是这个我没有
做。
听者问：我们学校做这个断句。我想问，长句该怎么断，到什么时候会停顿？
戴老师答：一个是断句，一个就是它的结构，如果是多层结构，它肯定要把结构
分解。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戴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报告。下面我想根据我的
理解，把这个报告总结一下。这个报告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一个就是思想内容的复
杂程度和结构复杂程度的配合关系，这就是说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深入浅出、浅入
深出这些问题。另一个就是复杂化的类型，戴老师他是从三个平面的角度去观察的，
一个是语义的复杂化，当然是复杂的语义表现，还有是结构的复杂化，也就是句法的
复杂化，还有是语用的复杂化。我们想到，胡裕树先生就讲三个平面，你看戴老师讲
这个地方，一下子从三个平面角度去想问题了，是吧？还有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说
的歧义，有句法歧义、语义歧义和语用歧义，是吧？用三个平面思考问题，把它都放
在一个语法的框架当中去理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启发的。
他讲了以后，几位同学提了几个问题，也很有启发性，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
南大这个平台就是好，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各个专业的硕博士生研究生，还有好几位知
名学者，对，那位老师我认识，是张韧老师，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是吧？很
好，以后我们多交流。还有几位编辑学、心理学的学者，他们自己提到的，以后我们
欢迎多多交流。可以进行一个广泛的研究，可以在句子复杂化课题下做，正好利用这
一次场合联系起来。外语的、心理学的、编辑学角度的这都是应用了，我们要讲到应
用阶段，还有其他专业的都不错，比如说刚才一位政治学的同学，他讲得很好，语言
中有一些像孔乙己在着急申辩时“之乎者也”都出来了，他其实就是让你不懂，是将
深奥、晦涩作为了诡辩的方式，你听不懂，那他就赢了。
好，让我们热烈鼓掌，感谢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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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Methods of Chinese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Academic Lecture)
Dai Yaoji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s not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Nanjing University has held seven sessions of the “Academic
Forum on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Issues” since 2011, which later changed to the “Advanced Forum on
Language Complex System Theory”. The famous deceas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 Prof. Dai
Yaojing from Fudan University was invited b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Nanjing University to give an
academic speech, titled The Expression Methods of Chinese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at the “Academic
Forum on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Issues” (No.2) on November 24, 2011. This manuscript is the
transcription of his speech, which was published here to express the deepest condolences to Professor Dai
Yaojing.

Abstract: The famous deceas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 Prof. Dai Yaojing from
Fudan University was invited b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Nanjing University to give an
academic speech, titled The Expression Methods of Chinese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at
the “Academic Forum on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Issues” (No.2) on November 24, 2011.
The speech focuses on the expression methods of Chinese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involving two major aspects. One is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thought’s content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tructure, that is, deep in and deep out,
shallow in and shallow out, deep in and shallow out, shallow in and deep out (complicated
thoughts with complicated structures, simple thoughts with simple structures, complicated
thoughts with simple structures, simple thoughts with complicated structures). The other is
the types of complex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level, there are syntactic
expression, semantic expression and pragmatic expression. In addition, multilingual mixing
can also complicate sentences. The syntactic expressions of the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include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long length, multiple levels, etc; Semantic expression
is mainly the issue of ambiguity, including five kinds of ambiguity: phonetic ambiguity,
lexical ambiguity, structural ambiguity, semantic ambiguity and pragmatic ambiguity;
pragmatic expression refers to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contexts at all levels.
Keywords: sentence complexification,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Dai Yaojing: The famous deceased Chinese linguist, formerly as the head of the subject of linguistics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member of a counci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Language Society, the editor-in-chief of
Contemporary Rhetoric and Bulletin of Languist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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