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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linguistic properties are universal and some are arbitrary or specific to a given language. When we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it is not always obvious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an arbitrary one 

or whether it is only apparent, behind which a deeper universal can be discovered. Duanmu (2000) offers 

a hypothesis that arbitrary properties of language are limited to the sound-meaning association of words, 

and that beyond the lexicon language universals should dominate. In this paper I use evidence from foot 

structure and stress in support of the hypothesis. I also illustrate how to look for common properties 

among languages, despite their apparent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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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不同语言既有特性（任意性）也有共性，但是遇到语言之间有不同现象时，往往很难知道

这种现象体现了语言的任意性、还是掩盖着语言的共性。Duanmu (2000) 提出一个假设，即语言

的任意性仅限于词汇的音义结合，其他方面都应该以共性为主。本文以音步和重音为例，为上述

假设提供证据，同时演示如何寻找语言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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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语言的特性（任意性）和共性 

不同的语言既有特性（即任意性）、也有共性。共性的例子可见（1），特性的例子可

见（2）。 

 

(1) 已知的语言共性举例： 

a. 句子由词（语素）组成。 

b. 词（语素）由语音组成。 

c. 诗歌的押韵，以韵母相同为基础，声母、介音不必相同，如“晒-帅-外”[ʂai]-

[ʂwai]-[wai] 押韵。 

 

(2) 已知的语言特性（任意性）举例： 

a. 汉语用声调区别词义，英语不用。 

b. 普通话的音节没有塞音结尾，而英语的有。 

c. 有的语言音位多，有的语言音位少。 

d. 有的语言词重音在第一音节，有的语言词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e. 英语的单音节词少，汉语的单音节词多。 

 

以上例子都是一些常见性质，学者们有共识也许不奇怪。遇到不常见的情况时，比如

（3）所列举的例子，人们的看法就很不一样。 

 

(3) 共性还是特性答案不清楚的情况举例： 

a. 声调、降调，是否都是平调（高、低）的组合？ 

b. 所有语言是否都以元音、辅音为音位？ 

c. 所有语言是否都有音节结构？ 

d. 所有语言是否都有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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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内容曾在“第二届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会议的邀请、香港中文大学的热情接

待、以及与会者的讨论。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包括会议发言的音步和重音部分，有关声调、音位、音节的

讨论可见端木三（2016b）。 



关于声调，我们知道非洲语言的升调是“低+高”两个平调的组合，降调是“高+低”

两个平调的组合（Leben 1972；Williams 1976；Goldsmith 1976, 1981）。这个性质是不是

语言的共性？如果是，汉语也应该如此。如果分析不适合汉语，那么这个性质就没有普遍

性。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汉语的升调、降调也是平调的组合，有人认为不是，一直没

有统一看法。又如，西方传统描写某个语言，一般从音位开始，首先要弄清该语言有什么

元音、辅音。音位分析，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有，汉语是不是也应该从音位入手？如果汉

语不适合用音位分析，那么音位分析就没有普遍性（游汝杰 等 1980；Ladefoged 2001）。

再如，中国传统描写某个语言，一般从音节开始，首先要问的是该语言或方言有什么声母、

韵母，有多少音节。音节分析，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有，英语是不是也应该用音节分析？

可是英语的音节分析问题不少，以致有的学者认为音节分析不适合英语（Chomsky and 

Halle 1968；Steriade 1999），认为音节理论没有普遍性。关于重音，我们知道英语有，可

是汉语有没有，意见至今仍然不一致。 

对未知问题有不同看法，本来很正常。只要不影响研究、不影响我们寻求答案，什么

样的态度似乎关系不大。可是，以上两种态度对研究产生的影响很不一样。为了方便，我

们把两种观点称为“普遍论”和“分类论”。普遍论在看到语言之间有不同时，一般会继

续探讨这种不同是否掩盖了语言的共性。分类论在看到语言之间有不同时，一般只是给有

关语言冠以不同类别，研究也就到此为止。因为分类论不要求对表面现象加以深究，所以

很难有新发现。而普遍论力求透过表面现象继续寻找普遍规律，所以发现新规律的机会也

相对更多多。 

可是，语言之间的确有任意的区别，如（2）所列的例子。这些区别没有共性可寻，也

没有进一步的原因可寻。如果见到这些区别时，继续盲目寻找共性，恐怕只是徒劳。那么

有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标准，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语言区别是任意的、不用继续深究，

什么样的语言区别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后面掩盖着语言的共性？ 

语言的任意性，最常见的表现是词或语素的音义结合。对于一个事物（或动作、概念、

等），一个语言可以任意选用一组语音来表达。比如，莎士比亚说，一朵玫瑰无论你怎么

称它，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香味。那么除了词汇的音义结合以外，语言还有哪些任意性？

要想出一个可靠的例子，似乎并不容易。所以，Duanmu（2000：v）说，“除了词汇以外，

各种语言都惊人的相似”（Beyond the lexicon, languages are strikingly similar）。我们将这

个观点进一步明确化，见（4）。 

 

(4) 语言任意性的限定： 

语言的任意性仅局限于造词，即词（或语素）的音义结合。 

 

虽然语言的任意性只有一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推出语言之间的一系列其他区别，包

括（2）列举的所有例子。比如，一个语言是否用声调别义，可以归因于音义结合的任意

性。一个语言的音节是否用塞音结尾，也可以归因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因为造词可以

（无计划地）任意选音位，所以有的语言音位用的多、有的用的少，这也可以归因于音义

结合的任意性。词的重音在哪个音节，也属于音义结合的一个方面，所以也是任意的。最

后，词的长短（音节数），也是音义结合的一个方面，所以也是任意的。因此，（2）所

列的区别全部可以归因于造词过程的音义结合，无需其他解释。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音义



结合是任意的，但是词的语音仍然必须符合音系的普遍规则，比如语音必须组成音节，音

节不能超过 CVX（Duanmu 2008），重音必须由长音节负载（端木三 2014、2016a），等。 

当然，以上的假设需要证实。比如，（3）所列的例子都不属于音义结合，根据我们的

假设，都应该有共性可寻，我们能证实吗？关于（3a-c），端木三（2016b）逐条进行了

讨论，本文不重复。下面我们只考虑两个题目，即音步结构和重音的体现。这两个题目，

几乎所有学者的态度都属于“分类论”，而根据我们的假设，它们应该属于共性。因此，

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 

 

2. 音步结构 

音步理论来自西方，最初源于对诗歌节奏的研究。最常见的节奏是节拍的轻重交替，

音步也就是交替重复的单位，即一个音步就是轻重节拍的一次交替。因此，每个音步都有

且仅有一个重音，而每个重音都来自一个音步。因为音步跟重音直接有关，音步也广泛用

于词重音的研究。 

音步研究多以“分类论”为主，可能因为诗歌的节奏看起来十分多样，如一首诗有几

行、每行有多长（多少音节）、每行是重拍起还是轻拍起等。各种语言的词重音，看起来

也十分多样，比如有的语言词重音一般在第一个音节（如匈牙利语）、有的一般在第二个

音节（如印第安语 Paiute）、有的一般在末尾音节（如法语）、有的根据音节长短而有所

变化（如英语）、等等。 

Hyman（1977）收集了 444 个语言的词重音，根据词重音是否有固定的位置，将这些

语言进行了分类，结果见（5）（Hyman 1977：58）。 

 

(5) Hyman（1977：58）对词重音的分类 

重音位 语言数 

第一音节 114 

第二音节 12 

倒数第三音节 6 

倒数第二音节 77 

倒数第一音节 97 

其他情况 138 

共计 444 

 

词重音有固定位置的有 306 个语言，其他 138 无固定位置。后者包括三类（Hyman 

1977：66-68）：（i）以音节长短决定重音的语言（9 个），如阿拉伯语；（ii）无词重音

的语言（16 个），如韩语；（iii）无固定词重音位置的语言（113 个），如汉语、英语。 

Hayes（1985、1995）认为，因为重音跟音步有关，即每个音步都有一个重音，而每个

重音都来自一个音步，因此除了考虑词重音的位置以外，还需要考虑音步的种类。Hayes

提出，词首、词尾有时会多出一个音节，如果我们排除多余音节，基本音步只有三种，见

（6），其中 M 表示莫拉、S 表示音节、下横线表示重音。 

 



(6) Hayes（1985、1995）提出的三种基本音步 

音步种类 符号表示 

莫拉左重步（moraic trochee） (MM) 

音节左重步（syllabic trochee） (SS) 

音节右重步（syllabic iamb） (SS) 

 

莫拉指韵母位置的数量，冯胜利（1997，2015）称之为 “韵素”。一个长音节有两个

莫拉，一个短音节只有一个莫拉。长音节的韵母有三种：双元音、元音加辅音、或长元音，

如普通话的 [mai]“买”、[man]“慢” 、[ma:]“骂”。因为长音节有两个莫拉，每个长

音节都可以组成一个莫拉步。 

Halle and Vergnaud（1987）提出一个不同的音步分类法。他们认为，每种音步都是一

组基本参数的组合。他们提出的参数有三项，见（7）。 

 

(7) Halle and Vergnaud（1987）提出的音步参数及选择值 

参数 选择值 

节拍单位 两项：莫拉、音节 

音步长短 三项：两拍、三拍、无限制 

重音位置 三项：左、右、中 

  

如果参数值可以自由搭配，一共可以产生 2 x 3 x 3 = 18 种音步。不过，莫拉步一般只

有两拍、而且重音位置的“中”只适合于三拍音步，所以音步种类一共不到 18 个。即使

如此，Halle and Vergnaud 的音步种类仍然大大超过 Hayes 提出的三个种类。不过，三拍

音步和长度无限制的音步都不多（或者是可以用两排步来分析）；如果排除这两类，那么

音步长短只有一类，重音位置也只剩两类（重音在“中”的也排除了），这样，Halle and 

Vergnaud 的音步就只有四类，即左重莫拉步、右重莫拉步、左重音节步、右重音节步，

只比 Hayes 多了一个右重莫拉步。 

如果词重音的位置是音义结合的一个方面，那它基本属于语言的任意性，所以语言之

间词重音的位置的区别不用进一步解释。如果音步是节奏的单位，而节奏不限于单词，经

常可以出现在更大的语法单位上，如诗句，那么，音步就不应该属于语言的任意性，而应

该属于语言的共性。换言之，根据我们的假设（4），音步的“分类论”是值得质疑的。 

Hayes（1985、1995）提出一个理论来限制音步的分类，他称之为“右重/左重法”

（the Iambic/Trochaic Law）。他说，音步的种类跟节拍有关。如果节拍不分长短，就应

该是左重步，否则就是右重步。莫拉不分长短，因此莫拉步都是左重。如果一个语言的音

节不分长短，而且这个语言选择音节步，它的音步也是左重步。如果一个语言的音节要分

长短，而且这个语言选择音节步，它的音步就是右重步。根据“右重/左重法”，音步类

型看起来有了限制，其实分类的本质不变，即语言可以选择音节是否分长短、还可以选择

节拍单位是莫拉还是音节。这些选择都被认为是任意的、不用进一步解释的。 

音步理论认为，对词重音来说，一个语言只能选择一种音步。可是一个语言选的是什

么音步往往不容易判断。比如，英语是人们研究得最多的语言之一，可是有人认为英语用

的是音节步（Halle and Vergnaud 1987），有人认为是莫拉步（Mester 1994；Hayes 

1995）。可见，就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无共识。对其他语言来讲，我们对事实的了解往



往更少，其音步分类的可信度也可想而知。因此，对音步的研究，还是应该从我们比较熟

悉的、有足够语料的语言做起。 

汉语的重音，感觉上往往没有英语的明显。汉语诗歌的传统研究也从来不谈重音或音

步（王力 1958）。不过，汉语也有一系列迹象，说明重音和音步仍然存在。 

首先，汉语有个普遍现象，即轻声音节（轻声字）跟普通音节的重音区别很明显

（Chao 1968），而且，轻声音节的平均时长明显短于其他音节。还有，轻声音节一般没

有声调，而普通音节有声调。原来有声调的音节，变成轻声以后，也会失去原来的声调，

而且韵母也会有相应的简化。我们用普通话举例，见（8），引自高名凯、石安石（1963：

84-85），其中横线后的数字表示声调，2 表示上声，4 表示去声，0 表示轻声。 

 

(8) 轻声音节韵母简化、失去本调（高名凯、石安石 1963：84-85） 

汉字 非轻声 轻声 轻声使用举例 

头 [t
h
ou]-2 [t

h
o]-0 木头 

袋 [tai]-4 [te]-0 脑袋 

 

以上现象，可以用“声调-重音连接律” （Tone-Stress Principle）来解释，见（9）。

该规律被用来分析各种语言，包括英语（Goldsmith 1981; Liberman 1975; Pierrehumbert 

1980），日语（Pierrehumbert and Beckman 1988），汉语（Yip 1980; Duanmu 1999），以

及各种非洲语言（Goldsmith 1976）。 

 

(9) 声调-重音连接律（Tone-Stress Alignment）： 

声调必须和有重音的音节连接(边界调除外)。 

 

普通话的轻声音节只有一个莫拉，不足以组成一个莫拉步，所以无重音、不能保留本

调。其他音节都有两个莫拉，可以组成莫拉步，进而有重音，可以保留声调。 

因为音步是韵律的最小单位，应该可以单独使用，由一个音步组成的词也叫“最小词”

（minimal word）。如果汉语的非轻声音节是个莫拉步，这样的单音节词应该可以单独使

用。可是，汉语的最小词一般需要两个音节。比如，高本汉（Karlgren 1918、1923）发现，

汉语很多动词不能单独使用，而必须增加一个语义多余的词，例子见（10）、（11）。 

 

(10) 汉语单音节动词一般不单用： 

问： 你 想 做 什么？ 

回答： 教书/写字/走路/吃饭。 

不答： 教/写/走/吃。 

 



(11) 英语单音节动词可以单用： 

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 想 做 什么？” 

回答： Teach/Write/Walk/Eat. 

 “教/写/走/吃。” 

不答： Teach books/Write words/Walk roads/Eat meal. 

 “教书/写字/走路/吃饭。” 

 

汉语的例子，回答不能只用“教”、“写”、“走”、或“吃”，而必须用双音节的

“教书”、“写字”、“走路”、或“吃饭”。从语义来看，这里的宾语完全是多余的、

或者是无用的。比如，“教书”就是“教”，用不用书完全无关；“写”的一定是字，所

以“字”完全多余。相应的英语例子，进一步显示了这些宾语的多余性：英语的回答只用

动词、不用宾语，用了宾语反而显得臃肿。当然，对“普遍论”来说，为什么汉语需要用

双音节，而英语不需要，也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讨论。 

吕叔湘（1963）也举过不少例子，姓名、地名、国名、都不用单音节，必须加一个字

凑成双音节，而双音节的名词就不用加多余的字，例子见（12）、（13）。 

 

(12) 汉语单音节名词一般不单用： 

问： 他是谁？ 

回答： 老王/小王/欧阳。 

不答： 王/老欧阳。 

 

(13) 汉语单音节地名、国名一般不单用： 

问： 你去哪儿？ 

回答： 泰山/华山/沙市/上海/法国/荷兰。 

不答： 泰/华/沙/上海市/法/荷兰国。 

 

回答姓名时，如果是单音节，习惯要加个“老”、“小”等，凑成双音节。如果姓名

是双音节，就可以直接用，一般不加“老”、“小”，如一般不说“老欧阳”。同样，地

名、国名如果是单音节，必须加个语义多余的“山”、“市”、“国”等。如果地名是双

音节，习惯就不加，如不说“荷兰国”。 

有人可能会说，使用双音节是为了避免歧义。比如，如果只说“我去泰”，也许听话

人不知道你去“泰山”、“泰国”、还是“太湖”，说“我去泰山”就清楚了。不过，在

没有歧义时，汉语仍然需要双音节。比如，如果别人知道你要去爬山，但是不知道是去泰

山还是华山，这时“山”字的语义完全多余，但是你还是得用双音节，见（14）。 

 



(14) 无歧义时汉语仍然需要双音节： 

问： 你去华山还是泰山？ 

回答： 泰山。 

不答： 泰。 

 

因此，汉语对双音节的要求，主要出于韵律的考虑，而不是语义的考虑。而最自然的

韵律单位就是一个音节步，即一个双音节单位。 

可是我们在前面说了，汉语已经有莫拉步，用于区分无调的轻声音节和有调的其他音

节。如果汉语既有莫拉步、又有音节步，这就违反了前人的一个根本假设，即一个语言只

能选择一种音步（Hayes 1995）。Duanmu（1999、2007）、Duanmu et al.（2005）提出，

前人的假设应该修改。对英语和汉语来讲，左重莫拉步和左重音节步都需要，两者组成

“双重左重步”（dual trochee）。莫拉步用于区别长音节（有重音）和短音节（无重音），

音节步用于解释最小自由词对双音节的要求。“双重左重步”必须符合“双拍步”（Foot 

Binarity）的要求，见（15）。 

 

(15) “双拍步”（Foot Binarity，Prince 1980）: 

音步必须有两拍。 

 

双拍步的要求源于节奏的本质，即轻重交替：交替一次需要两拍，也即一个音步。双

重左重步的结构见（16），其中“M”表示莫拉、“X”表示重音音节位、“。”表示无

重音音节位、“|”表示音节界。 

 

(16) 双重左重步（Duanmu 1999，2007，Duanmu et al. 2005） 

a. 合理结构：长长 
 X       

( X    X ) 音节步 

( MM ) ( MM ) 莫拉步 

 

b. 合理结构：长短 
 

 

c. 不合理结构：短长（问题：第一音节是单拍莫拉步） 
 X       

( X   X ) 音节步 

( M ) ( MM ) 莫拉步 

 

d. 不合理结构：短短（问题：第一音节是单拍莫拉步） 
 X     

( X  。 ) 音节步 

( M ) M  莫拉步 

 X     

( X  。 ) 音节步 

( MM ) M  莫拉步 



 

e. 不合理结构：长（问题：单拍音节步） 
 X   

( X ) 音节步 

( MM ) 莫拉步 

 

f. 不合理结构：短（问题：单拍音节步、单拍莫拉步） 
 X   

( X ) 音节步 

( M ) 莫拉步 

 

如果音节分长短，两个音节有四种搭配：长长、长短、短长、短短。其中“长长”、

“长短”中的长音节分别是个莫拉步，短音节不是。然后，两个音节再组成一个左重音节

步。这两种搭配中的莫拉步、音节步都符合双拍步。 

“短长”中的长音节是个莫拉步，短音节也有重音，来自左重音节步。这个重音使得

短音节也成为一个莫拉步，而这个莫拉步只有一排，因此违反了双拍步。同样，“短短”

的第一音节也是一个单拍的莫拉步，因此也违反双拍步。还有，单音节一般不能组成双重

音步，无论是长音节还是短音节。 

汉语“长长”音步的例子很多，多数双音节单位都是。在北京话里，“长长”音步在

非停顿前一律是“重中”（Chao 1968），即第一音节最重、第二音节次重，如“大学教

师”中的“大学”，跟音步结构的分析一致。在停顿前（包括单独出现时），北京话的

“长长”音步经常由“重中”变为“中重”，如单读的“大学”，或“北京大学”中的

“大学”。端木三（2014）认为，北京话的基本音步一律是左重，不过“长长”音步在停

顿前可以产生重音右移，进而产生结构变化，分析见（17）。 

 

(17) 普通话停顿前的重音右移，产生“长短”型音步（S0） 

 X         X      

( X   X )   X  ( X  。 ) 音节步 

( MM )( MM )  ( MM )( MM ) 0  莫拉步 

 大  学    大  学     

 

新结构的第一音节仍然是个莫拉步，但是不再处于音节步内。新的音节步往右移了一

位，产生一个“长短”型音步，其中的第二拍是停顿，也称“空拍”或“休止”。这种音

步，我们用（S0）表示，其中 S 指音节（syllable）、0 指空拍。空拍的概念在韵律研究中

经常用到，包括对各国诗歌韵律的研究（Burling 1966; 松浦友久 1992；Hayes 1995; 川本

皓嗣 2004；端木三 2016a）。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的（S0）音步很受限制，一般只用于

重音右移时，以及少数可以单用的词，如“好！”、“对！”等。 

汉语“长短”音步的例子也很多，如北京话的“妈妈、西瓜、来了”等，其中第一个

音节有重音，第二个音节是轻声、无重音。“长短”音步不能产生重音右移，否则重音会

落在单莫拉的短音节上，违反双拍步要求。 

汉语没有“短长”、 “短短”音步，跟音步分析的预测相符。汉语的事实说明“短

长”、“短短”音步的结构的确有问题。 



英语的“长长”音步例子有 congress [kɔŋ][ɡrɛs]“会议”、content [kɔn][tɛn]<t>“内容”

等，其中方括号表示音节界、尖括号表示末尾可以不计的辅音（Hayes 1982；Duanmu 

2008）。这类单词的主重音在第一音节、次重音在第二音节，跟音步分析的预测相符。值

得指出的是，英语词典对次重音的标注不大一致，比如，很多词典都不给单音节单词标重

音（如 ten [tɛn]“十”），主重音右边的音节一般也不标次重音（如 yellow [jɛlou]“黄”

的第二音节）。Chomsky and Halle（1968）认为，英语无重音的元音一般都是 [ə] ，有时

也可以是 [ɪ] （如 Michigan [mɪʃɪɡən]的第二个元音），而双元音以及 [ɑ ʊ ɔ ɛ æ ʌ] 等一律

都有重音。因为无重音的 [ə] 与 [ɪ] 很少有对立，我们也可以不必区分两者，一律写成 [ə]

（如 Michigan [mɪʃəɡən] 的第二个元音），这样英语无重音的元音都是 [ə] ，而双元音以

及 [ɑ ʊ ɔ ɛ æ ʌ ɪ] 等一律都有重音。 

英语“长短”音步的例子有 panda [pæn][də]“熊猫”、Texas [tɛk][sə]<s>“德克萨斯”

等。这类单词的第一音节有重音、第二音节无重音，跟音步分析的预测相符。 

英语的单音节词很多，也可以分析为“长短”音步（S0），其中第二拍是个空拍，例

子见（18）。 

 

(18) 用“长短”音步（S0）分析英语的单音节词： 

fan [fæn][0]“扇” 

 

英语的空拍，经常不以停顿出现，而是使前面的音节拉长。这个现象，一般称为“顿

前拖延”（pre-pause lengthening），也称“末尾拖延”（final lengthening），初敏 等

（2003）称之为“停延”。根据 Price et al.（1991）的研究，在主要边界前（语调短语以

及更大边界前），顿前拖延跟音节重音的关系见图一。图表显示，有重音的末尾音节比其

他音节（即有重音的非末尾音节、无重音的末尾音节、以及其他无重音音节）平均长出一

倍。而且，在主要焦点位置，前者延长更多。 

 



 
 

图一： 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以及更大边界前的顿前拖延跟音节重音的关

系（Reproduced from Price et al. 1991：2966,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图中虚线表示有重音的末尾音节、实线表

示其他音节。横坐标的 0表示无焦点，1表示次要焦点，2 表示主要焦点。

纵坐标表示相对时长。图表显示，有重音的末尾音节（虚线）比其他音节

（实线）长出一倍。而且，在主要焦点位置，前者延长更多。 

 

顿前拖延为（S0）音步提供了支持，而（S0）音步对顿前拖延提供了解释。不过，英

语的事实也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英语的单音节词可以和空拍组成（S0）音步，进而可

以单用，为什么汉语的单音节词一般不能单用？ 

我们认为，英语、汉语对（S0）音步使用不同，在于它们的顿前拖延不同。学过英语

的中国人恐怕都有同感，英国人（或美国人）讲话时，单音节词特别容易拖长，而中国人

讲话时，单音节词很少拖长。试比较英语的 My name is John 和汉语的“我姓姜”，其中

的 John [ʤɒn] 和 “姜” [tɕɑŋ] 发音基本相同，可是前者一般明显拖长，而后者则不然。

同样，中国学生学英语的一个难点，就是要学会在什么地方把音节拖长。 

实验数据也支持同样的结论。上面看到，英语的顿前拖延可以使音节长度增加一倍以

上（Price et al.1991）。而汉语的情况却不然。比如，林茂灿 等（1984）的研究发现，北

京话的后重音节，在停顿前只是略微延长，平均不到 15%，远远低于英语的拖延幅度，

数据见（19）。 

 

(19) 北京话的顿前拖延（103 个两字组，单独发音，多数是后重）： 

发音人 第一音节平均时长 第二音节平均时长 延长比例 

男 265 毫秒 301 毫秒 13.5% 

女 249 毫秒 283 毫秒 13.6% 



 

为什么汉语的音节没有英语的容易拖延？一个可能是，汉语是有调语言，英语不是。

有调语言的音节长度跟声调的识别有关。比如，普通话的阳平跟上声（全上）有时长上的

区别，阳平读长了容易跟全上混淆，全上读短了容易跟阳平混淆。另一个可能是，汉语经

常通过延长音节并额外加调来表达语气， Chao （1933）称之为声调语调的“连续叠加” 

（successive addition）。比如，“坏”的声调（降调）加“疑问”语调（高调）产生“降

+升”调，如“坏？”。同样，“高”的声调（高调）加“确定”语调（低调）产生“高

+降”调，如“高！”。如果把音节随便拉长，普通话的有些声调就有可能被理解为声调

语调的“连续叠加”。比如，“告”拉长了就有可能跟有确定语调的 “高！”（高+降）

相混淆。当然，这两种可能的解释都有待进一步证明。 

跟汉语一样，英语没有“短长”的左重音步，也没有“短短”的左重音步。看似“短

长”的左重单词，如 rabbi [ræ][bai]“拉比”，应该分析为“长长”音步，即 [ræb][ai] 

（Duanmu 2008）。看似“短短”的左重单词，如 villa [vɪ][lə]“别墅”，应该分析为“长

短”音步，即 [vɪl][ə] （Duanmu 2008）。 

剩下还有一个音步没有讨论，即“右重音节步”（也称“抑扬”步）。首先，根据

Hayes（1985）的统计，右重音节步的例子比左重音步少得多。而且，有学者指出，右重

音节步可以看成左重音节步（Abercrombie 1965；Kager 1993；Vijver 1998；端木三

2014）。有关例子见（20）、（21），其中小 x 表示无重音音节，大 X 表示有重音音节 ，

括号表示音步界。诗歌例子取自莎士比亚的《国王理查德二世》。 

 

(20) 用左重音步分析右重音步：诗歌举例 

右重音步 (xX)(xX)(xX)(xX)(xX) 

左重音步 x(Xx)(Xx)(Xx)(Xx)(X0) 

诗句 The lion dying thrusteth forth its paw 

 “垂死的雄狮猛地伸出前爪” 

 

(21) 用左重音步分析右重音步：单词举例 

右重音步 (xX) 

左重音步 x(X0) 

单词 today“今天” 

 

Abercrombie（1965）认为，英语的所谓“抑扬五步格”诗歌（即每行有五个右重音

步），如果第一个音节不计、末尾加一个空拍，就变成了“扬抑五步格”（即每行有五个

左重音步）。同样，一个右重的双音节单词，看上去像个右重音步（xX），但是如果第

一个音节不计、末尾加一个空拍，就成了一个左重音步（X0）。 

以上讨论说明，英语、汉语的音步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使用左重莫拉步和

左重音节步，即“双重左重步”，两者的最小词是都是左重音节步。而且，尚无明确证据

需要增加右重音步。这个结论，从英语本身很难看出，而通过汉语和英语的比较，就清楚

多了。 

我们的分析，仅限于英语和汉语。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的结论有普遍意义、其他语

言也都如此？我们认为，起码有三条理由。第一，英语和汉语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语言，历



史上没有同源关系。它们之间能找到的共性，说明其他语言中也有可能找到。第二，英语

是否有双重音步，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至今还没有其他学者提出来过。因此，这样的规

律很可能来自人的自然本能，很难想象是任意造出来的。同样，汉语是否有音步或重音，

学者们长期意见不一，因此，这样的规律也很难想象是任意造出来的。第三，虽然有很多

语言尚待研究，我们没有证据认为它们肯定不适合我们发现的规律。从科学的方法论来说，

在没有见到反例以前，我们的基本假设应该是，现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能够适用于新情

况的。 

 

3. 重音的体现 

关于重音，端木三（2014、2016a）有较详细的综述。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讨论一个

问题，即为什么从语感上来说，英语的重音比较明显，特别是词重音，而汉语的却不明显。

这个事实，应该是有共识的。比如，讨论汉语重音的文献一方面不多，一方面争议比较大。

而且还有人认为，汉语根本就没有重音（高名凯、石安石 1963；Selkirk and Shen 1990）。 

关于重音的存在和重音的体现，前人的观点几乎都是“分类论”。比如，Hyman

（1977）认为，有的语言有重音、有的语言无重音。Hayes（1995：7）说，“重音的语音

体现形式，各个语言皆可不同”（stress is phonetically realized on a language-specific 

basis）。Kager（1995：366）说，“我们至今没有发现重音有任何固定的语音特征”（an 

unambiguous phonetic correlate has not yet been discovered）。陈渊泉（Chen 2000）说，有

的音步有重音（如上海话），有的音步无重音（如普通话）。王洪君（2004）说，英语的

音步以重音为基础，汉语的音步以音节之间的松紧为基础。 

对“分类论”来说，问题到此结束：有的语言有重音、有的没有，有的语言这样体现

重音、有的那样体现，这都是任意的选择、都不需要任何其他解释。而对“普遍论”来说，

重音的不同体现需要有个解释。首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英语的重音明显，而汉语的

不明显？ 

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事实，就会发现英语的重音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明显，尤其是次重音

（Wang 1962）。比如，canteen“食堂”的第一个音节、rabbi“拉比”的第二个音节、

multiply“乘” 的第三音节有没有次重音，意见并不一致。Chomsky and Halle（1968）认

为，这样的长音节一律都有次重音。可是在英语词典 CELEX 里（Baayen et al. 1995），

跟主重音相邻的长音节一般不标次重音，如 canteen 的第一个音节、yellow 的第二个音节、

rabbi 的第二个音节等，而跟主重音不相邻的长音节，主重音左边的一般要标，如

kangaroo“袋鼠”的第一音节，主重音右边的却不标，如 bungalow“平房”、multiply

“乘” 的第三音节。不过，英语单词的主重音，一般都比次重音清楚的，下面我们主要

讨论主重音。 

根据 Fry（1958）的研究，英语重音主要体现在声调变化（这里的“声调”泛指音节

上的调形，无论是否可以区别词义）。比如，英语的 subject [sʌbʤɛkt]，可以是名词“题

目”，也可以是动词“附属于”，前者重音在第一音节，后者重音在第二音节。如果我们

通过语音合成，仅仅变化其声调， 就可以使这个单词在名词、动词之间来回变化：声调

是“高-低”时，听起来是名词，声调是“低-降”时，听起来是动词。英语重音，也可以

通过时长来体现。比如，如果声调保持一样，把 subject 的两个音节变成“长-短”，听起

来就像名词，把两个音节变成“短-长”，听起来就像动词。不过，时长对重音的影响没

有声调那么大。 



了解了英语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汉语的重音不明显。首先，上面说过，汉

语非轻声音节的长度变化不大（林茂灿 等 1984），远远小于英语的（Price et al.1991），

因此我们不容易根据时长来辨别汉语的重音。还有，汉语是有调语言，每个普通音节都有

声调，因此不能通过改变声调来表示重音，从而不容易听出谁的重音大，谁的重音小。当

然，汉语重音“不容易”判断并不等于“不可能”判断。比如，赵元任（Chao 1968）认

为，如果排除轻声，北京话双音节的重音一般是“中-重”，三音节一般是“中-轻-重”，

这个说法也有一些语言学家支持（如 Hoa 1983）。不过，正如赵元任指出，这种相对重

音，一般人感觉不清楚，所以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赵元任（Chao 1968）还指出，汉语（普通话）既有重音区别不明显的例子，也有重音

区别明显的例子。我们发现英语也如此，既有重音区别明显的例子，也有重音区别不明显

的例子。汉语的例子见（22）、（23），英语的例子见（24）、（25）。 

 

(22) 音节间重音区别不明显的汉语（普通话）例子 

 音标 音节 声调 重音标记 

大路 [ta:][lu:] 长-长 有-有 音节、声调皆无别 

 

(23) 音节间重音区别明显的汉语（普通话）例子 

 音标 音节 声调 重音标记 

妈妈 [ma:][ma] 长-短 有-无 音节、声调皆有别 

 

(24) 音节间重音区别明显的英语例子 

 音标 音节 声调 汉译 重音标记 

today  [tə][dei] 短-长 无-有 “今天” 音节有别、 

声调有别 

kangaroo  [kæŋ][gə][ru:] 长-短-(长) 无-无-(有) “袋鼠” 音节有别、 

声调无别 

canteen  [kæn][ti:n] 长-长 无-有 “食堂” 音节无别、 

声调有别 

shoe store [ʃu:][stoɚ] 长-长 有-无 “鞋店” 音节无别、 

声调有别 

 

(25) 音节间重音区别不明显的英语例子 

 音标 音节 声调 汉译 重音标记 

real deal [ri:l][di:l] 长-长 有调-有调 “好买卖” 音节无别、 

声调无别 

Red Cross [rɛd][krɔs] 长-长 有调-有调 “红十字” 音节无别、 

声调无别 

 

普通话的“大路”（及多数双音节词语），音节无别（两个音节皆长），声调也无别

（两个音节皆有声调），因此，重音区别不明显。普通话的“妈妈”（以及其他有轻声音



节的例子），音节有别（前长后短），声调也有别（前有后无），所以，无论母语是汉语

还是英语，听上去都是第一音节重，第二音节轻。 

英语重音区别明显的例子，要么声调有别（如“食堂”、“鞋店”），要么音节有别

（如“袋鼠”的前两音节），要么音节、声调皆有别（如 “今天”）。而重音区别不明

显的例子，两个音节都长，而且两个都有声调。因为体现重音的两个标记皆无别，所以无

论母语是汉语还是英语，听上去都不容易判断哪个音节更重。这类例子（包括多数“形名”

词组），有人认为是“中-重”，即第二个单词略微更重（Chomsky and Halle 1968），有

人认为是“等重”或“双重”，即两个音节皆重（Kenyon and Knott 1944），说明重音区

别的确不明显。 

以上例子说明，英语的重音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清楚，汉语的重音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

清楚；两个语言都有重音清楚的时候，也有重音不清楚的时候。两个语言在重音的体现上

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用（26）来总结它们的共性。值得指出的是，无重音的音节虽然没

有单词调，但是可以有语句调（也称“边界调”boundary tone）。比如，虚词“了”是个

无重音的短音节，在陈述句“关了”里，它有个语句调（低调），而在疑问句“关了？”

里，它有个不同的语句调（高调）。 

 

(26) 重音的体现规则： 

a. 有重音的音节长；无重音的音节短 

b. 有重音的音节可以有单词调；无重音的音节没有单词调 

 

两个音节之间，只要长短有区别，或者声调有区别（即声调的有无），重音区别就明

显，否则就不明显。英语和汉语的区别，不在于重音体现的不同，而在于英语重音明显的

情况多、汉语重音明显的情况少。 

那么，为什么英语重音明显的情况多、汉语重音明显的情况少呢？我们认为，主要原

因在于汉语的有调音节远远多于英语。而汉语有调音节多的原因有两点，见（27）。 

 

(27) 汉语有调音节多于英语的原因（可用下面的（29）来解释）： 

a. 英语短音节多，汉语短音节少，而短音节在两个语言里都无调。 

b. 英语长音节有的有调、有的无调，汉语每个长音节都有调。 

 

首先，根据我们对英语词典的抽样估计，英语的短音节占音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

之一。而汉语词典里，短音节（轻声音节）的数量不到百分之一，远远小于英语的比例。

其次，英语的长音节有时候有调，有时候没有，具体情况见（28）。 

 



(28) 英语长音节的有调环境（黑体表示有关重音）： 

环境 声调 例子（下横线表示有关音节） 

有词重音 有 canteen [kæn][ti:n]“食堂” 

contract [kɔn][trækt] “合同” 

cat [kæt] “猫” 

无词重音 无 canteen [kæn][ti:n] “食堂” 

contract [kɔn][trækt] “合同” 

有复合词重音 有 pancake [pæn][keik]“烙饼” 

无复合词重音 无 pancake [pæn][keik] “烙饼” 

“等重”短语 皆有 Red Cross [rɛd][krɔs]“红十字” 

 

一般来说，英语的长音节，必须是有词重音、复合词重音、或短语重音时，才有声调。

而汉语的长音节每个都有声调。比如，英语的 Timbuktu [tɪm][bʌk][tu:]“ 廷巴克图” （地

名）是一个单词，有三个长音节，但只有词重音所在的末尾一个音节有声调，其他两个音

节没有。而在汉语里，“廷巴克图”[thin][ba:][kɤ:][tu:] 有四个长音节，每个都有声调。 

（27）所列的两项区别，实际上可以归因于一个区别，即（29）。这个区别是个熟知

的事实，而且属于词汇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所以不用进一步解释。 

 

(29) 英汉的词长区别： 

英语的多音节单词很多，汉语的多音节单词很少。 

 

我们首先考虑（27a），即英语、汉语音节长短的比较。一个语言的单词大多数都是实

词，而每个实词都有重音。因为汉语的单词（复合词除外）基本都是单音节，所以多数音

节都有重音，都是长音节。英语的多音节词很多，而每个词只需一个重音，其他可以是非

重音（也即短音节），因此，英语的单词有很多短音节。下面我们考虑（27b）。有理由

认为，每个实词都需要一个词调。汉语多是音节都是词，所以都有词调。英语的多音节词

里，只有一个词调，落在有词重音的音节上，其他音节无词调、无论音节长短。因此，汉

语的词调多，英语的词调少。 

以上讨论说明，在重音的体现方面，英语、汉语没有根本的区别，都遵循（26）所示

的普遍规律。有重音的音节都是长音节，无重音都是短音节。而且，有的长音节有声调

（单词调），有的长音节没有单词调（没有词重音的长音节，如 canteen“餐厅”的第一

个音节）。两个音节有声调区别时（即一个有调、一个无调），无论音节长短有区别（如

汉语的“妈妈”、英语的 today“今天”）还是无区别（如英语 canteen“餐厅”），重音

区别在两个语言里都清楚。音节有长短区别时，无论声调有区别（如汉语的“妈妈”）还

是无区别（如英语 kangaroo“袋鼠”的前两个音节），重音区别在两个语言里也都清楚。

两个音节都长而且都有声调时（如汉语的“大路”、英语的 Red Cross“红十字”），重

音区别在两个语言里都不清楚。 

 



4. 结语 

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任意性。共性需要探讨和挖掘，任意性却无需进一步探讨。不

过，我们看到两个语言有不同表现时，往往不知道它们是否掩盖着共性、应该进一步探讨，

还是体现了语言的任意性、无需进一步探讨。本文提出一个假设，即语言的任意性仅限于

词汇的音义结合，在其他方面语言皆应该有共性可寻。 

本文通过两个实例来支持上述假设，一个是音步结构，一个是重音的体现。对于这两

个音系问题，前人几乎都认为语言之间无共性，即每个语言可以选择自己的音步种类，每

个语言还可以选择如何通过各自的方法来体现重音。本文的讨论却说明，音步结构可能只

有一种，而不是有多种多样。而且，重音的实现可能也具有普遍性，而不是而不是因不同

语言而异。本文的假设有很高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我们很容易证明它的错

误、很容易发现它的缺点。从波普尔的角度来看（Popper 1959），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

越强，这个理论的价值就越高。我们希望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本文的假设进行验证，指出

错误，使得理论能够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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