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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标注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关联词搭配现象进行考察 。文章依照关联词搭

配中关联性副词和连词的相对顺序及其辖域类型 ,对常见关联词搭配进行了归类。我们发

现:关联性副词是重要的衔接手段 ,前一关联词的辖域大于或等于后一关联词 ,某些用于超

句衔接的关联词可以衔接内部关系。文章考察并分析了传统意义上的固定搭配 ,认为 “固

定 ”仅是针对某些用于前一分句的连词而言 ,一般来说前词的出现制约后词的出现 ,而不是

相反。

关键词　关联词　语料库　搭配

一　引言

1.1关联词的搭配

搭配(collocation)指的是经常共同出现的成分 ,属于词汇衔接 ,比如 smoke与 pipe之间

有很强的搭配关系(Halliday, 1994)。目前 ,汉语界的搭配研究大多集中在实词的搭配上 ,如

李葆嘉(2003)、齐春红(2005)等人的研究。对于关联词的搭配 ,仅见到针对某一格式的分

析(梅立崇 , 1995;刘颂浩 , 1996;王弘宇 , 1996;戴悉心 , 2001),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 。与前

人不同的是 ,本文所研究的是逻辑关联词内部的搭配关系 ,也就是在同一个句子中 ,关联词

的同现关系 。

关联词是专门用来起衔接作用的词 ,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们能表明语言成分

之间的语义联系 。本文所指的关联词包括连词与关联性副词(下文简称 “副词 ”)。关联词

可以单用 ,也可以搭配使用 。关联词单用是指该句子中只出现了一个关联词 ,如例(1);搭

配使用是指在一个句子中出现多个关联词 ,如例(2)。

(1)演出结束后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舞台 ,亲切会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人

员 ,祝贺演出成功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

(2)这三道屏障 ,即使飞机从高空俯冲而下 ,直撞安全壳 ,也不会造成任何核泄漏。

现代汉语关联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些关联词经常搭配使用 。比如 “如果”(连词)与

“就”(副词)搭配 , “虽然 ”(连词)与 “但是 ”(连词)搭配。至于哪些关联词经常搭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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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频率是多少 ,我们常常靠内省或者直觉。本文拟通过对大型书面语语料库的调查 ,以数

字为依据 ,对关联词的搭配现象进行描述 ,对其使用规律进行总结与概括。

1.2衔接单位的确定

研究关联词必定会涉及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汉语的单复句划分 ,但是该问题至今仍未

有定论 。尽管学者们在划分标准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但在具体操作时仍有分歧。一些学

者甚至主张取消单复句划分(孙良明 , 1994、2007)。张雪涛 、唐爱华(2005)把前人对复句的

分句所具备的条件总结为:有停顿 、不包含 、分句化。他们在分析了传统划分方法的不足之

处后 ,继而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三个理论策略:像似性原则与经济性原则 ,有标记项与无标

记项 ,特征表说与原型说。张 、唐搭建了理论框架 ,但是并未在句法上提出操作性更强的标

准 。

本文无意陷入单复句划分的争论之中 ,只是采用一个简便的方法:以是否出现主要动词

为标准判断是否为分句。出现了主要动词就算一个分句 ,不管前面有没有标点符号。比如

“上了课的人回到宿舍就给没能听课的人讲 ”中的 “就”衔接的是两个分句 。我们称衔接分

句的为 “句间衔接 ”,衔接分句内句子成分的为 “句内衔接 ”,衔接两个以上(包括两个)分句

或句子的为 “超句衔接 ”。

1.3语料库中的关联词搭配调查

语体制约着连词的出现频率 ,口语特征越典型 ,语篇中连词的单位个数就越低;书面语

特征越典型 ,连词的单位个数就越多(崔建新 、张文贤 , 2004)。因此 ,调查关联词的搭配使

用情况 ,书面语体是比口语语体更佳的语体。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是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与富士通和人民日报联合研制的

《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1998年 1月份的数据 ,简称 PFR语料库)。 《人民日报 》是中国最

有权威性 、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主要报道国内外新闻 、社会生活等 。该报纸的语言可以称得

上典范的现代汉语 ,属于典型的书面语体 。PFR语料库共有 114万余词 ,已进行了高质量的

词语切分和词性标注 。与本文相关的词性有副词(词性标记为 d)、连词(词性标记为 c)。

我们以李晓琪(1991)为基础确定了 227个关联词作为考察对象 ,调查了这些关联词

(或者标记为 c,或者标记为 d)在语料中的总体使用情况 ,提取出语料库中所有的除了只连

接名词性短语的连词 “和 、跟 、与 、同”之外的关联词 ,以句号 、感叹号和问号作为句子的形式

标记(按照这一标准 , PFR语料库共计 37563句)统计 ,共计有 15617个句子(41%)出现单

用的关联词或搭配使用的关联词 ,得到关联词单用或搭配使用的句型 3077种 。这 3077个

句型中有 156个句型是关联词单独使用 , 2921个句型是多个关联词连用 。在这 2921个句

型中关联词连用次数低于 10次的有 2844,大量连用的句型(2349个)只出现过一次 ,再减去

不属于关联用法的副词搭配 17个(一些副词既有关联用法又有其他用法 ,比如 “就 ”既是关

联词 ,表达承接关系 ,又是范围副词 、时间副词等),共得到关联词常用的搭配句型(出现 10

次以上)60个。常用句型中 ,除了 “不仅……而且……也 ”外 ,都是两个关联词搭配。也就是

说 ,在一个句子中 ,若有关联词连用 ,一般出现两个 。为了研究的方便 ,本文只考虑两个关联

词搭配的这 59个常用句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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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性副词在前的搭配

2.1调查结果

常用句型中关联性副词在前的句型有 17个(见附录表 1),其中只有 6个是副词与连词

搭配 ,其余 11个是副词与副词搭配 ,这 11个搭配组合 ,实际上是关联性副词 “还 、就 、也 、

又 ”之间的组合。如:

(3)大姐将钱付给乡下女后 ,又给了她几元钱的车费 ,还一再嘱她:“千万小心 ,别上坏

人的当!”

关联性副词的衔接功能主要是承接功能与递进功能。除了 “还”可以表达递进关系外 ,

其他三个都是表达承接关系。这些搭配除了 “也……而 ”外 ,都可以衔接分句 。

2.2衔接的辖域

关联词的辖域有句内 、句间 、超句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两两组合 ,允许重复 ,从理论上

来说 ,有 9种可能:句内与句内 、句内与句间 、句内与超句 、句间与句内 、句间与句间 、句间与

超句 、超句与句内 、超句与句间 、超句与超句。但是 ,考察实际语料后 ,我们发现上述 17个句

型的辖域类型只有 4种:句间与句内 、句间与句间 、超句与句间 、超句与超句 。

2.2.1句间与句内衔接 。第一个关联副词是句间衔接 ,连接两个分句 ,第二个关联副词

连接句内成分 ,这样的搭配是 “也……而”。如:

(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会晤后表示 ,独联体不可能成为一个国际法主体 ,也不

能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存在 。

2.2.2句间与句间衔接。两个关联副词都是句间衔接 ,这样的搭配是 “就……就 ” “就

……而 ”“就……还”“也……还” “还……还 ”“还……也 ”“也……也” “又……还 ” “又……

也 ”。这些成对使用的关联词除了 “就……就”有两种衔接模式以外 ,都是逐层套环式衔接 。

也就是说 ,后一分句与紧邻的前一分句衔接。以三个分句的复句为例 ,第二个分句与第一个

分句衔接 ,第三个分句与第二个分句衔接 。图示为:

　 ① ② ③

(5)①安子文同志有时看到警卫员走累了 , ②就把马让给警卫员骑 , ③而他自己步行。

(6)话务员余艳红刚刚跑出去 ,就透过窗户看到了机房里磁石交换机的接线牌在不停

地掉 ,每掉一次 ,就意味着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

(7)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在维持了十几天的缓慢回升之后 ,今天又出现了暴跌势头 ,股票

市场的综合指数也随之下跌 。

“就……就”的衔接模式可以为跨层套环式 ,也就是说 ,第二个分句与第一个分句衔接 ,

第三个分句也与第一个分句衔接。图示为:

　　① ② ③

　　　 

(8)群众说:“①社会上多一个李长水这样的领导干部 , ②老百姓就会多一份温暖 , ③社

会就会多一份正气 、多一份希望!”

2.2.3超句与句间衔接 。前一关联词衔接超句 ,后一关联词衔接句间 。这样的搭配有

“也……并” “也……但” “也……就 ”“还……并 ”“还……就 ” “还……而 ”“就……又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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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又……还”。如:

(9)近些年来 ,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开展了资本经营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10)须知 ,在此之前 ,许多出版社也曾跃跃欲试 ,但均因种种原因 ,未能如愿。

(11)国 、省道沿线的一些群众也说:“每次看到他们巡逻的身影 ,就再不为这儿的交通

安全担惊受怕了。”

例(9)的上文说的是国外的企业通过资本兼并等扩展起来了 , “也”衔接的是上文 ,是超

句衔接 , “并 ”衔接 “有不少企业开展了资本经营 ”与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是句间衔接。

2.2.4超句与超句衔接。两个关联词都是超句衔接 ,承接上文或者预设。这样的搭配

有 “还……也 ”“也……也”“还……还 ”。如:

(12)钱其琛还指出:“南非企业也已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 。”

(13)外国朋友也来了兴趣 , “我也喜欢吃 ,能给我一点吗?”

(14)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

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还面临种种威胁和挑战。

例(12)的上文是钱其琛讲中国在南非的投资发展迅速 , “还 ”衔接的是钱其琛已经说过

的那些话与该段话 , “也”衔接的是中国在南非的投资情况与南非瞄准中国。

三　连词在前的搭配

3.1调查结果

关联词搭配使用的常用句型中 ,连词在前的句型有 42个(见附录表 2、表 3)。连词与副

词搭配使用的有 34个(见附录表 2),表 2中与连词连用的副词除了表 1中出现过的 “还 、

就 、也 、又”外 ,增加了转折副词 “却”,承接副词 “才 、则 、都 ”。连词与连词搭配的有 8个 。在

这些搭配中 ,属于通常所谓的固定搭配(“既……又” “只有……才 ”等)的竟然不足 10个 。

尽管一些搭配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固定搭配 ,但是搭配使用的频率却相当高 ,比如 “而……

又 ”“但……也”“而……却” “同时……也”等 。如:

(15)这使共产党人必须考虑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态度 ,而当时有一些社会党人又在这

个问题上表现出某些错误倾向。

(16)对于一些地方球队来说 ,拼劲不够是一个难题 ,但对于部队球队来说 ,仅有拼劲也

是不够的 。

(17)在中国历史上 ,有过多少 “半部论语治天下 ”的故事 ,不得而知了 ,而 “一部兵书可

为王者师 ”的说法却是真的。

3.2连词与副词搭配衔接的辖域

逐个考察连词在前的搭配使用的关联词的辖域之后 ,我们发现连词与副词衔接只有句

间与句间 、超句与超句两种类型 。

3.2.1句间与句间衔接。两个关联词都衔接分句。这样的搭配有 “既……又 ” “只有

……才 ”“既……也”“如果……就” “同时也” “即使……也” “但又” “但也 ” “但都 ” “并还 ”

“并……还” “无论……都 ”“但还 ”“虽……却” “只要……都 ”“只要……就” “不仅……还 ”

“不仅……也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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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何既按照《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政协章程》依法换届 ,又让每个在四大班

子之间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搞好衔接 ,不出空当 ?

(19)吕梁是国家级贫困地区 ,但又是煤焦资源丰富的大区 。

(2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 ,企业破产是在所难免的 ,但一下子出现大批破产企

业 ,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

当两个关联词都用在后一分句 ,并且前后两个分句主语不同时 ,第一个关联词用于后一

分句主语前 ,第二个关联词用于后一分句主语后 。这样的搭配有 “而……又 ”
①
“但……也 ”

“而……却” “但……却” “同时……也 ” “同时……还” “而……就 ” “而 ……则 ” “然而……

却 ”“而……也”“而……都” “但……就 ”“但是……却 ”。如:

(21)东亚货币和股市双双暴跌 ,主要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 ,而货币和股市暴跌 ,又对其

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22)现有农村从业人员的从业地区主要在当地乡村 ,但离开本乡到县内 、省内和省外

从业的人员也占一定的比重 ,农村的就业问题已不只限于在农业和农村内部 。

(23)眼下 ,北国正是寒意料峭 ,而大连陆军学院举办的 “迎新春 ”群众体育系列活动却

开展得热火朝天。

3.2.2超句与超句衔接。两个关联词都用来衔接分句以上的单元 。这样的搭配有 “但

……又 ”“但是 ,也 ”“但也 ”“但……却 ” “但是 ……却 ” “但……都 ” “但……还 ”“同时……

也 ”“同时还 ”“此外……还” “此外……也”“然而……也”“因此……也” “与此同时……也 ”

“然而……却 ”“只有……才 ”。如:

(24)此外 ,俄联邦政府还将给车臣当局提供海关及税收方面的优惠 ,促进车臣的重建。

(25)由于冷空气的南下 ,昨天提到的东部地区的雨雪天气将逐渐结束。但冷空气减弱

后暖空气将随之活跃 ,南方大部地区又将出现阴雨天气。

(26)只有真正掌握了大型核电站的运行管理技术 、具有处理各种突发事故的能力 ,注

入了 “黄金脑 ”,才是真正的 “黄金人”。

3.3连词与连词搭配衔接的辖域

虽然连词与连词搭配的只有 8种 ,但辖域类型却比较复杂 ,共有五种情况。

3.3.1句间与句间。附录表 3中的 8种搭配除了 “而……而 ”外 , “不仅……而且” “虽

然……但”“尽管……但”“虽……但” “或……或” “并……并 ”“而……则”都可以用于衔接

句间。如:

(27)莫迪凯说 ,这一临时安全协定不仅能结束长达十几年的黎以冲突 ,而且有助于以

黎双方及叙利亚在重启和谈的过程中增加相互信任 、消除隔阂 。

(28)虽然脱了军装 ,但一个共产党员 、退伍军人的责任脱不掉啊 !

(29)菲律宾总统拉莫斯 3日发表讲话说 ,尽管亚洲部分地区自去年 7月以来发生了金

融动荡 ,但他对亚洲 1998年的经济增长仍持乐观态度 。

3.3.2超句与超句。这样的搭配只有 “虽然……但 ”。如:

(30)随着联赛的进一步展开 ,强队虽然会逐渐对升班马引起足够的重视 ,冷门可能会

相应地减少 ,但人们更希望能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给整个联赛带来更多的生气和

活力 ,创造中国排球百舸争流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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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句间与句内。这样的搭配有 “而……而 ”。如:

(31)时至今日 ,张晓伟在救人时丢失手提包的事从未向赵文军提过;而那个见利忘义 、

携救人者的手提包而去的游客 ,面对救人者舍己救人的壮举 ,该作何感想呢?

3.3.4句内与句内。这样的搭配有 “而……而 ”“或……或 ”。如:

(32)礼貌是一个历史范畴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33)在他的镜头中 ,白釉青花或简朴或笨拙 ,散发着艺术灵性气息。

5)超句与句内。这样的搭配是 “而……则 ”。如:

(34)组织偷渡的 “蛇头 ”们听到 “于居洋 ”三字便心惊胆战。有 “蛇头 ”捎话给他 ,请他

“眼 ”下留情 ,保证让他钱花不完。而于居洋的回答 ,则是他查获偷渡者的数目越

来越多。

四　讨论与分析

4.1关联性副词是重要的衔接手段

现代汉语中 ,副词与连词都是相当重要的衔接手段 。目前对于副词的研究多从情态 、语

序 、意义等角度进行 ,但是对副词的关联功能重视不够。其实关联性副词在语篇中起着重要

的衔接作用 。从我们所调查的关联词的搭配情况看 ,汉语句子中副词与副词搭配(见附录

表 1)、连词与副词搭配(见附录表 2)的用例远远高于连词与连词的搭配用例 ,在后一分句

使用的关联词大都是副词 。在一个复句中 ,不乏只靠副词搭配衔接的用例。

4.2关联词的辖域

关联性副词的辖域要根据所连接的语义情况而定。虽然两个关联词出现在同一个句

子 ,但不一定连接的就是分句或句内成分 ,也可能是超句。关联性副词可以衔接预设与句

子 、段落与句子。连词的辖域与位置有一定的关系 ,用于后一分句的连词(比如 “但是 、而

且 ”等)若用于句首 ,则辖域大 ,一般为超句衔接 。

总的来说 ,第一个关联词的辖域总是大于或者等于第二个关联词的辖域 。在语料中 ,我

们只见到句间与句内 、句间与句间 、句内与句内 、超句与句内 、超句与句间 、超句与超句的衔

接 ,未见到句内与超句 、句内与句间 、句间与超句的衔接 。最重要的衔接类型有三种:句间与

句间 、超句与句间 、超句与超句 。

4.3衔接的方向

两个关联词都衔接句间 ,并且方向一致是最常见的搭配 。对于句间与句间 、句间与句

内 、句内与句内衔接来说 ,衔接的都是上文与下文 ,因此方向都是前与后 。如例(5)“就 ”衔

接①、②分句 , “而 ”衔接②、③分句;例(8)的第一个 “就 ”衔接①、②分句 ,第二个分句衔接

①、③分句。

但是包含超句衔接的搭配情况却比较复杂 。能够用于超句衔接的副词是:“也 、还 、

又 ”,这些副词衔接的是上文与本句 。这里的上文是个模糊的概念 ,可能是一个段落 ,可能

是相邻的句子 ,也可能是预设。副词辖域的方向都是前与后 。

能够用于超句衔接的连词是 “但 、但是 、然而 、只有 、同时 、此外 、与此同时 、因此 、虽然 、

而 ”。其中 “但 、但是 、然而 、而”一般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 ,用于句首时是超句衔接 ,衔接的

是上文与本句 ,辖域的方向是前与后 。 “同时 、此外 、与此同时 、因此”一般用于句首 ,衔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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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本句 ,辖域的方向是前与后 。 “只有 ,虽然 ”一般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 ,超句衔接指这个

分句由几个小分句组成 ,辖域的方向是向后。

4.4内部连接与外部连接

研究关联词 ,只进行语义分析是不够的 ,要在多重背景下进行分析。 Sweetser(1990)首

先提出要在内容 、逻辑实体 、言语行为这三个域中解释连词 ,沈家煊(2003)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行域 、知域 、言域三个概念域 ,并以之探讨了汉语的复句。Halliday(1994)指出连接有

外部(概念)连接与内部(人际)连接的区别。 Martin(1992)进一步指出 ,小句复合体之间的

一些关系是修辞上的(rhetorical),而不是经验上的(experiential),比如 furthermore表示还有

一个论据需要考虑。修辞上的关系是内在关系 ,涉及的是语篇本身的组织;经验上的关系是

外在关系 ,涉及的是语篇所描述的外部世界的组织 。Martin＆Rose(2003)又深入分析了这

两种关系。内在关系上的衔接包括加和论据 、比较论据 、安排论据 、做出结论等。

从本质上说 ,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处在不同的平面上。内部关系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 ,

是为了使叙述更清楚 ,属于知域或者言域 。外部关系是从听话人的角度出发的 ,使听话人更

清楚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关系 ,属于行域 。

汉语的关联词也有这两种关系的区别 。当汉语的关联词搭配使用时 ,第一个关联词若

是超句衔接 ,用于言域或知域 ,而且衔接的方向向上 ,则衔接的是内部关系。本文所调查的

语料库有大量的国家领导人或群众的言论 ,因此 ,关联词是切分讲话层次的一个手段 ,这时

后面动词常常是 “说” “指出 ”,如例(11)(12)。例(11)中第一个关联词 “也”衔接上文中所

说内容与本句 ,起组织篇章的作用 ,第二个关联词 “就”是外部关系衔接 ,衔接的是外部世界

的两个事件 。例(12)的第一个关联词 “还”为内部关系衔接 ,表明本句与上文的关系 ,第二

个关联词 “也 ”虽也是超句衔接 ,但衔接的也是外部事件 ,虽然这两个事件距离较远 。经常

用于内部衔接的连词有 “因此 ,此外 ”等 ,如例(24)。可以看出 ,在关联词的搭配句型中 ,第

二个关联词即使是超句衔接 ,也不是内部关系 ,而是外部关系 。

五　对固定搭配的考察与分析

5.1对固定搭配的考察结果

传统上认为 “虽然……但是 ”“因为……所以 ” “只有……才 ”等总是搭配使用 ,即固定

搭配 ,在教学中可以成对给出。对于这些固定搭配 ,我们认为需要验证的是用在前一小句的

关联词与用在后一分句的关联词是否总是共同出现 。在语料中出现的固定搭配有:“既

……又 /也” “只有……才 ” “如果……就 /那么 ” “不仅……也 /还 /而且 ” “只要 ……就 /都 ”

“即使……也 ”“无论……都 ”“虽 /虽然……却 /但 ”。至于 “因为” “所以 ”,语料中的使用情

况与我们的预期不太一致 。 “因为”出现次数为 102次 ,单用次数为 47;“所以 ”出现次数为

96次 ,单用次数为 50次;“因为 ”与 “所以 ”搭配使用居然只有 4次 ,根本算不上常用句型 。

“不但”的情况也是这样 , “不但……而且”搭配使用竟然只有 8次 , “而且”单独使用的次数

为 50次 。 “虽然……但是”搭配使用只有 9次 , “虽然……但”搭配使用 50次。具体情况见

附录表 4 ,搭配不超过 10次的未列入表中。

5.2固定搭配中后词出现的规律

统计表明(见附录表 4), “既……又 /也 /更 ”“只有……才 ” “不仅……也 /还 /而且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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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却”这几组固定搭配所谓的 “固定 ”其实主要是针对用在前一小句的关联词而言的 ,

“既 、只有 、不仅 、虽”出现时 ,后面一定有后续关联词出现 。如:

(35)两国发展长期 、稳定的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也有

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36)只有实现祖国统一 ,台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前途。

(37)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外交家 ,也是一位书法家 。

其实在语料中 , “既 、只有 、不仅 、虽 ”均有单用的情况 ,但这是由于标注错误产生的 ,如例

(38)(39)。因此表 4中这几个词用在前一分句的单用次数均计为零 ,不能算作可以单用 。

(38)只有实现祖国统一 ,台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前途。 (把 “才能 ”标成了动词)

(39)飞鹰集团为医院注入了活力 ,我们只有抓住改革的机遇 ,才能谈到生存和发展 。

(把 “才”标成了名词)

“虽然 、只要 、即使 、无论”用于前一分句时 ,后一小句中的关联词 “但是 、就 、也 、都”一般

都出现 ,如果后一分句的关联词不出现 ,是因为受以下因素制约:

第一 , 后一分句为否定句 。如:

(40)只要对国家 、对社会有好处 ,自己忙一点没什么 。

第二 , 后一分句为反问句 。如:

(41)即使不是冠名者 ,如何能比其他赞助商显得有所不同 ?

第三 , 后一分句中出现了其他副词 ,使该分句的语义满足逻辑需要。如:

(42)这证明 ,国家无论大小 ,完全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 ,为和平与进步进行合作。

(43)近 40年来 ,李长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总是把群众的利益 、党的事业放在首位 。

(44)虽然事先有约 ,你还是不太愿意讲自己的成绩。

第四 , 后一分句为描述性语句 。如:

(45)虽然下着霏霏细雨 ,水城里外到处笼罩着一片节日的气氛 。

“如果”用于前一分句时 ,后一分句的 “就 、那么 ”自由隐现 。如:

(46)据新华社平壤 1月 6日电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评论指出 ,如果美国希望改善

朝美关系 ,就必须放弃对朝的 “不信任和敌视政策”。

(47)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 2日表示 ,如果阿布哈兹冲突在近期内得不到根本解

决 ,格领导人准备提出以武力强制方式解决问题 。

5.3后一分句出现多个关联词

语料表明(见附录表 5),后一小句中的关联词 “而且 、但 、然而 、但是 、就 、都 、也 、才 、还 、

又 、却 ”等的出现与否都不受前一小句的关联词的制约。如:

(48)这不满百字的歌词 ,六十多年里 ,我从 《义勇军进行曲 》唱到现在 ,每唱必有亲切

感 ,而且意境常新 ,咀嚼起来它是一篇精品杂文 。

(49)这一条坚持好了 ,重庆彻底改变城市交通环境的 “民心工程 ”就能最终取得满意的

结果 。

以转折连词为例 ,附录表 5中所统计的 “但 、然而 、但是”的前一小句均未出现其他关联

词 ,都没有与 “虽然 /虽 ”连用。但在一些情况下 ,用在后一分句的连词与 “也 、却 、又 、就 、都 、

还 ”等关联副词搭配使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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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今天 ,哈尔滨市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5摄氏度 ,但市民们欢庆新年的热情却没有

丝毫减弱 。

(51)经过 4年的创业 ,公司不仅在武汉站住了脚 ,而且又吸收了 18位下岗职工 。

(52)这使共产党人必须考虑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态度 ,而当时有一些社会党人又在这

个问题上表现出某些错误倾向。

六　结语

本文利用语料库的调查数据 ,描写了现代汉语中关联词搭配使用的情况 ,并运用系统功

能语法中的衔接理论等讨论与分析了相关问题 。由于目前关于关联词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单

个或某类关联词的用法 ,关于关联词搭配方面专门的研究与理论不多见 ,因此本文的研究只

是一个尝试 ,对于搭配的规律还需进一步挖掘 。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中文信息处理 、语篇分析

以及汉语教学等有所启发 。

附注

①“而”与 “又”连用时常用来连接词或短语 ,如 , “林耀坐在轮椅上 , 置身于陌生的观众中间 ,兴奋而又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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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关联性副词在前的搭配使用情况

出现
次数

副词
在前

连词
在后

出现
次数

副词
在前

副词
在后

31 d还 c并 55 d就 d就

20 d也 c并 34 d也 d就

17 d就 c而 31 d还 d就

17 d也 c但 29 d也 d也

15 d也 c而 15 d还 d也

11 d还 c而 13 d也 d还

12 d就 d又

12 d就 d还

12 d还 d还

11 d又 d也

11 d又 d还

　　表 4　固定搭配后词出现情况统计

用于前一小
句的连词

单用
次数

出现
次数

搭配

既 0

104 既……又

42 既……也

12 既……还 /更 /尤

不仅 0

84 不仅……而且

37 不仅……也

22 不仅……而且也

14 不仅……还

31
不仅……反而 /
更 /还要

只有 0
61 只有……才

2 只有……方

虽然 6 50 虽然……但

虽 0
29 虽……但

10 虽……却

如果 70
41 如果……就

19 如果……那么

只要 26
45 只要……就

11 只要……都

即使 6 22 即使……也

无论 6 15 无论……都

　　表 2　连词在前 、副词在后的搭配情况

出现次数 连词在前 副词在后

104 c既 c又

54 c而 d又

61 c只有 c才

46 c但 d也

44 c而 d却

42 c既 d也

41 c如果 d就

40 c但 d却

40 c同时 d也

37 c不仅 d也

45 c只要 d就

31 c同时 d还

30 c而 d就

26 c此外 d还

22 c即使 d也

21 c而 d则

20 c然而 d却

19 c但 d又

19 c但是 d也

18 c而 d也

15 c而 d都

15 c但 d就

15 c但 d都

15 c无论 d都

14 c不仅 d还

12 c但 d还

12 c此外 d也

11 c并 d还

11 c但是 d却

11 c然而 d也

11 c因此 d也

11 c只要 d都

11 c与此同时 d也

10 c虽 d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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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连词与连词搭配的情况

出现次数 连词在前 连词在后

106 c不仅 c而且

50 c虽然 c但

30 c尽管 c但

29 c虽 c但

28 c而 c而

27 c或 c或

15 c而 c则

11 c并 c并

　　表 5　多个后词连用情况

连词 副词在后 出现次数

但

也 46

却 40

又 19

就 15

都 15

还 12

然而
也 11

却 20

但是
也 19

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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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第四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7年 8月 20— 22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

行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

学院承办 、商务印书馆协办。来自美国 、法国 、日本 、新加坡及中国内地 、台湾 、香港等地的

7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收到论文 64篇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党总支

书记程娟教授主持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副书记赵 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

教授致辞。日本东京大学柯理思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罗端等 16名学者作大

会报告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沈家煊所长做会议总结 ,第五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承办单位上海

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张谊生教授介绍了下次会议的筹办设想。本次会议是历次会议中参

加人数与提交论文数最多的一次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陈前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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