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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I offe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uper-foot’ throug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four argument that has been proposed to support it: the strict layer hypothesis, 
prosodic licensing, aspiration/flapping of voiceless stops in American English, and prosodic 
words in Chinese. Besides pointing out shortcomings in previous proposals, this study intends to 
illustrate (i) basic principles in choosing among alternative approaches , (ii) how to carry out 
detailed phonological analyses under such principles, and (iii) how to discover phonological 
generalizations. This study also intends to show that, as far as phonology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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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讨论“超音步”这个概念，并逐一检验前人提出的四条论据：严格层级

假设，韵律执照论，英语清塞音的送气/闪音化，以及汉语的韵律词。除了指出这些论据

的不足，还想通过这个例子，进一步探讨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在这些原则的指

导下，去分析音系问题的细节，并从中发现普遍规律。本文还想指出，对音系研究来说，

语言参数理论看来尚无足够的证据。 

 
关键词：对立原则  简单原则  音步  超音步  任意性  语言参数 
 

1. 引言 

        音系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音段音系学（segmental phonology），对象主要

是音段（即元音辅音）和音位。一个叫超音段音系学（supra-segmental phonology），即

音段以上的所有内容。超音段音系学也叫韵律学（prosody），原义是指任何跟语音有关

的、拼音文字不标注的因素，也即元音辅音以外的所有因素。韵律研究的对象一般有音

节、重音（音步、词重音、语重音）、声调、语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汉语韵律语法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音节、音步、重音等概念及其作用有了

不少共识。不过，对一些概念上的细节，人们往往不够重视。比如，常常有人说音步可长

可短、音节可大可小、重音可有可无。常常有人随意划分音步，随意划分音节，不加论

证。本文先讨论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然后讨论一个实例，即“超音步”，以演示如何分析

细节、以及分析细节的重要性。 
 

2. 音系研究的基本原则 

        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衡量标准是“简单原则”（或“经济原则”）。牛顿对它的阐述是：

“我们解释自然事件的起因时，应该保证这些起因是正确的、足够的、没有多余的”（‘We 
are to admit no more causes of natural things than such as are both true and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ir appearances’，见 Newton 1729 英译本, Book III, Rules of Reasoning in Philosophy, Rule 

1）。简单原则的基本意思是，理论假设首先应该“充分”（sufficient），然后应该“最

简”（minimal）。对音系研究来说，我们可以根据简单原则推出三条具体原则，见

（1）。这些原则有一定的重复，不过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仍然分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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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系研究的三条基本原则（皆可归于简单原则）： 

a. 规则尽量少：在能够解释已知事实的前提下，规则尽量少。 

b. 规则尽量广：尽量用已知规则去解释新的事实。 

c. 对立原则：（定义见下） 
 
         “规则尽量少”即最简且充分。“规则尽量广”指的是不要随意增加新的规则，也即最

简且充分。“对立原则”是音系研究的根本，定义见（2），对立的定义见（3）。前人对

（2）的定义一般限于单个的语言。我们根据 Duanmu（2016：19）的观点，将（2b）扩

展到“任何语言”。 
 
（2） 对立原则（A、B 为语音、符号、或结构）： 

a. 如果 A、B 在某个语言里有对立，那么 A、B 的不同必须区别。 

b. 如果 A、B 在任何语言里都无对立，那么 A、B 的不同不必区别。 
 
（3） 对立（A、B 为语音、符号、或结构）： 

a. 如果 A、B 在发音上有别义效果，那么 A、B 有对立。 

b. 如果 A、B 在发音上无别义效果，那么 A、B 无对立。 
 
         在（2）中，“区别” 指的是使用不同的语音符号（或语音结构）。在（3）中，将

“别义效果”限于“在发音上”，是为了排除纯文字上的别义效果。下面我们用汉语和英

语的例子来解释对立原则的使用。首先考虑有对立的情况，例子见（4）。 
 
（4） 对立原则举例：有对立的情况 

有关对比 对立举例 结论 
[l]-[n] 英语：light “光”、night “夜” 必须区别 

升调与降调 普通话：“埋”= 升调、“卖” =降调 必须区别 
升调与降调 英语：yes? = 升调、yes! = 降调 必须区别 

调型 上海话：“炒饭” NP = 中+高、VP = 中+升 必须区别 
长短 成都话：“炒饭” NP = 长+短, VP = 短+长 必须区别 

 
         英语的 light 和 night 语音区别在于 [l]-[n]，因为两者词义不同，说明 [l]-[n] 有别义效

果，必须加以区别，即它们必须使用不同的音标符号。普通话的升调、降调可以区别

“ 埋、卖”，也有别义的效果，也必须加以区别。英语的升调、降调可以区别疑问和肯

定这两种语气，虽然不是词义的区别，仍然跟语义有关，因此也算有别义效果，也必须加

以区别。上海话“炒饭”（名词）和“炒饭” （动宾）的区别在于调型，前者是中调加

高调、后者是中调加升调。句法不同，意义也不同，因此两种调型也必须区别。当然，调

型是音节调的组合，所以调型跟音节调不应完全剥离开来。最后，成都话“炒饭”（名

词）和“炒饭”（动宾）的区别主要在于音节长短，前者是长+短、后者是短+长。句法



不同，意义也不同，因此音节长短也必须区别。下面我们考虑无对立的情况，例子见

（5），其中音步结构的 S 代表音节、括号代表音步界。 
 
（5） 对立原则举例：无对立的情况（音步中 S 表示音节） 

有关对比 是否对立？ 结论 
[e]和[e̝] 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 不必区别 

大人的 [a] 和小孩的 [a] 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 不必区别 
舌尖伸出的 [θ] 和不伸出的 [θ] 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 不必区别 
双拍步 (SS)S 和“超音步” ((SS)S) 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 不必区别 

 
         国际音标的[e̝]指舌位略高的[e]，而且又不是[ɪ]。[e]-[e̝] 是否有别义效果？我们很难

完全肯定任何语言都不会有，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没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已

知的语言中，[e]-[e̝] 没有别义效果（Duanmu， 201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不应该区

别 [e]-[e̝]？答案是不必区别。其原因是，科学理论的目的是从已知事实中得出最简规律，

而且，还有一个根本假设，即从已知的事实得出的规律可以用来解释未知事实。比如，今

天得出的规律，明天也应该有效。一个地方得出的规律，别的地方也应该有效。如果现有

的规律能够解释已知事实，我们首先应该假设它们也能用来解释新的事实，而没有理由假

设它们不能用来解释新的事实。当然，理论有时需要修改，但是在修改以前，我们首先应

该确认现有规律的确行不通。（5）中的其他几个例子也相似。大人的 [a] 和小孩的 [a]，

语音上非常明显，不过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所以我们不必区别，国际音标也不加区别。

舌尖伸出的 [θ] 和不伸出的 [θ] 是 Ladefoged（1992）观察到的区别，前者常见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的英语使用者，后者常见于英国南部的英语使用者。虽然两者的发音动作区别相当

明显，不过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所以我们也不必区别。最后，双拍步的 (SS)S 和“超音

步”((SS)S)，也未见任何语言有对立，因此我们也不必区别。以上例子说明，两个语音

单位是否需要在音系中加以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听得出的区别（如大人的 [a] 和小孩

的 [a]）或测量得出的区别（如[e]和[e̝]），而在于它们是否有对立，即是否有别义效果。

无对立时，即使有物理上的区别，也不必在音系分析中加以区别。 

        对立原则也解决了“音位变体”（allophone）中的一个难题。不同人发同一个音位、

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场合所发的同一个音位，不可能完全一样、总有细微的区

别。如果只要有区别就算是音位变体，那么音位变体的数量是无穷的，我们因此也很难系

统研究音位变体。如果将音位变体定义为有潜在对立功能的区别、即起码在某个语言里有

对立的区别，那么音位变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而且变得非常明确。 

        下面我们考虑“规则尽量少”。有关音步的例子见（6），其中 S 表示重读音节，W

表示非重读音节。在没有了解所有事实以前，我们可以比较两种假设，其中上策假设指符

合“规则尽量少”，下策假设指不符合。 
 



（6） “规则尽量少”举例：音步结构（S 表示重读、W 表示非重读） 

有关现象 上策假设 下策假设 
音步的重音 (SW) (SW)、(WS) 
音步的长度 (SW)  (SW)、(SWW)、(S) 
音步的层次 (SW)  ((SW)W)、(W(SW))、(W((SW)W)) 

 
         关于音步的重音，只用左重音步分析事实为上策，左重右重皆用为下策。关于音步

的长短，只用双拍步为上策，增加其他长度为下策。关于音步的层次，只用单层为上策，

增加多层为下策。下面我们考虑语重音理论（phrasal stress），以英语为例，见（7），其

中全大写的单词表示主重音所在。 
 
（7） “规则尽量少”举例：语重音 

有关现象 上策假设（一条规则） 下策假设（多条规则） 
正常语重音 重读 XP（Stress-XP） a. 复合词左重：SHOE store 

b. 短语右重：buy a CAR 
所有语重音 信息量大的词要重读 a. 复合词左重：SHOE store 

b. 短语右重：saw a CAR 
c. 代词虚词不重：we SAW him 
d. 非焦点不重：JOHN bought a car 
e. 意外词要重：Fifth AVENUE 

 
          “正常”语重音指无特殊语境的语句重音，也称宽焦点重音。Chomsky & Halle

（1968）提出两条规则，即复合词左重（如 SHOE store “鞋店”）、短语右重（如 buy a 

CAR “买辆车”）。Truckenbrodt（1995）将其并为一条规则，即“重读 XP”（Stress-

XP，其中 XP 指非中心词），因此，前者为下策，后者为上策。Duanmu（1990）提出的

“辅重论”、Cinque（1993）提出的“深重论”，跟重读 XP 相似，也都是上策。 

        “所有”语重音包括正常语重音以及其他各种特殊情况。前人曾经提出多条规则，除

了正常语重音的两条，还有代词及虚词不重读、非焦点不重读、意外词要重读等。比如，

前人观察到，街道如果是 street 则重音在左（如 FIFTH Street），如果是其他词则重音在

右（如 Fifth AVENUE）；类似的例子还有 Maple DRIVE （对应于 DOGWOOD Street）

（Ladd ，1984）。不过，这几条规则可以归为一条，即“信息量大的词要重读”

（Duanmu， 2007；端木三，2014 ）。具体说，XP 的数量比 X 多（即短语的数量比词的

数量多），每项具体 XP 的出现率就低于 X 的出现率。根据信息论（Shannon 1948），出

现率和信息量成反比，出现率越低则信息量越大，因此 XP 的信息量大于 X 的信息量，

XP 应该重读。在复合词里，XP 在左边，因此复合词左重。在短语里，英语的 XP 在右

边，因此英语的短语是右重。代词的所指要么是第二次出现（旧信息）、要么已经明确，

这两种情况的信息量都不大，因此不重读。非焦点一般是旧信息，也不重读。比如，对话

中“谁买了车？” “张三买了车。”答句中的“买了车”在问句已经出现过，是旧信



息，所以不重读，重音转而落到“张三”上。最后，意外词即出现率低的词，也即信息量

大的词，因此应该重读。 

         下面我们考虑“规则尽量广”，即尽量用已知规则去解释新的事实，也即不要随意

增加新规则，特别是在事实没有被确认以前。一些常见例子见（8）。 
 
（8） “规则尽量广”举例 

有关现象 上策假设 下策假设 
重音的有无 所有语言都有 有的语言有，有的语言无 
音节的有无 所有语言都有 有的语言有，有的语言无 
音节的有无 所有语言都无 有的语言有，有的语言无 
最大音节 所有语言都是 CVX 小于、等于、大于 CVX 都可能 
最小切分单位 所有语言都是音段 有的是音段，有的是音节 
Stress 和 accent 指的是一个现象 指的是不同现象 
升降调能否切分 一律可以切分 有的语言可切分、有的不可 

 
         如果确认有的语言有重音（如英语），那么上策是假设所有语言都有，而不是假设

有的语言有、有的语言无。同样，英语是否有音节，仍然有争议。在这个情况下，上策是

假设所有语言都有音节，或假设所有语言都无音节，而不是假设有的语言有、有的语言

无。关于最大音节，如果可以确认有的语言是 CVX（如英语、汉语，见 Duanmu， 

2008），那么上策是假设所有语言的都是 CVX，而不是假设不同语言的最大音节有大有

小。关于语音的最小切分单位，如果可以确认有的语言是音段，那么上策是假设所有语言

都是音段，而不是假设有的语言是音段，有的是音节。Stress 和 accent 都可以指重音，文

献里也经常混用。上策是假设两者的所指相同，下策是假设它们的所指可以不同。关于升

降调，我们可以确认，在有的语言里（如英语、上海话），升调可以切分为低调+高调的

组合、降调可以切分为高调+低调的组合。在这个前提下，上策是假设无论什么语言，升

降调都可以切分为平调的组合，而不是假设有的升降调可以切分、有的不可切分。 

         判断各种假设的优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将是论证，然后才能确定不同理论的优

劣。这里有四种可能的情况，见（9），其中 A 是上策假设、B 是下策假设。可以看出，

前三种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选择 A（也即上策假设），因为 B 既不比 A 充分，又不比 A

更简。第四种情况，我们应该选择 B（也即下策假设），因为虽然 B 不符合最简，但是

只有 B 符合“充分”，而“充分”优于“最简”。 
 
（9） 比较两种理论 A、B 的四种情况 

情况 充分 最简 选择 
1 A、B 都充分 A 比 B 简单 A（上策假设） 
2 A、B 都不充分 A 比 B 简单 A（上策假设） 
3 A 比 B 充分 A 比 B 简单 A（上策假设） 
4 B 比 A 充分 A 比 B 简单 B（下策假设）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几乎不可能对所有事实都了解清楚了。因此，第 2 种情况最常

见。也就是说，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方向的，往往是理论假设的优劣，而不是语言事实。

比如，对于重音的有无，假如我们肯定英语有重音，那么上策认为汉语也有，下策认为汉

语没有。上策会努力寻找汉语有重音的证据，而且也许会发现一些。下策可能会假设汉语

无重音是事实；或者反驳汉语有重音的论证；或者接受汉语有重音的说法，但仍然假设其

他语言可能无重音。        如果上策明显优于下策，为什么有人选择下策？的确，在语言学

界，倡导下策的学者不但不是少数，反而是主流。其原因可能是，不少人认为语言的规则

是人为的，而人为的规则不同于自然规则，不一定有普遍性。还有，不少人受了

Chomsky（1981）语言“参数”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除了少数普遍规则的以外，任

何语言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句法、音系特性。在此理论指导下，Halle & Vergnaud

（1987）提出，每个语言可以自由选的其音步长短是两个音节、三个音节、还是不限音节

数量，还可以自由选择重音在音节的左边、右边、或中间。Yip（1989）提出，每个语言

可以自由选择其升调降调是否可以切分为平调的组合。Blevins（1995）提出，每个语言

可以自由选择其音节的大小。陈源泉（Chen，2000）提出，有的汉语方言有重音，有的

没有。如此等等。那么，参数理论有什么证据呢？从音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尚未见到

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比如，Duanmu（2008）在分析了前人的论点以后，提出在音节

的大小方面，没有支持语言参数的可靠证据。端木三（2016）提出，在音步结构方面，没

有支持语言参数的可靠证据。比如，前人普遍认为抑扬步（iamb）和扬抑步（trochee）是

诗歌韵律的一个根本区别（或参数），可是 Abercrombie （1965：25）提出，所谓的抑扬

五步格实际上是扬抑五步格，见（10），其中 0 表示行末的顿。 
 
（10）扬抑五步格 WSWSWSWSWS 的两种音步分析 

抑扬步分析（传统观点）： (WS)(WS)(WS)(WS)(WS) 

杨抑步分析（Abercrombie）： W(SW)(SW)(SW)(SW)(S0) 
 
       多余的轻拍、行末的顿，是任何韵律理论都必须承认的，因此，扬抑步的分析并不违

反常见的音系规则。除了音步以外，音系学方面的其他参数也都尚无可靠证据。 

        以上说的都是一些抽象例子。下面我们深入讨论具体细节。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一

个问题，即汉语和英语里的“超音步”。选这个题目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汉语和英

语的基本事实都相对清楚。第二，提倡超音步的学者不少。这个题目的讨论一方面可以指

出前人分析的不足，一方面可以演示如何通过对细节的分析来判断什么证据是可靠的，什

么是不可靠的。 
 

3. “超音步”（super-foot）问题 

        最常见的基本音步是左重双拍音节步，一般用（SW）表示，其中 S 是重读音节、W

是非重读音节，括号是音步界。限于篇幅，我们不讨论右重步、莫拉步、单拍步（有兴趣

的读者可参阅端木三，2016）。 



        不少学者认为，基本音步以外的音节可以附加于基本音步，形成“超音步”（见

Selkirk 1980a；Shih 1986；冯胜利，1996；Chen， 2000；Jensen， 2000；Davis， 2005；

林焘 等，2013；等）。英语的例子见（11），取自 Selkirk （1980b） and Davis

（2005）。 
 
（11）“超音步”的英语例子（Selkirk，1980b; Davis， 2005） 

单词 汉译 音步 
Canada 加拿大 ((SW)W) 
Chicago 芝加哥 (W(SW)) 
America 美洲 (W((SW)W)) 
presidency 总统席 (((SW)W)W) 

 
        以上每个单词都有一个基本音步（SW）。Canada 右边多出一个 W，Chicago 左边多

出一个 W，presidency 右边多出两个 W，America 一边多出一个 W。石基琳（Shih， 

1986）、陈源泉（Chen， 2000）在分析普通话上声变调时也提出过类似的音步。 

        与超音步相对的观点是恒定音步，即只有（SW）。多余音节一律不必附加于基本音

步。对以上英语单词的分析见（12）。 
 
（12）用恒定音步（SW）分析英语单词 

单词 汉译 音步 
Canada 加拿大 (SW)W 
Chicago 芝加哥 W(SW) 
America 美洲 W(SW)W  
presidency 总统席 (SW)WW 

 
        超音步使得音步长短不一，重音也无一定的位置，其结果是音步理论复杂化。恒定音

步的结构稳定，理论简单，但是需要解释为什么有的音节可以不入音步。下面我们讨论前

人为超音步提出的几个论点。 
 
3.1 “韵律层级论”和“严格层级” 

        Selkirk（1980a；1980b）提出一个假设，即韵律单位有层级高低之分，其结构遵循

“严格层级”（strict layer）要求，见（13）、图一。 
 
（13）“严格层级”定义： 

每个韵律层级单位完全由其下一层的单位组成。 



 
 
图一：“严格层级”简图（Selkirk， 1980a: 109），其中 U 指话语

（utterance），I 指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F 指韵律短语

（phonological phrase），W 指词（the word）。W 以下的结构原文从

略。 
 
        根据简图，U 完全由 I 组成、I 完全由 F 组成、F 完全由 W 组成。Selkirk（1980b：

576）将“词”改称“韵律词”，后者指的是一个实词附加其相邻的虚词；比如，people 

of color “有色人（非白人）”是两个韵律词，第一个是 people of，第二个是 color。而

且，韵律词以下还增加了音步和音节。根据韵律层级和“严格层级”，韵律词完全应该由

音步组成。试考虑 people of color 的分析，见（14）。 
 
（14）英语短语 people of color 的“严格层级”分析 

无超音步：违反严格层级 有超音步：符合严格层级 
韵律短语 韵律短语 

*韵律词 韵律词 韵律词 韵律词 
音步 音节 音步 音步 音步 
(SW) W (SW) ((SW)W) (SW) 

people of color people of color 
 
        如果没有超音步，该韵律短语下面是两个韵律词，第一个韵律词下面应该只有音步，

可是这里是音步加音节，因此，这个韵律词违犯严格层级要求。如果有超音步，两个韵律

词下都只有音步（超音步也是音步），这就符合了严格层级要求。 

        不过，Selkirk（1980b）也认识到，超音步本身仍然违反“严格层级”，因为音步只

能由音节组成，而超音步((SW)W)的组成却是音步+音节，分析见（15）。 
 



（15）超音步违反“严格层级” 

超音步违反严格层级 普通音步符合严格层级 
*音步 音步 

音步+音节 音节+音节 
((SW)W) (SW) 

 
        难怪，Selkirk（1980b）虽然仍然提倡韵律层级，却只字未提“严格层级”。而且，

Selkirk（1984：26-31）还说，如果将重音理论考虑在内，那么很多韵律层级将成为多

余，包括话语、韵律短语、韵律词、音步，剩下的也许只有音节和语调短语。 

        以上讨论说明，超音步这个概念，对于维护严格层级论并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增加

超音步这个概念没有必要，完全是多余的。 
 
3.2 “韵律执照论” 

        Ito（1986）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韵律执照论”（prosodic licensing）。该理论有三

个要点，前两个要点转述于（16）。 
 
（16）“韵律执照论”（Ito ，1986：3） 

a. “韵律执照”：每个音系单位的“执照”来自其上一级单位，即音段必须归入

音节、音节必须归入音步、音步必须归入韵律词或韵律短语。 

b. “删除离散物”（Stray Erasure）：没有“执照”的单位一律删除。 
 
         “韵律执照论”的效果是“穷尽归类”，即每个音系单位都必须归属于一个更大的

单位。不属于更大单位的“离散物”将一律被删除。比如，如果没有超音步，America 的

音步分析是 W(SW)W，其中前后各有一个无执照的 W，必须作为离散物加以删除。如果

有超音步，America 的音步分析是 (W((SW)W))，其中所有音节都在音步内，没有离散

物，每个音节都可以发音。 

        （16）似乎为超音步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它只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假设。而

且，“韵律执照论”的第三个要点是“韵律外成分”，它为穷尽归类留了一个例外条件，

见（17）。 
 
（17）“韵律外成分”（Extraprosodicity，Ito， 1986：3）：韵律单位边沿的成分可以处

于韵律外，无需韵律执照。 
 
        韵律外成分早先由 Hayes（1980）提出。其基本意思是，划分音节时，单词的左边的

第一个或右边的最后一个音段可以不计，也即单词左右可以分别多出一个音节外的音段。

同样，划分音步时，单词的左边的第一个或右边的最后一个音节可以不计，也即单词左右

可以分别多出一个音步外的音节。根据这个观点，无需超音步也能满足“严格层级”要

求，例子见（18），其中方括号表示韵律外成分。 
 



（18）根据“韵律外成分”分析英语单词 

韵律词 韵律词 韵律词 
音步 音步 音步 

<W>(SW)<W> (SW)<W> (SW)<W><W> 
America president president + y 

 
        America 和 president 左右分别有一个韵律外音节。单词 presidency 由词根 president 加

词缀-y 组成，其中-dent 处于词根边界、-y 处于词的边界，因此两者都算韵律外音节。 

        以上例子说明，“执照论”不能构成“超音步”的论据。在排除了韵律外成分后，韵

律词以下只有音步，无需假设超音步。 
 
3.3. 英语清塞音的送气现象 

        这节的语料来自美国英语，简称英语。英语清塞音送气的基本条件见（19），有关字

母用黑体表示。 
 
（19）英语清塞音送气的基本条件 

环境 举例 
重读音节起点送气 apparent [pʰ], attendant [tʰ], acoustic [kʰ] 

单词起点送气 potato [pʰ], tomorrow [tʰ], Canadian [kʰ] 

词尾可送可不送 map, mat, back 

其他环境不送气 happen [p], attic [ɾ], Michael [k] 
map out [p], get out [ɾ], kick out [k] 

 
        以上事实有多种分析，有的基于音节（如 Kahn，1976），有的基于音步。后者又有

两种，这里分别称其为“单源论”和“双源论”，其观点见（20）。 
 
（20）英语清塞音送气的两种分析 

“单源论”：清塞音在音步起点送气。 

“双源论”：清塞音在单词起点或音步起点送气。 
 
        单源论的倡导者有 Jensen（2000）、Davis（2005）等。他们认为，单源论优于双源

论，因为单源论更加简单。不过，单源论需要依赖超音节。典型例子见（21）。 
 
（21）单源论对塞音送气的分析举例 

单词 音步 有关清塞音 
total  (SW) [tʰ]-[ɾ] 
potato  (W(SW)) [pʰ]-[tʰ]-[ɾ] 
tenacity (W((SW)W)) [tʰ]-[ɾ] 
Mediterranean (SW)(W(SW)) [tʰ] 
capitalistic ((SW)W)(SW) [kʰ]-[p]-[ɾ]-[t] 

 



        在 total 中，第一个塞音 [tʰ]在音步首，送气。第二个塞音不在音步首，不送气；而

且，因为这个 [t] 处于两个元音之间，在美国英语变闪音[ɾ]。在 potato 中， [pʰ]在超音步

首，送气。第二个塞音[tʰ] 在音步首，也送气。第三个塞音不在超音步首、也不在音步

首，所以不送气，而且进一步变闪音[ɾ]。在 tenacity 中，[tʰ]在超音步首，送气。第二个

塞音不在超音步首、也不在音步首，所以不送气，而且进一步变闪音[ɾ]。在

Mediterranean 中， [tʰ] 要送气，因此，它应该处于超音步首。最后，在 capitalistic 中，

[kʰ]在音步首，送气；[p]不在音步首，不送气；第一个 [t] 不在音步首，不送气而且变闪

音；最后一个 [t] 不在音步首（这个音步首位的音是[s]），不送气（而且因为不在两个元

音之间，不变闪音）。值得强调的是，Mediterranean 和 capitalistic 都是五个音节，重音

都在第一、第四音节，第三个辅音都是[t]，而这个塞音在 Mediterranean 里送气，在

capitalistic 里却不送气。有了超音步，两者的区别得到了解释。如果没有超音步，两者都

是(SW)W(SW)，如何解释它们的区别？ 

        下面我们考虑双源论的分析，见（22）。因为双源论跟词首有关，为了醒目，我们用

#表示词界。 
 
（22）双源论对塞音送气的分析举例（#表示词首界） 

单词 音步 有关清塞音 
#total  #(SW) [tʰ]-[ɾ] 
#potato  #W(SW) [pʰ]-[tʰ]-[ɾ] 
#tenacity #W(SW)W [tʰ]-[ɾ] 
#Medi#terranean #(SW)#W(SW) [tʰ] 
#capitalistic #(SW)W(SW) [kʰ]-[p]-[ɾ]-[t] 

 
        在 total 中，第一个塞音 [tʰ]在音步首（也在词首），送气。第二个塞音不在词首也不

在音步首，不送气（并且进一步变闪音[ɾ]）。在 potato 中，[pʰ]在词首，送气。第二个塞

音[tʰ]在音步首，也送气。第三个塞音不在词首、也不在音步首，所以不送气（并且进一

步变闪音[ɾ]）。在 tenacity 中，词首的 [tʰ] 送气。第二个塞音不在词首、也不在音步首，

所以不送气（并且进一步变闪音[ɾ]）。Mediterranean 由词根 terrain 加前缀 medi-和后缀-

ean 组成，因此，[tʰ]前有个词界，要送气。最后，capitalistic 的词根是 capital，后者内部

没有词界，因此只有[kʰ]送气，[p] 和 [t] 都不送气。 

        以上例子说明，单源论和双源论都可以解释有关送气现象。两者相比各有所长，仍然

不分上下，见（23）。 
 
（23）单源论和双源论比较 

分析 音步 送气条件 
单源论 复杂 简单 
双源论 简单 复杂 

 



        两者比较的关键在于，词首是不是独立的送气条件。以上的例子中，词首都是超音步

首，所以不能区分两者。如果有词首不是超音步首的例子，就可以用来区分两个理论的优

劣。这样的例子的确有，见（24），有关塞音是[t]，*表示错误预测。 
 
（24）区别单源论和双源论的关键例子 

例子（括号内单词无关） 送气事实 音步 单源论 双源论 
(What are you) up to?   [tʰ] (SW) *不送气 要送气 

chapter [t] (SW) 不送气 不送气 
 
        对 chapter 的分析两者相同。在 What are you up to?  中，有关单词是 up to，它们构成

一个音步。因为 [t] 不在音步首，单源论预测它不送气，与事实不符。双源论认为，[tʰ]虽

然不在音步首，却是在词首，所以也要送气，其预测与事实相符。下面我们再次将两个理

论加以比较，见（25）。 
 
（25）再次比较单源论和双源论 

分析 音步首送气 词首送气 超音步 
单源论 正确 错误 错误（需要假设） 
双源论 正确 正确 正确（不必假设） 

 
        以上分析说明，单源论不能正确分析英语塞音的送气现象，双源论才是正确理论。因

此，英语的塞音送气现象并不支持“超音步”。 
 
3.4. 汉语的 “韵律词” 

        冯胜利（1996）指出，汉语的“韵律词”有很多特殊的语法功能。我们考虑几个有关

例子，见（26），有关部分用方括号表示。 
 
（26）汉语韵律词功能举例 

[站稳] 脚跟 

[立稳] 脚跟 

*[站立稳] 脚跟 

*[站稳当] 脚跟 

他 [负责] 接待 

*他 [担负责] 接待 

*他 [负责任] 接待 
 
        汉语的动词后面一般只能跟一个句法单位，即动词+补语、或动词+宾语，而不能是

动词+补语+宾语、或动词+宾语+宾语（双及物动词除外，如“给他一本书”）。可是，

双音节的动补、动宾却是例外，后面还可以带宾语（如“站稳、负责”）。而三音节的动



补、动宾一般没有这种例外（如“站立稳、站稳当、担负责、负责任”）。冯胜利对以上

事实的分析见（27）。 
 
（27）冯胜利（1996）对（26）的分析： 

a. 韵律词可以当单词使用。 

b. 汉语韵律词的大小限于音步。 
 
        韵律词可以当单词用，等于说它的内部结构可以忽略，进而不会违反汉语语法。比

如，“站稳”本来是动词+补语，“站稳脚跟”是动词+补语+宾语，违反了汉语语法要

求，可是如果“站稳”作为单词，就只是动词，“站稳脚跟”就是动词+宾语，这样就符

合了汉语语法要求。还有，如果音步限于两个音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三音节的单位不能

享受韵律词的例外。 

        虽然冯胜利（1996）认为韵律词限于双音节，可是他又说三音节可以算超音步。 

Duanmu（2000）也认为“纸老虎”是个三音节音步。不过，（26）中的事实说明，超音

步的说法不妥，应该尽量避免。 

        值得指出，前人对韵律词的定义并不限于一个音步。比如，Selkirk（1980a；1980b）

认为，韵律词由一个实词加其旁边的虚词构成，因此可以包含多个音步。比如英语的 

compensation“补偿”有两个音步、汉语的“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音步。如果将韵律词

限定为一个音步，那么，“捷克斯洛伐克”难道算三个韵律词？这样的结论似乎不妥。我

们认为，冯胜利（1996）所说的韵律词实际上是 McCarthy & Prince（1993）所说的“最

小词”（minimal word），也即一个音步。而且，如果不计外来译名，汉语的实词一般很

短，韵律词一般不超过一个音步，因此，汉语中经常提到的“韵律词”实际上指的是“最

小词”，也即音步。 

        那么，为什么韵律词的内部结构可以被忽略、从而可以当简单词使用？Duanmu

（2000）将其归因于“音步屏蔽”（foot shelter）效应：如果词经常以双音节形式出现，

那么双音节单位就很容易被当作词来理解或使用。 
 
3.5. 小结 

        在仔细分析了“超音步”的主要论据以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论据。普

通音步（SW）足以解释有关事实。因此，“超音步”在理论上完全是多余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论据，文献里尚有使用超音步的其他论述。比如，Duanmu（2000）

使用了超音步来分析普通话的上声变调，其中包括三个音节的超音步“纸老虎”，还有四

个音节的超音步“小纸老虎”（Duanmu， 2000：270）。马秋武（2017）指出，四个音

节的音步不应该称为音步，而应该称为韵律词。我们同意马秋武的批评。不过，如果放弃

了超音步，普通话上声变调应该如何分析？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今后讨论。 
 



4. 重新思考语言的“任意性”和语言“参数” 

        第三节的讨论说明，在音步的长短上，双拍步明显是上策，增加其他长度是下策。关

于其他音系结构的分析，也可以证明各种下策均缺乏可靠证据（比如，有关音节的讨论见

Duanmu， 2008；有关音步和重音的讨论见端木三，2016）。 

        不过，相信下策的人比比皆是，探讨上策的人反而凤毛麟角。这个现象值得深思。究

其原因，看来在于语言的“任意性”这个概念。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

个符号系统，而符号是个形义结合体，其中“形”主要指语音（或与语音相关的文字或手

势等），“义”指语音的所指，也即语义。符号的第一本质就是“任意性”（Saussure， 

1916，第一部，第一章，第二节），即一个语言可以任意选择用什么语音来跟一个语义进

行搭配。比如，汉语选择 [mau] 跟“猫”搭配，而英语选择 [kæt] 跟“猫”搭配。这种

“任意性”前人也有论述。比如，柏拉图将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称为“约定俗成”（by 

convention）。莎士比亚的名言，“无论用什么其他名字来称呼玫瑰，也丝毫不会改变它

的香味”（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也是同样的

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莎士比亚、索绪尔等人对任意性的论述主要限于词的音义

结合，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是一致公认的。 

        不过，后人很快把任意性延伸到语言对音系结构的选择。比如，赵元任（Chao 

1934）、Pike（1947）说，塞擦音（如 [ts]）在有的语言可以切分为两个音、在有的语言

里不可切分；双元音（如 [ai]）在有的语言可以切分为两个音、在有的语言里不可切分。

Pike（1948）又说，升调降调在有的语言里可以切分为平调的组合、在有的语言里则不可

切分。可以证明，这种延伸的理由并不充分（Duanmu ，2017）。 

        Chomsky（1981）通过其“原则和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不但将

任意性延伸到各种语言结构，而且进一步将其理论化。所谓“参数”指的就是语言可以任

意选择的特性，包括句法结构、音系结构上的一系列特性。显然，参数理论远远超出了单

词的音义结合这个范围。不过，从音系学来看，参数理论只是一个理论假设，仍然有待于

验证。如果不加思考地接受参数理论，就很容易将表面的不同归因于参数，并且不再深究

是否有其他原因（因为既然是任意性，就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相反，如果从“对立原

则”和“简单原则”出发（ 即“规则尽量少、规则尽量广”），就会发现，从音系学来

看，参数理论至今没有经得起检验的论据，因此它很可能是个错误的理论。 
 

5. 结语 

        本文逐一讨论了支持“超音步”的各种论据，发现没有一条是必要的。因此，超音步

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多余的。用最常见的左重双拍步（SW）足以解释所有已知事实。从

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对立原则、规则尽量少、规则尽量广”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仔

细考察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什么论据可靠、什么不可靠，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普

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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