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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式形名组合词长搭配的量化研究＊

祁　峰 　端木三

提要　本文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来讨论定中式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结

构的 词 长 搭 配 问 题。本 文 使 用 兰 卡 斯 特 汉 语 语 料 库（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果：一、在定中式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２］、［２＋１］四种组

配模式中，［１＋１］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１＋２］或［２＋２］，［２＋１］最低。二、［２＋１］相对于其

他三种组配模式而言，出现的数量极少，而且主要局限于少数特殊结构；它跟名名组合中的［１
＋２］和动名组合中的［２＋１］一样，都不是一种能产结构。三、语料的语体差异会导致统计数据

的部分不同，但是不影响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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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汉语的词长搭配出现在各种组合中，如名名组合、动名组合、形名组合等。就各组成成分

的词长而言，主要有［１＋１］、［１＋２］、［２＋１］、［２＋２］四种组配模式。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很多，
如吕叔湘（１９６３）、吴为善（１９８６）、陆 丙 甫（１９８９）、Ｌｕ　＆ Ｄｕａｎｍｕ（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冯 胜 利（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张国宪（１９９６、２００５）、端 木 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１２）、王 洪 君（２００１）、王 灿 龙（２００２）、周 韧

（２００７）、柯航（２０１２）等。
先看下面这些例子（转引Ｌｕ　＆Ｄｕａｎｍｕ　２００２）：

　　　　　　　　２＋２　　　２＋１　　　　１＋２　　１＋１
（１）名名（偏正）：手表工厂　　手表厂　　＊表工厂　　表厂

技术工人　　技术工　　＊技工人　　技工

煤炭商店　　煤炭店　　＊煤商店　　煤店

（２）动名（动宾）：阅读报纸　　＊阅读报　　读报纸　　读报

表演戏剧　　＊表演戏　　演戏剧　　演戏

种植树木　　＊种植树　　种树木　　种树

例（１）中，偏正关系的名名组合［１＋２］不好（如“表工厂、技工人”）；例（２）中，动宾关系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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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组合［２＋１］不好（如“阅读报、表演戏”）。这两种结构，好的例子不是没有。比如，［１＋２］的

名名偏正有“棉大衣、皮手套、木地板、系主任、党支部、县医院”等，［２＋１］的动宾有“喜欢钱、研
究鬼、举起手”等，这些例子，王灿龙（２００２）已经有所注意。不过，名名的例外限于两种特殊情

况，即第一个名词属于材料（“棉大衣、皮手套、木地板”一类）或所有格（“系主任、党支部、县医

院”一类）。根据语料统计，除去特殊情况以后，（１）和（２）的例外，出现率不到１％。（Ｄｕａｎｍｕ
２０１２）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名名偏正的［１＋２］和动宾的［２＋１］都不是完全合格的结构，一定违

反了某些语法或韵律要求。
下面再看另外一组例子（转引张国宪２００５）：

　　　　　　　　２＋２　　　２＋１　　　　１＋２　　１＋１
（３）名形（主谓）：晨雾浓密　　胆子小　　＊雾浓密　　胆小

地板潮湿　　地板湿　　＊地潮湿　　地湿

牧草茂盛　　夏天热　　＊草茂盛　　天热

（４）名形（偏正）：　　　　　　鹦哥绿　　　　　　　 草绿

　　　　　　　　　　　　　铁锈红 肉红

　　　　　　　　　　　　　宝石蓝 天蓝

（５）形名（偏正）：荒诞文学　　荒诞戏　 　 脏衣服　　 脏水

贫困山区　　贫困县　 　 凉馒头　　 凉面

豪华汽车　　豪华车　 　 旧报纸　　 旧书

例（３）－（５）在张国宪（２００５）中分别属于形名组合的三种词长组配模式，他称之为组配扭

曲、组配缺位和组配自由。主谓式名形属于组配扭曲，可以有［１＋１］（如“胆小”）、［２＋１］（如

“胆子小”）、［２＋２］（如“晨雾浓密”），但是不能说［１＋２］（如“雾浓密”）。定中式名形属于组配

缺位，只有［１＋１］（如“草绿”）、［２＋１］（如“鹦哥绿”）。相对于这两种组配模式，定中式形名属

于组配自由，可以有［１＋１］（如“脏水”）、［１＋２］（如“脏衣服”）、［２＋２］（如“荒诞文学”）、［２＋１］
（如“荒诞戏”）。

在例（３）里，“＊”号也许表示一个反例也没有。在例（４）里，空格也许表示反例极少。虽然

张国宪没有提供量化数据，但我们基本同意他的判断。下面我们主要讨论例（５）一类偏正式形

名结构。
偏正式形名组合的词长搭配问题，文献中已经有所讨论。例如，王洪君（２００１）认为，在四

种词长搭配中，［２＋１］最受限制，能说的实例最少；其次受限制的形名组合依次是［２＋２］和［１
＋１］，限制主要在于这两种形式的结构可能有歧义，特别是［２＋２］；［１＋２］作定中几乎不受限

制。也就是说，按照各种搭配形式出现数量的多少可做如下排列：［１＋２］＞［１＋１］＞［２＋２］＞
［２＋１］。再如，张国宪（２００５）认为，这种结构中，形容词与名词的音节组配呈现自由态势，即［１
＋１］、［１＋２］、［２＋２］和［２＋１］这四种组配模式都可以，不过在语义的无标记性程度上大致表

现为：［１＋１］＞［１＋２］＞［２＋２］＞［２＋１］。
上述的这些研究都缺少数据的定量分析。比如说，王洪君和张国宪都认为定中式形名组

合中［２＋１］最少，但是到底少到什么程度，两位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从而给理论探讨留下了一

个疑点。上面提到，例（１）偏正关系的名名组合［１＋２］、例（２）动宾关系的动名组合［２＋１］都有

一些例外，不过数量太少，所以总的来说是不好的结构。对于例（５），前人一致认为，［２＋１］出

现率最低。那么，有必要证实一下，到底低到什么程度。比如，如果［２＋１］只有２％以下，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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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很可能受到某种语法限制；如果［２＋１］有１０％，那么它也许可以算是正常结构。再比如说，
定中式形名组合中到底是哪一种组配模式最多，是王洪君所说的［１＋２］，还是张国宪所说的［１
＋１］？因此本文希望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定中式形名组合中各组成成分的词长搭配问

题，以利于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二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需要语料库。本文的研究对选择语料库有几个要求：第一，该语料库已经分词；
第二，该语料库有词类标注；第三，该语料库对各种语体的采样有代表性；第四，该语料库提供

了足够的语料数量。根据这些要求，我们选择了“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ｃＥｎｅｒｙ　＆Ｘｉａｏ　２００４，简称ＬＣＭＣ）。ＬＣＭＣ共有十五种语体，共计一百

五十万字符，包括一百三十万汉字。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大的两种语体，一种是“传记和散文”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原称Ｇ），该语料库共有２２７０７３个字符，包括２０２１７８个汉字；另一种

是“科技：学术论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ｓｅ）（原 称Ｊ），该 语 料 库 共 有２５５０４３个 字 符，包 括

２３０９１２个汉字。
表１　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对形容词和名词的分类

宽类 窄类 英语义 汉语义

ａ　 ａ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形容词

ａ ａ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形容词性语素

ａ　 ｂ　 ｎ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非谓形容词

ａ　 ｂｇ　 ｎ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非谓形容词性语素

ａ　 ｚ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描写词

ａ　 ｚ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描写词性语素

ｎ　 ｊ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缩写词

ｎ　 ａ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名化形容词

ｎ　 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方位词

ｎ　 ｆｇ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方位词性语素

ｎ　 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ｏｕｎ 普通名词

ｎ　 ｎｇ　 ｎｏｕｎ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名词性语素

ｎ　 ｎ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ａｍｅ 人名

ｎ　 ｎｓ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 地名

ｎ　 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组织名

ｎ　 ｎｘ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ｔｒｉｎｇ 名词性字符串

ｎ　 ｎｚ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　ｎｏｕｎ 其他专名

ｎ　 ｒ　 ｐｒｏｎｏｕｎ 代词

ｎ　 ｒｇ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代词性语素

ｎ　 ｓ　 ｓｐａｃｅ　ｗｏｒｄ 空间词

ｎ　 ｖｎ　 ｖｅｒｂ　ｗｉｔｈ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名化动词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根据语料库的词性标注来判断形容词和名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ＬＣＭ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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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很细。为了扩大覆盖范围，本文将跟形容词有关的所有小类统一归为形容词，将跟名词有

关的所有小类统一归为名词。详见前页表１，归类前的叫“窄类”，归类后的叫“宽类”。
第二，从两个语料库中自动提取所有的形名组合，并对这些形名组合进行人工纠错，这里

“错”是指提取成分不是一个原单位，或提取成分不是形名组合。具体有以下两种：

１．字符串之间的结构层次不对，又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Ａ］Ｎ……］，二是［……Ａ
［Ｎ……］］，三是由于分词错误导致字符串之间的结构层次不对，分别见例（６）－（８），其中有关

词标注下划线和词类。
（６）字符串：［［海迪　病痛　难受］　时］

词类：　　　　　　　 Ａ　 　Ｎ
（７）字符串：［下水　单向　［年　通过　能力］］

词类：　　　　 Ａ　　Ｎ
（８）字符串：［使用　的　重要　［语　符］］

词类：　　　　　　 Ａ　　Ｎ
例（６）中，形容词“难受”不是直接跟后面的名词“时”组合，而是先跟前面的名词“病痛”组

合，所以“难受＋时”这一形名组合不成立。例（７）中，名词“年”不是直接跟前面的形容词“单

向”组合，而是先跟后面的动词“通过”组合，所以“单向＋年”这一形名组合不成立。例（８）中，
形容词“重要”跟名词“语”组合，但是实际上“语符”是一个名词，也就是说形容词“重要”跟名词

“语符”组合，构成一个形名组合。

２．词性标注错误（名词标注为形容词），见例（９）－（１０）：
（９）字符串：［连　象声词　所　模仿　的　声音　也　是　主观　上　取　其　近似］
（１０）字符串：［成为　计算机　系统　中　的　另　一　重要　数据　类型］
例（９）中，“主观”在语料库中标注为形容词，实际上在这里应为名词，“主观上”属于名名组

合。例（１０）中，“系统”在语料库中标注为形容词，实际上在这里应为名词，而且先和前面的名

词“计算机”组合，构成一个名名组合。
第三，对经过人工校对之后的形名组合进行各种词长搭配的统计，统计的结构主要有［１＋

１］、［１＋２］、［２＋２］、［２＋１］四种。分别统计 这 四 种 词 长 搭 配 在 语 料 库 Ｇ和 语 料 库Ｊ中 的 情

况，并进一步区分出现的次频（ｔｏｋ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和类频（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当然，我们也提取了其他的词长搭配形式，即形容词或名词是三音节或以上的组合，具体

有［１＋３］（如“大＋办公桌、小＋百货店”）；有［１＋４］（如“大＋物理学家、小＋资产阶级”）；有［１
＋５］（如“高＋通货膨胀率、低＋通货膨胀率”）；有［２＋３］（如“著名＋雕塑家、重要＋转折点”）；
有［２＋４］（如“年轻＋物理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等，本文将其统称“３＋”。上述情况在语料

库Ｇ和Ｊ中出现的比例见表２。
表２　语料库Ｇ和Ｊ形名结构的自动提取结果

１＋１　１＋２　２＋１　２＋２　 ３＋

Ｇ
数量 ３８２　 ７７５　 ８３　 ６４５　 １４６
比例 ９３％（１８８５） ７％

Ｊ
数量 １９７　 ６２６　 １４１　 ２０３０　 ２３８
比例 ９３％（２９９４） ７％

　　如表２所示，［１＋１］、［１＋２］、［２＋２］和［２＋１］这四种组配模式在语料库Ｇ和Ｊ中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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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９３％，而形容词或名词是三音节或以上的组合比例都比较低，只有７％，因为对本文结论影

响不大，以下从略。

第四，我们对上述两个语料库中的其他名词进行筛选，即筛选出通过程序自动提取的形名

组合以外的所有其他名词。如果这些名词内部是“Ａ＋Ｎ”的关系，就再对这些名词的词长搭

配进行标注和归类。例如：“奇迹、高官”等标注为［１＋１］，“常用字、单纯词”等标注为［２＋１］，
“高年级、老朋友”等标注为［１＋２］，“超级市场、有限公司”等标注为［２＋２］。对于这些筛选出

来的形名组合，再进行数据上的统计，并且把这部分的统计数据增补到上一步的统计数据之

中。

三　统计结果

在完成上述几个操作步骤之后，我们得到了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

种结构的次频统计结果。先看语料库Ｇ的情况，详见表３：

表３　语料库Ｇ形名结构词长搭配次频的统计

原 校 补 总 比例

１＋１　 ３８２　 ２３３　 ２５５０　 ２７８３　 ６５．８％
１＋２　 ７７５　 ５２５　 ３７０　 ８９５　 ２１．２％
２＋１　 ８３　 ３７　 ４５　 ８２　 １．９％
２＋２　 ６４５　 ４４７　 ２４　 ４７１　 １１．１％
共计 １８８５　 １２４２　 ２９８９　 ４２３１　 １００％

　　表３中的“原”表示原始提取的形名组合的统计数据；“校”表示该数据已经人工纠错过；
“补”指的是根据对其他名词的分析增补上去的数据；“总”表示总的统计数据，下同。根据表

３，可以看到，［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例分别是６５．８％、２１．２％、１．９％
和１１．１％，出现比例的大小依次是［１＋１］＞［１＋２］＞［２＋２］＞［２＋１］。

以上是次频的统计结果，下面再看类频。［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

例分别是７０．０％、１７．８％、１．４％和１０．８％，出现比例的大小依次是［１＋１］＞［１＋２］＞［２＋２］

＞［２＋１］。可见，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次频和类频的统计结果

基本上是一致的。

再看语料库Ｊ的情况，详见表４：
表４　语料库Ｊ形名结构词长搭配次频的统计

原 校 补 总 比例

１＋１　 １９７　 １２１　 ３１５０　 ３２７１　 ５４．２％
１＋２　 ６２６　 ４６６　 ２４０　 ７０６　 １１．７％
２＋１　 １４１　 ７７　 ２１０　 ２８７　 ４．８％
２＋２　 ２０３０　 １７５４　 １６　 １７７０　 ２９．３％
共计 ２９９４　 ２４１８　 ３６１６　 ６０３４　 １００％

　　根据表４，可以看到，［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例分别是５４．２％、

１１．７％、４．８％、２９．３％，出现比例的大小依次是［１＋１］＞［２＋２］＞［１＋２］＞［２＋１］。

以上是次频的统计结果，下面再看类频。［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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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是５６．４％、９．７％、５．１％和２８．８％，出现比例的大小依次是［１＋１］＞［２＋２］＞［１＋２］＞
［２＋１］。可见，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次频和类频的统计结果基

本上是一致的。

四　对例外的分析

观察上面的这些表格，不难发现，在语料库Ｇ和Ｊ中，［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次频比例相

对于［１＋１］、［１＋２］、［２＋２］而言是最低的，在语料库Ｇ中只有１．９％，在语料库Ｊ中有４．８％。
按类频统计的话，［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比例在语料库Ｇ中只有１．４％，比按次频统计的比例

更低；在语料库Ｊ中有５．１％，比按次频统计的比例略高。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些［２＋１］形名

组合，看看这些形名组合的构成有什么样的特点。通过对这些［２＋１］形名组合的分析，我们发

现，从各组成成分的构成来看，能成立的定中式［２＋１］形名组合有两种情况比较特殊，这里我

们把它们称为“例外”：
第一，有些［２＋１］形名组合中的形容词性成分具有名词化的特点。
先看语料库Ｇ。属于这种情况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容词和方 位 词 的 组 合，例 子 有

“严厉中、危急中、沉静中”等，这里形容词“严厉、危急、沉静”等因其后面出现了方位词“中”，所
以这些形容词都具有名词化的特点。另一类是区别词和名词的组合，例子有“左右手、机密级、
阴阳掌”等，这些区别词都是以名词性成分为基础的，因此也具有名词化的特点。

再看语料库Ｊ。属于这种情况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别词和名词的组合，例子有“五

彩兽、高频词、黑白段”等，这些区别词都是以名词性成分为基础的，因此具有名词化的特点。
另一类形容词都是形名兼类词，例子有“唯一神、自由人、平衡态”等，这些形容词也具有名词化

的特点。
进一步说，上述这些例外看起来是［２＋１］的形名组合，实际上是［２＋１］的名名组合，如前

所述，［２＋１］的名名组合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一种好的结构，如例（１）的“手表厂、技术工、煤

炭店”等。
第二，有些［２＋１］形名组合中的名词性成分实际上是后缀（ｓｕｆｆｉｘ），如“……性”。
形容词加上名词性后缀“性”之后，整个形名组合就名词化了。在语料库Ｇ和Ｊ中，我们

都找到这样的例子，如“可能性、严整性、单纯性、原始性、周密性、均匀性、坚固性、有用性、显著

性、稀缺性”等。这样的后缀，类似于英语的－ｎｅｓｓ或－ｉｔｙ（如ｒｅｄｎｅｓ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严 格 来 讲 不

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将形容词转化成名词的构词手段。
如果在上面的统计结果中把上述两种例外情况排除出去，那么［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比

例会更低。先看语料库Ｇ的次频统计情况，详见表５，其中［２＋１］由原来的８２降到了６１。
表５　语料库Ｇ形名结构词长搭配次频的统计（排除例外后）

１＋１　 １＋２　 ２＋１　 ２＋２ 共计

总 ２７８３　 ８９５　 ６１　 ４７１　 ４２１０
比例 ６６．１％ ２１．３％ １．４％ １１．２％ １００％

　　以上是次频的统计数据，再看类频。［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例分

别是７０．４％、１７．９％、０．８％、１０．９％。可见，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

结构次频和类频的统计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再看语料库Ｊ的情况，详见表６，其中［２＋１］由原来的２８７降到了９２。

８８



表６　语料库Ｊ形名结构词长搭配次频的统计（排除例外后）

１＋１　 １＋２　 ２＋１　 ２＋２ 共计

总 ３２７１　 ７０６　 ９２　 １７７０　 ５８３９
比例 ５６．０％ １２．１％ １．６％ ３０．３％ １００％

　　以上是次频的统计数据，再看类频。［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的比例分

别是５８．４％、１０．１％、１．７％、２９．８％。可见，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

结构次频和类频的统计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把这两种例外情况排除出去之后，［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比例更低，在语料库Ｇ

中只有１．４％，在语料库Ｊ中也只有１．６％。按类频统计的话，［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比例在

语料库Ｇ中只有０．８％，在语料库Ｊ中也只有１．７％。也就是说，无论是次频统计还是类频统

计，［２＋１］形名组合出现的比例都低于２％。

五　相关的讨论

结合上面的统计结果，有以下几点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在定中式形名组合的四种词长搭配结构中，［１＋１］是最多的，在上述两个语料库中

都达到了５０％以上，具体来说，在语料库Ｇ中，［１＋１］的次频占６６．１％，类频占７０．４％；在语

料库Ｊ中，［１＋１］的次频占５６．０％，类频占５８．４％。所以说，在定中式形名组合的四种词长搭

配结构中，［１＋１］出现率最高。［１＋２］和［２＋２］这两种词长搭配结构在两个语料库中有不同

的比例，在语料库Ｇ中，［１＋２］的次频占２１．３％，类频占１７．９％，分别多于［２＋２］所占的次频

１１．２％和类频１０．９％；而在语料库Ｊ中，［２＋２］的次频占３０．３％，类频占２９．８％，分别多于［１
＋２］所占的次频１２．１％和类频１０．１％。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不同的

语体导致的，语料库Ｊ为科技：学术论文语体，相对于传记和散文语体的语料库Ｇ而言，更具

有书面语色彩。语体的差异会导致统计数据的部分不同，但是不影响总体结论，即［１＋１］出现

的频率最高，其次是［１＋２］或［２＋２］，［２＋１］最低。
关于语体的差异性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明是：我们在语料库Ｊ中 找 到 的 像“偶 然 性、复 杂

性、普遍性”这样的［２＋１］形名组合的数量比较多，而在语料库Ｇ中带有后缀“性”的形名组合

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这也跟语体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在以往对形名组合词长搭配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形名组合中［１＋１］、［１＋２］、［２＋

１］、［２＋２］这四种结构都可以存在，如张国宪（２００５）认为定中式形名组合的词长搭配属于“组

配自由”，以区别于“组配扭曲”和“组配缺位”这两种形式。但是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缺少

量化分析，没有从语料库数据统计的角度去分析［１＋１］、［１＋２］、［２＋１］、［２＋２］这四种结构出

现的比例是否基本相等。如果只是对这四种结构进行举例，那都能或多或少举出一些例子来，
但是实际出现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问题：这些例子

的好坏应该如何来决定？从上面的统计结果来看，定中式形名组合［２＋１］这种结构出现的数

量是极少的，不管是传记和散文语体的语料库（语料库Ｇ），还是科技：学术论文语体的语料库

（语料库Ｊ），其出现的比例都极低。如前所述，无论是次频统计还是类频统计，［２＋１］形名组

合出现的比例都低于２％。因此我们认为，定中式形名组合［２＋１］这种结构实际上不是一种

能产的结构，它出现的比例跟［１＋１］、［１＋２］、［２＋２］这三种结构是不对等的。
第三，定中式形名组合（Ａ＋Ｎ）跟上文提到的偏正关系的名名组合（Ｎ＋Ｎ）和动宾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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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名组合（Ｖ＋Ｎ）具有某种一致的特征。Ｄｕａｎｍｕ（２０１２）认为，名名组合中的［１＋２］（如“煤商

店、技工人”）和动名组合中的［２＋１］（如“种植蒜、表演戏”）从语料统计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好

的结构。当然，这两种组合也能找到一些反例，不过数量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定中式形名组

合中的［２＋１］跟名名组合中的［１＋２］和动名组合中的［２＋１］一样，出现的数量很少，基本上低

于２％，都不是一种能产结构。

六　结语

汉语句法组合中的词长搭配问题一直以来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

果也比较多。本文使用语料库，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定中式形名组合中各组成成分的词长搭

配问题，主要有以下看法：
在定中式形名组合［１＋１］、［１＋２］、［２＋２］、［２＋１］四种词长搭配结构中，［１＋１］出现的频

率最高，其次是［１＋２］或［２＋２］，［２＋１］最低。在不同的语体中，［１＋２］和［２＋２］的统计数据

会有差异，但是不影响总体结论。由于［２＋１］出现的比例极低，基本上低于２％，因此它不是

一种能产结构，这跟偏正关系的名名组合中的［１＋２］和动宾关系的动名组合中的［２＋１］是一

样的。
当然，本文只是对定中式形名组合的词长搭配进行客观的数据分析，至于如何解释定中式

形名组合［２＋１］为什么不好等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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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　Ｍａｒｉａ　Ｔｅｒｅｓａ　Ｌｉｎｏ，Ｍａｒｉ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ａ　Ｘａｖｉｅｒ，Ｆｔｉｍ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ｅ，Ｒ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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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ｔａ　＆Ｒａｑｕｅｌ　Ｓｉｌｖａ（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ＲＥＣ）２００４，１１７５－１１７８．Ｌｉｓｂｏｎ，Ｍａｙ　２４－３０．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　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ｏｆｆｅｒ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１＋１，１＋２，２＋１ａｎｄ
２＋２［Ａ　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ｉ）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１＋１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１＋２ａｎｄ
２＋２，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２＋１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ｉｉ）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２＋１ｉｓ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　ｆｅ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ｔ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１＋２［Ｎ　Ｎ］

ａｎｄ　２＋１［Ｖ　Ｎ］，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ｉｉｉ）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ｘｔ　ｓｔｙ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ｉ）ａｎｄ（ｉ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　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ｏｒｄ－ｌｅｎｇｔ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祁　峰　２０００６２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１００７３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端木三　４８１０９　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

（责任编辑　高晓虹）

第七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ＩＣＥＬ－７）在天津举行

第七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ＩＣＥＬ－７）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２－１４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８７篇；来自美国、法国、爱沙尼亚、捷克、新加坡以及中国各地包括香港、
台湾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是该跨学科的学术会议第二次在南开大学召开。

南开大学石锋教授主持了开幕式。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校长曾志朗、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ｏｅｎｅｍａｎ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Ｔｅｃｕｍｓｅｈ　Ｆｉｔｃｈ、美国麻省大学

沈钟伟、法国国家科学院贝罗贝（Ａｌａｉｎ　Ｐｅｙｒａｕｂｅ）、南开大学曾晓渝等七位教授分别作了主题

报告。
演化语言学是跨学科的研究，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实验科

学等多学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演化进行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为便于各学科学

者之间充分交流讨论，作为此次会议的创新举措，在王士元先生建议下，会前举办了系列基础

讲座。讲座内容包括遗传基因原理与成果、脑成像技术原理及分析方法、考古人类学与文化人

类学、复杂系统及数据算法、实验语言学等基础知识。
下届演化语言学会议将于２０１６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

（南开大学冉启斌、崔晓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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