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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s and Arbitrariness in Language: Perspectives from Phonology 
San Duanm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bstract: 

Do languages have more properties in common, or more arbitrary differences instead? Scholars 

who assume the former tend to focus on universal principles, while scholars who assume the 

latter tend to resort to linguistic typology. I use concrete cases to make four points: 1. Languages 

share a lot more in common that most people realize. 2. There is room to improve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s. 3. Chinese and English offe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help us discover universal properti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observe in either one 

alone. 4. Quantitative evidence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tool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but also a common language accepted by most scholar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used more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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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系研究看语言的共性与任意性1 
《甲子学者治学谈》 
端木三 (密歇根大学) 

2016 年 1 月 18 日 
 

提 要：不同语言到底是共性为主还是个性（任意性）为主？认为共性为主的学者往往着眼于语言

的普遍规律，认为特性为主的学者往往着眼于语言的分类。本文通过实例，说明四个问题。第一，

语言的共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多。第二，东西方理论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汉语、英语都有独

特之处，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窥测语言的普遍规律。第四，量化数据是描写和研究的有效

工具，也是学者们最能接受的共同语言，应该更多的使用。 

 

关键词：音系，量化数据，语言的共性，语言的任意性 

 

1. 引言：语言的共性和特性（任意性） 

不同的语言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即任意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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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的音节没有复辅音声母（如[k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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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意见分歧的情况，而且很多。它们往往源于我们对有关问题尚不完全了解， 

例子见（3）。 

 

                                                 
1 这篇文章源于 “2015 年南京大学语言学高峰论坛“。感谢会议主办人沈阳、李亚非、冯胜利三位先生的邀

请、南京大学为会议提供的服务、参加会议的各位学者在会上会下的积极交流、以及听众们的提问和讨论。

根据编辑的要求，本文以“治学、为学”为主，从“本人多年来某方面研究成果”的角度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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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性还是特性答案不清楚的情况举例： 

a. 声调、降调，是不是都是平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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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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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讲，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西方理论是否适合用来分析汉语。因为西

方理论很少是根据汉语发展出来的，所以在用于汉语时，往往不是那么直接了然。 

面对未知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语言有普遍规律，有人认为没有呢？这跟语言学理论

有一定关系。比如，生成语法认为，语言的很多规律十分复杂，语言学家花了很多工夫都

不容易搞清楚，儿童更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学到这些规律，所以，这些知识应该是天生的、

是人类语言共有的，正如婴儿天生知道会认人、鸟天生知道会飞、企鹅天生知道会游泳

（Chomsky 1986）。同意这个理论的人，如果琢磨出一条规则，而且是常人不容易想到

的规则，那么自然会推测，这个规则应该是普遍的。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语言之间的

不同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面对一个陌生的语言，你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都不懂。因此，

语言之间的共性，也许有、也许没有，而语言之间的区别则一定是有的。 

对未知问题有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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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态度的确会对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

我们举个例子。为了方便，我们把两种观点称为“普遍论”和“分类论”。当然，也有人

在两者之间摇摆、或采取折中态度。比如，Chomsky （1981）提出的“原则和参数”理

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其中的“原则”反映了普遍论观点，而“参数”

反映了分类论观点。 

我们用气温的季节变化来举例。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一月冷七月热，可是在新西兰却

相反，一月热七月冷。面对这种情况，两种观点会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不同的

结果，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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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遍论”和“分类论” 如何看待各地季节的不同 

 理论假设 对以下事实的看法： 

中国一月冷七月热 

新西兰一月热七月冷 

研究计划 研究结果 

普遍论 季节有普遍规律 意外 寻找答案 

 

气温跟日照有关 

分类论 季节无普遍规律 不意外 分类 新的分类 

 

普遍论认为，季节变化应该有普遍性，因此，见到不一致的情况会感到意外，从而需

要寻求答案。研究的结果是，“一月冷七月热”不是根本规律，“一月热七月冷”也不是

根本规律，而日照的长度和角度才是根本规律。日照长时天气热（中国的 7 月、新西兰的

1 月），日照短时天气冷（中国的 1 月、新西兰的 7 月）。 

分类论认为，季节变化不一定有普遍性，因此，见到不一致的情况并不意外，只需要

加以分类就行了：中国是“一月冷七月热”，新西兰是“一月热七月冷”，研究到此结束。 

可以看出，在遇到不一致的情况时，普遍论往往会进行新的研究，而且可能有新的发

现。而分类论对任何情况都不感到意外，不需要进行新的研究，只需加以分类即可。因此，

分类论很少得到新的发现。 

下面我们具体考虑普遍论的新贡献在哪里。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如果已知事实之

间的关系不明确，我们需要发现一组新的事实，以便解释原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我

们需要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将两组事实之间的关系明确化，进而解释已知事实之间的区

别。同时，新的理论还有预测性。以上讨论可以用（5）和（6）来总结。 

 

(5) “普遍论” 对气温的研究和发现 

已知事实：气温 发现新事实：日照 联系两组事实的理论 

在中国一月冷七月热 中国一月日照短、 

七月日照长 

日照短时气温低 

日照长时气温高 

在新西兰一月热七月冷 新西兰一月日照长、 

七月日照短 

日照短时气温低 

日照长时气温高 

 

(6) “普遍论” 发现的气温理论的预测性 

气温 日照 理论 

已知：一月热七月冷 预测：一月日照长、 

七月日照短 

日照短时气温低 

日照长时气温高 

预测：一月热七月冷 已知：一月日照长、 

七月日照短 

日照短时气温低 

日照长时气温高 

 

首先，因为两个已知事实不一致，普遍论需要寻找新的有关事实，结果发现两地的日

照长短不同。有了新旧两组事实以后，又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日照短时气温低、

日照长时气温高”这一统一理论。新的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各地气温的不同，还有预测能力。

假如我们知道某地的日照情况，我们就可以预测其季节的气温。反之，假如我们知道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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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气温，我们就可以预测其日照情况。现在我们将普遍论和分类论的比较进行总结，

见（7）。 

 

(7) “普遍论”和“分类论” 对待不一致情况的态度和结果 

 假设 发现不一致 寻找新事实 寻找新理论 理论的预测力 

普遍论 普遍规律多 寻求解释 会 会 有 

分类论 普遍规律少 冠以新类 不会 不会 无 

 

普遍论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很多，因此总是想寻求规律，进而也有更多的机会发现新的

有关事实、新的理论，而且可以对未知情况做出预测。分类论认为规律不一定有普遍性，

因此主要着眼于分类，不会寻求新的事实或理论，很难有机会发现新规律，对未知情况也

无预测力。 

从波普尔的角度来看，两种理论的价值也很不一样。普遍论有很高的“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即我们很容易证明普遍论的错误、很容易发现它的缺点，进而很容易发

展新的理论（Popper 1959）。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越强，这个理论的价值就越高。分类

论却认为，什么新类型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因此它很难被证伪，也很难得到改进，从而

价值也有限。 

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以上的例子属于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自然规律有普遍性。而语言

规则有没有普遍性却很难说，凭什么把它跟自然科学相提并论？下面我们就从语言的实例

来看看，语言规则有没有普遍性。我们在第二节讨论声调，第三节讨论音节，第四节讨论

音位，第五节讨论量化分析，第六节讨论语言的任意性。从音步和重音也可以得出类似的

结论，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包括，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端木三（2016）。 

 

2. 声调 

关于声调，八十年代生成语法的主流看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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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1980）。经典的文章有 Williams（1976）对非洲语言 Margi 的分析，例子见（8），分析

见（9）。我们根据习惯，用 [ˇ]表示升调、[ˋ]表示低调、[ˊ]表示高调，横线表示音节界，

L 表示低调、H 表示高调，S 表示音节，竖线、斜线表示声调与音节的连接关系。 

 

(8) Margi 语“升调”与“低+高”的转换 

底层 表层 音节声调 译文 

 vĕl  升 “跳” 

vĕl + ani   vèlání  低-高-高 “使（别人）跳” 

 

(9) Margi 声调的分析 

底层 表层 音节声调 

vel  

 

LH 

S 

 |\ 

LH 

LH (升) 

vel + ani  SSS L-H-H (低-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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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 |/ 

LH  

 

动词“跳”单读时是升调。加上本身无调的“使动”后缀 ani 后，三个音节的声调成

了“低-高-高”。两种调型之间的关系，见（9）的分析。动词“跳” 的本调是 LH 两个

平调。没有后缀时，LH 连接到同一个音节，体现为升调。多于一个音节时，声调和音节

从左到右、一一对应地连接，而且多余的音节可以跟最后一个调连接，最终产生“低-高-

高”调型。 

英语也有同样的例子。Goldsmith （1981）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英语是个有调语言”

（‘English as a tone language’）。他的意思不是说声调在英语有区别词义的功能，而是说，

英语跟非洲语有同样的声调规律，即升、降调都是平调的组合。他提出，英语单词的基本

调型是 MHL，其中 M 是个可有可无的中调，而 H、L 必须出现。例子见（10）、分析见

（11），其中重读音节用黑体和下横线表示， S 表示音节。 

 

(10) 英语的基本单词调 

单词 音节调 

Chicago 中-高-低 

America 中-高-低-低 

Boston 高-低 

France 降 

Berlin 中-降 

 

(11) 英语基本单词调的分析 

单词 分析 音节调 

Chicago S S S 

 |  |  | 

MHL 

M-H-L (中-高-低) 

America  S S SS 

  |  |  | / 

MH L 

M-H-L-L (中-高-低-低) 

Boston    S S 

    |  | 

MHL 

H-L (高-低) 

France      S 

     |\ 

M HL 

HL (降) 

Berlin  S  S 

  |   |\ 

M HL 

L-HL (中-降) 

 

根据分析，英语单词的基本调都是 MHL，其中 M 只在第一音节无重音时出现，H 总

是跟重音连接。HL 跟同一个音节连接时体现为降调，否则体现为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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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声调理论，在非洲语、英语、日语等一系列语言都行之有效，因此不少人认为

是普遍规律。而且，Yip（1980）认为汉语也如此。可是对母语是汉语的人来讲，说升调、

降调是平调的组合，直觉上很难同意。而且，普通话的升调、降调，在后面有轻声（无调）

音节时，仍然保持升调、降调，不会分解成“低+高”或“高+低”，例子见（12），其

中 0 表示无调音节。 

 

(12) 普通话的升、降调不分解为平调 

例词 实际音节调 预测音节调 注 

来 LH (升) LH (升)  

来了 LH-0 (升-0) L-H (低-高) 违反预测 

去 HL (降) HL (降)  

去了 HL-0 (降-0) H-L (高-低) 违反预测 

 

面对汉语的例外，有人提出了分类论的处理，即升降调有两种，一种可分（是平调的

组合）、一种是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如 Pike 1948；Wang 1967；Yip 1989）。比如，

Yip（1989）用（13）表示两种升调跟元音[a]的连接结构。 

 

(13) “分类论”提出的两种升调（Yip 1989） 

可分升调 不可分升调 

 

 

LH 

\/ 

[a] 

LH 

\/ 

o 

| 

[a] 

 

可分升调有两条连接线，分别跟载调单位（这里是[a]）连接。不可分升调先组成一个

单位（以圆圈表示），然后通过一条连接线跟载调单位连接。非洲语、英语、日语属于前

者，汉语属于后者。可是，汉语的上海话又是一个例外：上海话的升调、降调跟非洲语一

样，可以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平调，例子见（14）。 

 

(14) 上海话的升、降调可以分解为平调 

例词 实际音节调 预测音节调 注 

来 LH (升) LH (升)  

来了 L-H (低-高) L-H (低-高) 符合预测 

交 HL (降) HL (降)  

交了 H-L (高-低) H-L (高-低) 符合预测 

 

上海话的情况给分类论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疑问：为什么上海话跟非洲语相同，可以分

为一类，而不能跟其他汉语方言分为一类？ 

从普遍论的角度来看，上海话不是例外，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才是例外，所以，

我们应该进一步寻找原因。经过研究，发现两个有关事实：音节结构和调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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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节结构方面，普通话的一般音节都是“长音节”，即每个音节有两个韵位，也叫

“莫拉”位（Woo 1969; Duanmu 1990， 1994）。如果每个莫拉可以负载一个平调，一

个长音节就可以负载两个平调，即升调或降调，而轻声音节只有一个莫拉，一般不能负载

升调或降调。普通话的分析见（15），其中 M 表示莫拉。动词“去、来”分别有两个莫

拉，“了”只有一个莫拉。 

 

(15) 普通话的声调分析 

例词 声调连接 实际音节调 

来了 MＭ-Ｍ 

 |   | 

ＬH 

LH-0 (升-0) 

去了 MＭ-Ｍ 

 |   | 

H Ｌ 

HL-0 (降-0) 

 

根据分析，普通话跟其他语言一样，声调连接也是从左到右、一一对应，升调、降调

也是平调的组合。所不同的是，普通话的载调单位是莫拉、不是音节。 

下面我们考虑调型数量的作用。我们看到，在轻声音节前，普通话的升调、降调仍然

保留在原来的音节，而上海话的升调、降调却一分为二，一半给了轻声音节。上海话的动

词为什么只留一个平调？一个可能是，上海话的音节只有一个莫拉，所以只能负载一个平

调，只有万不得已时（如以单音节出现时），才负载两个平调（Duanmu 1990）。可是，

根据语音测量，上海话的第一音节是个长音节（Zhu 1995），因此应该有两个载调单位。

为什么这个音节不保留两个平调呢？ 

Duanmu（1999）提出，答案在于调型的数量。表面上看，上海话有五个声调（许宝华 

等 1988）。不过，如果排除声母清浊、入声音节等因素，上海话的基本调型只有两个，

即升调（LH）或降调（HL）。而普通话有四个基本调型，可以用高（H）、升（LH）、

低（L）、降（HL）表示。调型数量跟两字组调型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考虑两条基本

原则，见（16）、（17）。其中“保持对立”是语言学的一条根本原则，而“简单调”跟

语言学中的“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l effort）有关。 

 

(16) 保持对立： 

尽量保持有对立的区别，避免产生歧义。 

 

(17) 简单调： 

尽量使用简单调（平调），避免复杂调（升调、降调）。 

 

可以看出，在连接声调时，如果载调单位是音节，就容易满足“简单调”（即一个音

节一个平调）。如果载调单位是莫拉，就很容易产生复杂调。 

以上两条原则，有时不能同时满足，这时必须考虑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在“优选论” 

里（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这叫做“限制的排序”（constraint ranking）。两条原

则的排序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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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保持对立 >> 简单调（“保持对立”比“简单调”更重要） 

 

下面我们对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声调进行重新分析，见（19）、（20）。其中，为了体

现普通话可能出现的歧义，我们用了不同的例字。 

 

(19) 普通话的声调分析 

例词 音节调选择 保持对立 简单调 注 

淘了 LH-0 (升-0) 符合 违反 最佳选择 

 L-H (低-高) 违反（与“讨了”相混） 符合  

告了 HL-0 (降-0) 符合 违反 最佳选择 

 H-L (高-低) 违反（与“高了”相混） 符合  

 

(20) 上海话的声调分析 

例词 音节调选择 保持对立 简单调 注 

来了 LH-0 (升-0) 符合 违反  

 L-H (低-高) 符合 符合 最佳选择 

交了 HL-0 (降-0) 符合 违反  

 H-L (高-低) 符合 符合 最佳选择 

 

普通话的 LH-0（升-0），如果以 L-H（低-高）出现，就会跟 L-0（低-0）相混（“淘

了”跟“讨了”相混），因为普通话的 L-0（低-0）通常以 L-H（低-高）出现。同样，普

通话的 HL-0（降-0），如果以 H-L（高-低）出现，就会跟 H-0（高-0）相混（“告了”

跟“高了”相混），因为 H-0 跟 H-L 的声调曲线很相似。因为“保持对立”比“简单调”

更重要，普通话的最佳选择是保留原来音节的升降调。 

上海话只有 HL、LH 两个基本调型。如果 LH-0（升-0）以 L-H（低-高）出现，仍然

不会跟 HL-0（降-0）相混，也不会跟 H-L（高-低）相混。同样，如果 HL-0（降-0）以

H-L（高-低）出现，仍然不会跟 LH-0（升-0）相混，也不会跟 L-H（低-高）相混。因此，

上海话的最佳选择是将升降调一分为二，变成简单的平调。 

下面我们将“普遍论” 对升降调的研究和发现总结于（21）。可以看出，由于普遍论

力求寻找普遍规律，不但发现了新的有关事实，而且发现了新的理论。新理论不但可以解

释已知事实，而且有明确的预测力。而“分类论”不求寻找新事实或新理论，没有新发现，

也没有预测力。 

 

(21) “普遍论” 对升降调的研究和发现 

已知事实： 发现新事实： 联系两组事实的理论 

非洲语英语可分 声调数量少 保持对立>>简单调 

普通话不可分 声调数量多 保持对立>>简单调 

 

以上的讨论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声调规律有普遍性。第二，研究声调不能只着眼于

声调，还必须考虑音节结构、调型数量等其他因素。第三，汉语有多种复杂的情况，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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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说明分类论合理，而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普遍规律，帮助我们完善前

人的理论。 
 

3. 音节 

在音节研究方面，提出普遍规律的人不多。我们先考虑“响度”理论，因为很多人认

为它有普遍性，并用它来确定音节的数量和音节的分界。比如，Jespersen（1904）提出，

元音、辅音的“响度”（sonority）可以分为十级，见（22），其中级别数越大，响度越

大。语音的“元”指元音、 “介”指介音、“卷”指卷舌响音、“边”指边音、“鼻”

指鼻音、“擦”指擦音、“塞”指塞音。 

 

(22) 语音的响度级别（Jespersen 1904：186）： 

级别 10 9 8 7 6 5 4 3 2 1 

语音 低元 中元 高元/介 卷 边 鼻 浊擦 浊塞 清擦 清塞 

举例 [a] [o] [u/w] [r] [l] [n] [z] [d] [s] [t] 

 

Jespersen 还提出，音节成分的响度顺序（也称“响度曲线”）应该先从低到高、然后

从高到低，形成一个山峰型，其中的“响度峰”（sonority peak）应该是音节的韵腹。多

音节单词，我们可以先确定有几个响度峰，进而确定有几个音节（每个响度峰就是一个音

节）。而音节的边界，就是响度谷，即响度的最低点。我们以英语单词 print“印”、

publication“出版”为例，分析见（23）、（24）。 

 

(23) 英语单词 print“印”的响度分析： 

响度 1 7 8 6 1 

 语音 [p r ɪ n t] 

 

(24) 英语单词 publication“出版”的响度分析： 

响度 1 9 3 6 8 1 9 8 2 9 5 

 语音 [p ʌ b l ɪ k e i ʃ ə n] 

 

单词“印”的响度顺序是 1-7-8-6-1，其中有一个响度峰，峰值是 8，在韵腹 [ɪ]，左边

的响度顺序 1-7-8 是从低到高、右边的 8-6-1 是从高到低。单词“出版”的响度顺序是 1-

9-3-6-8-1-9-8-2-9-5，其中有四个响度峰，峰值依次是 9、8、9、9，因此该单词有四个音

节。峰值间的响度谷分别是 3、1、2，即音节间的分界点在 [b k ʃ] 。 

不过，响度理论有不少问题。比如，该理论没有明确说明响度谷的音属于前一音节还

是后一音节，使得这个问题称为后来的争议之一。还有，响度峰跟音节的关系有时不一致。

比如，英语单词 texts“文字”的分析见（25）。 

 

(25) 英语单词 texts “文字”的响度分析： 

响度 1 9 1 2 1 2 

 语音 [t ɛ k s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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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单词的响度曲线是 1-9-1-2-1-2，其中 [s] 比 [k t] 的响度大，因此一共有三个响度峰，

应该是三个音节，可是一般认为这个单词只有一个音节。如果把 [s k t] 的响度算成同一个

等级（Kenstowicz 1994），都算成是 1，那么末尾辅音 [ksts] 的响度是平的 1-1-1-1，而不

是从高到低。还有，英国英语的双元音 [ɪə]、[ʊə]也是个问题，例见（26）。 

 

(26) 英国英语单词 tear “泪”的响度分析： 

响度 1 8 9 

 语音 [t ɪ ə] 

 

一般认为，音节的最响成分是韵腹，可是根据响度分析，“泪”的响度峰在 [ə]，而该

单词的韵腹却是[ɪ]。 

鉴于以上问题，后人对响度理论进行过不少修改，可是基本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下面

我们还会回到这点。 

在音节研究方面，分类论倒是十分流行。分类论根据语言的最大音节，将语言分为各

种类型（Blevins 1995）。比如，汉语的最大音节是 CGVC，英语的是 CCCVCCCC，其中

C、G、V 分别指辅音、介音、元音。不过，音节分类也有不少问题。比如，汉语的最大

音节 CGVC 几乎没有限制，出现率很高，而英语的最大音节 CCCVCCCC 却只是一个理

论音节、没有一个实例，只是根据最大词首辅音组 CCC（如 street“街”）和最大词尾辅

音组 CCCC（如 texts“文字”）拼合而成的。 

Borowsky（1986）发现，在非词尾位置，英语音节的韵母一般不超过两个韵位，即

VV 或 VC，她称之为 VX。Duanmu（2008）进一步指出，英语的最大声母辅音组 CCC 只

限于词首位置，而非词首的最大声母辅音组是 CR，其中 R 是个响音，即 [j w l r] 之一。

换言之，如果排除词首、词尾的多余辅音，英语的最大音节是 CGVX，跟汉语的 CGVX

是一样的。而词首、词尾的多余辅音往往跟语言是否有词缀有关。比如，英语有辅音后缀 

[s z t d θ]，而词尾的多余辅音往往就是这些，而不能是其他辅音。而且，如果词首词尾的

多余辅音可以从词缀的角度来解释，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认为他们必须是音节的一部分

（Duanmu 2008）。 

还有，英语的 CR，汉语的 CG，都可以分析为一个“复合音”。比如，英语声母 [pr] 

中，[p] 的发音器官是唇、[r] 的发音器官是舌尖，因为发音器官不同，两个发音动作可以

同时进行，形成一个复合音。而英语声母 [sr] 中，[s] 的发音器官是舌尖（不卷舌）、[r] 

的发音器官也是舌尖（要卷舌），因此两个发音动作不能同时进行，必须按序先后进行。

因此，[sr] 必须是两个音。经过对英语词库的检验，[pr] 可以出现在非词首音节，而 [sr] 

只出现在词首音节、不出现在非词首音节。因此，英语、汉语的最大音节实际上都是

CVX，即 CVV 或 CVC，其中 C 可以是个复合音。而且，如果排斥词缀影响，任何语言

的最大音节可能都不超过 CVX，至少没有看到明确的反例（Duanmu 2008）。 

如果最大音节是 CVX，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响度理论的问题。比如，上面讨论过，

英语单词 texts [tɛksts] 不符合响度理论，因为[s]的响度应该低于[k]，实际上却高于[k]。可

是根据 CVX 音节理论，词尾的 [sts] 属于词缀类辅音（包括是词缀的辅音，或者类似词缀

的辅音），不必算在音节内。因此，基本音节只有 [tɛk]，符合响度分析。 

下面我们将“普遍论” 对最大音节的研究和发现总结一下，见（27）。例子说明，在

已知事实不一致时，普遍论要求我们寻求解释，从而发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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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普遍论” 对最大音节的研究和发现 

已知事实： 发现新事实： 联系两组事实的理论 

英语有 CCCVXCCC 英语有辅音词缀 词界辅音不必在音节内； 

复合音； 

最大音节是 CVX 

汉语有 CGVX 汉语无辅音词缀 词界辅音不必在音节内； 

复合音； 

最大音节是 CVX 

 

以上的讨论说明几个问题。第一，音节结构的普遍性大于前人的想象。第二，前人的

理论往往不完善，比如，西方的音节理论往往忽略词界与非词界的区别。第三，因为汉语

没有词缀，词界对音节没有影响，因此音节结构十分简单而清楚，但它并不说明汉语、英

语的音节属于不同种类。相反，汉语英语的区别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音节的普遍规律，促进

音节理论的发展。 
 

4. 音位 

音位理论认为，无论什么语言的单词都是由一组元音辅音组成。音位理论最成功的见

证在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有学者认为，音位理论是音系研究的最大成就

（Goldsmith 2011）。音位理论产生于西方，西方学者描写一个语言时，一般也是从音位

分析入手。从英语出版的语法书里面，很容易收集到各种语言的音位组，从而建立一个音

位数据库，如 Mielke（2004-2007）所建的 P-base。 

不过，音位研究也有一些棘手问题。比如，赵元任很早就指出，音位分析有“多解性”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即经常有多种答案，我们无法判断哪个答案最

好（Chao 1934）。比如普通话的元音，Duanmu（2007）认为有 5 个，而 Lee and Zee

（2003）认为有 21 个，两者的数量居然相差四倍。 

而且，语言不一定非得用拼音文字。比如，汉语是音节文字，日语的片假名也是音节

文字。中国语言学界对汉语音节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特别各种韵书，对音节表进行了穷

尽的排列。现代的汉语方言研究，一般也从穷尽的声母表、韵母表开始，经常还有穷尽的

音节表。而西方的传统描写，比如对英语的描写，没有穷尽的音节表。笔者曾经想根据汉

语文献，建立一个《中国音位数据库》，包括中国的各种语言、方言，可是很快发现绝大

多数汉语文献都只提供音节分析，不提供音位分析。因此，现在建立了一个《中国音系数

据库》（端木三 2015），里面包括声母韵母表，以及音节表，但是没有音位表。 

为什么东西方的音系研究有如此不同的传统？有人认为这是语言不同所致。比如，有

人认为，音节不适合英语的研究（Chomsky and Halle 1968；Steriade 1999）。也有人认为，

音位不适合汉语的研究（游汝杰 1980），主要因为音位分析的多解性太多。比如，不同

学者对同一个语言的音位数量往往分歧很大，而对这个语言的声母、韵母数量分歧却不大。

Ladefoged（2001）甚至认为，音位也不适合英语的研究。 

严格讲，从音位和音节来看，语言之间的不同有多种可能情况。就汉语、英语来讲，

起码有九种情况，见（28），其中加号表示有此性质、减号表示无此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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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从音位和音节来看，汉语、英语之别的各种可能情况 

 汉语  英语   

  音位 音节 音位 音节  

1 + + + + 皆有偏见 

2 - + - + 东对西错 

3 + - + - 东错西对 

4 - + + - 东西皆对 

5 + + + - 东偏西对 

6 + + - + 东偏西错 

7 + - + + 动错西偏 

8 - + + + 东对西偏 

9 + - - + 东西皆错 

 

这些情况学术界讨论不多，正确答案是什么也无定论。因篇幅所限，我们不逐一仔细

探讨，只挑 1、2、9 三种情况作为例子。第 1 种可能情况是，汉语、英语都既有音节又有

音位。如果如此，汉语传统忽略了音位研究，而西方传统忽略了音节研究。所以，现在双

方应该互相借鉴。 

第 2 种可能情况是，汉语有音节、没有音位，而英语有音位、没有音节。如果如此，

东西方传统正好都正确。而且，我们不应该生搬硬套，把只适合别的语言的理论，强加到

自己的语言上来。 

第 9 种可能情况是，汉语有音位、没有音节，而英语有音节、没有音位。如果是这样，

东西方传统恰恰都搞反了、双方都错了。换言之，分析汉语应该强调音位、放弃音节，而

分析西方语言应该强调音节、放弃音位。不过，这个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看出，“普遍论”倾斜认为汉语、英语是相同的，所以第 1 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

而“分类论”认为汉语、英语有不同是正常现象，所以第 2 种情况可能性最大。要证明第

1 种情况，我们必须证明两点。第一，英语有音节，而且跟汉语的相似。第二，汉语有音

位，而且音位分析的多解性没有前人想象的多。对于第一点，我们在前一节有所讨论。前

人对英语的音节分析产生怀疑，一般是因为响度理论不够完善。而且，前人的音节理论往

往忽略了词界的影响，因此很难看出音节结构的规则。如果排除词首、词尾的多余辅音，

英语的音节结构十分简单，跟汉语的完全一样（Duanmu 2008）。 

关于汉语的音位分析，Ao（1992）、Duanmu（2007）认为，多解性远远没有赵元任

所想象的那么多。我们以普通话的元音数量举例，两种分析见（29）。 

 

(29) 普通话元音音位的两种分析 

作者 总数 元音组 

Lee & Zee (2003) 21 个 [i u y a ə ɤ ai au ou ei uo ye ie ia ua uə iu iau uai iou uei] 
Duanmu (2007) 5 个 [i u y a ə] 

 

首先，单元音的 [ə ɤ] 并无对立，其中 [ɤ] 只用于无韵尾音节、[ə] 只用于有韵尾音节。

如果排除 [ɤ]，则两种分析的单元音数量一致。其次，双元音和三元音的成分都是现有的



14 

 

单元音、没有新的成分。所以，两种分析的区别在于如何处理双元音和三元音：它们到底

是不可切分的最小音位（Lee and Zee 2003）、还是由两个或三个单元音构成的元音组

（Duanmu 2007）？如果我们考虑音节结构，那么答案十分清楚：双元音由两个单元音组

成、三元音由三个单元音组成。 

我们先考虑三元音。我们知道，普通话的 [ian]“眼”、[uan]“碗”、[man]“满”押

韵。单音节押韵的条件是韵母相同，韵头可以不同。以上三者的相同部分是 [an]，也就是

说，[ian]、[uan] 不是最小单位，而起码是两个单位，即 [i] +[an]、[u]+[an]。同样，[uo 

ye ie ia ua uə iu] 也应该分别是两个单位。 

下面我们考虑前响双元音 [ai au ou ei]。首先，这些元音后面不能跟辅音，而单元音后

面可以跟辅音。这说明，前响双元音相当于一个单元音加一个辅音，即相当于两个音位。

而且，声学实验表明，前响双元音的长度跟单元音加辅音基本相等，如 [ai]、[an] 的长度

基本相等。 

以上讨论说明，普通话的音位数量不是可多可少，而是有相当明确的答案。音位分析

的多解性往往源于着眼面太窄，没有考虑其他有关因素，如押韵、音节结构、时长等。如

果我们考虑了有关因素，音位分析的多解性远远不如前人想象的多。 

下面我们将“普遍论” 对音位的研究和发现总结一下，见（30）。例子再次说明，在

已知事实不一致时，普遍论要求我们寻求解释，从而发现了解释。 

 

(30) “普遍论” 对音位的研究和发现 

已知事实： 发现新事实： 联系两组事实的理论 

有人把双元音三元音算单音 与音节结构不符 音位分析应该跟音节分析一致 

有人把双元音三元音 

切分成更小的音 

与音节结构相符 音位分析应该跟音节分析一致 

 

如果音位分析不考虑音节信息，则经常会出现“多解性”，且不易做出最佳选择。如

果考虑了音节信息，则很少出现“多解性”，而且音位分析完全适合于汉语。 

 

5. 量化数据 

传统的音系研究，量化数据用得不多。一般的习惯是凭语感或零星收集来的例子，作

为理论的证据。其结果是，有人举出一类例子来证明一种理论，有人举出另一类例子来证

明另一种理论，多种理论并存，分不清孰对孰错。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Lu and Duanmu （1991、2002）提出，名名结构的四种词长搭配中，2+2、2+1、1+1

的韵律结构合理（如“煤碳商店、煤炭店、煤店”），1+2 的不合理（如“煤商店”）。

动宾结构的四种词长搭配中，2+2、1+2、1+1 的韵律结构合理（如“种植大蒜、种大蒜、

种蒜”），2+1 的不合理（如“种植蒜”）。其韵律分析是，名名结构的重音在左（英语

也然），所以第一个名词不能短于第二个，否则会产生一个单拍音步，违反“双拍步”

（Foot Binarity）的要求。动宾结构的重音在右（英语也然），所以宾语不能短于动词，

否则也会产生一个单拍音步，违反“双拍步”的要求。Lu and Duanmu （1991、2002）举

的例子不多，每类皆屈指可数，但所举的例子语感都很清楚。 

王灿龙（2002）则认为，名名结构各种词长搭配都是自由的，包括 1+2 也是是合理结

构。虽然有“煤商店”这类反例，但可出现的 1+2 名名例子也很多，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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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可出现的 1+2 名名结构举例（王灿龙 2002：152）： 

皮背包、糖葫芦、书呆子、铁沙锅、铝饭盒、面疙瘩、纸飞机、竹凉席、木音箱、

纸尿布、电衙门、酒文化、金项链、奶山羊、票贩子、鬼故事、荼饮料、肉包子、

官本位 

 

这么一长串例子，读者看了很容易信服。王灿龙还说，动宾结构的各种长短搭配也是

自由的，包括 2+1。虽然有“种植蒜”这样的反例，也有很多可出现的例子，见（32）。 

 

(32) 可出现的 2+1 动宾结构举例（王灿龙 2002：152）： 

观察猫、吓唬人、尊重人、教育人、坑害人、折磨人、看重钱、糟踏钱、相信鬼、

冶炼铜、提炼锌、克隆羊 

 

这组例子虽然不如前一组多，但也挺有说服力。王灿龙的结论是，名名、动宾的词长

搭配完全是自由的、不受韵律的限制。柯航（2007）也持同样观点。 

以上两种观点都没有量化数据，很难判断谁对谁错。为了澄清事实，Duanmu（2012）

用“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McEnery and Xiao 2004）做了一个统计研究，结果发现，在

名名结构中 1+2 的出现率不到总数的 2%，在动宾结构中 2+1 的出现率也不到总数的 2%。

如果把出现率极低的例子跟普通例子混为一谈，那么理论明显是忽略了重点。 

研究还发现，名名的反例多数限于三种类型：（a）第一个名词是“材料”、（b）第

一个名词是“所有格”、（c）两个名词都“无弹性”（无词长选择）。王灿龙的例子多

数不超出这三类，见（49）。 

 

(33) 王灿龙（2002）所举的 1+2 名名结构反例分析： 

材料 皮背包、糖葫芦、铁沙锅、铝饭盒、面疙瘩、纸飞机、竹凉席、木音

箱、纸尿布、金项链、荼饮料、肉包子 

所有格 （系主任、县医院、门把手、校领导、等） 

无弹性 电衙门、酒文化、奶山羊、鬼故事、官本位 

其他 书呆子、票贩子 

 

王灿龙的例子多数来自两种类型，即“材料”类和“无弹性”类。比如，“皮背包”

的“皮”是“背包”的材料；“电衙门”的“电”没有双音节形式、“衙门”没有单音节

形式。剩下例子只有“书呆子、票贩子”两个，而且它们可能还有其他解释。我们还看到，

“所有格”这类反例例子也很好找，但王灿龙一个也没想到。 

王灿龙（2002）所举的 2+1 动宾例子，也全都局限于一个特殊类型，即“无弹性”类：

他的例子中，单音节宾语“猫、人、钱、鬼、铜、锌、羊”都没有同义的双音节形式，双

音节动词多数也没有同义的单音节形式，如“观察、尊重、折磨、看重、糟蹋、克隆”等。

严格讲，“无弹性”类例子，跟韵律对词长选择的限制没有很大关系，因为后者指的是有

词长选择的情况。“无弹性”类例子，Lu and Duanmu （1991、2002）已经有所讨论。 

可以看出，量化数据有不少好处。比如，量化数据可以澄清事实，区分主要规律与特

殊例外，明确理论的预测及其验证方法，增加论证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以及发现新的规

律（如名名例外的“材料”类和“所有格”类）。而最重要的是，量化数据可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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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语言的普遍规律。比如，对词长搭配的量化研究，证明了韵律在汉语中的作用，而因

为汉语的韵律规律跟英语的一样，进而为韵律的普遍性提供了支持。因此，量化数据应该

成为音系研究不可缺少的成分。 

 

6. 语言的任意性 

上面讨论的都是语言的共性，下面我们考虑语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既然

是任意的，也就没有别的原因，也无进一步解释的必要。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哪些区别只

是表面现象、需要进一步解释，哪些区别是任意的、无需进一步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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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除了词的音义结合以外，语言还有哪些任意性？我

们如果试试看就会发现，要想出一个可靠的例子并不容易。所以，Duanmu（2000：v）指

出，“除了词汇以外，各种语言都惊人的相似”（Beyond the lexicon, languages are 

strikingly similar）。我们根据这个观点，提出一个明确的假设，见（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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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如，我们在（2）列举过一些例子，重复于（35）。 

 

(35) 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推出的语言之间的其他区别： 

a. 汉语用声调区别词义，英语不用。 

b. 现代汉语的音节没有复辅音声母（如[k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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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语言是否用声调别义，可以归因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一个语言是否用复辅音声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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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的语

言选的多、有的选的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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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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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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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等。 

 

7. 结语 

看到两个语言有不同表现时有两种常见反应，我们称之为“普遍论”和“分类论”。

“普遍论”认为语言有普遍规律，语言之间的不同需要解释。“分类论”认为语言本来就

不同，只需分类，不需其他解释。本文通过音系研究的一些实例说明，如果以“普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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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导，研究成果会更多，经常会发现新事实、新理论。如果以“分类论”作指导，研究

则缺乏新意，也难有新发现。 

当然，语言之间除了共性，也有任意性。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语言之间的某个区别，

到底是表面现象、掩盖着共性，还是体现了语言的任意性、无需进一步解释？作为回答，

本文提出一个明确假设：语言的任意性仅限于造词这一个方面，即词的音义结合。其他所

有方面，皆应该有共性可以寻找。 

“普遍论”并不意味照搬西方的理论，或沿用中国的研究传统。东西方理论都有不足，

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汉语、英语是极好的研究材料，两个语言没有已知的历史渊源，而且

分别有很多独特之处，使我们能通过不同的窗口来窥测语言的普遍规律。如果在两者之间

找到共性，相信在其他语言里也能找到。我们还看到，量化数据的使用有助于澄清事实，

增加论证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帮助我们发现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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