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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结构出发来讨论汉语疑问短语的前置现象  
Victor Pan (潘俊楠), victor.pan@univ-paris-diderot.fr 

法国科学研究中⼼(CNRS)及巴黎第七⼤学(Paris 7)，形式语⾔学研究所 (LLF) 
 
1. 由汉语疑问短语前置⽽引发的讨论  
!观点⼀： 话题说 :           (1) 什么，张三买了？     (汤 1988, 吴 1999) 
!观点⼆： 分裂焦点说 :    (2) (是)什么，张三买了？     (张 2008) 
 
! 分歧： 如何看待前置的疑问短语，是话题还是分裂焦点？ 
 
! 本⽂观点 :  汉语疑问短语前置的四中情况必须区分对待。 
第⼀类：位移提升的话题 (有空位) 

(3)  [TopP 哪⼀部电影，[TP 你爸爸最不喜欢看___ ]]？ 
 
第⼆类：位移提升的焦点(有空位) 

(4)  [FocP 是哪⼀部电影，[TP 你爸爸最不喜欢看___ ]] ？ 
 
第三类：原位⽣成的话题 (⽆空位) 

(5)  [TopP 哪座城市，[TP ⼀流的⼤学比比皆是]]？ 
 
第四类：原位⽣成的焦点 (⽆空位) 

(6)  [FocP 是谁的表演，[TP ⼤家昨天晚上都叫好]]？ 
 
2. 疑问短语提升作话题（第⼀类  ）  
(i) 证据⼀：算⼦辖域的宽窄        (吴 1999) 
    (7) a.  Everyone saw someone.                          (歧义：  ∃>∀ / ∀>∃) 
          b. Someonei, everyone saw ti.                   (⽆歧义 :  ∃>∀ / *∀>∃) 
     
    (8) WH-位移: [Which student]i did everyone see ti?  (歧义：∃>∀ / ∀>∃) 
 
    (9) a. 每个男⽣都喜欢看哪部电影？                  (歧义： ∃>∀ / ∀>∃)                               
          b. 哪部电影，每个男⽣都喜欢看？     (⽆歧义： ∃>∀ / *∀>∃)                               
 
    ! 汉语里疑问短语的前置(9b)与英⽂里表存在的量化短语的话题话(7b)表现

⼀致。 
 
(ii) 证据⼆：“指称性”与“限制性” 
    !争议 : 疑问词携带的是未知信息⽽话题携带已知信息 (Chafe 1976, Prince 

1997, Krifka 2007 等)， 这样⽭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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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徐(2003): 只有“指称性”较强的疑问短语才可以前置出现在话题位
置。 
 
    ! 本⽂观点：疑问词所带的名词集合的“限制性”越强就越能成为话题。 
         ∵观察⼀: 能成为话题的只是那些本身能包含⼀个限制性的名词集合或者

能直接和话语语境联系起来的疑问短语(D-linking) (Pesetsky 
1987)，例如“哪部电影、什么音乐”等等。  

 
(10)  a.  哪道菜呢，你⼉⼦最喜欢吃？ 

                    b. 什么菜呢，你⼉⼦最喜欢吃？ 
 
       ∵ 观察⼆: 单纯的疑问词如“什么”就比较像⼀个纯粹开放的疑问词，因⽽

比较难以话题化。什么：Qx, x ∈ { -⽣命体}       
                 
          (11)  ?* 什么呢，你⼉⼦最喜欢吃？  
 
       ∵ 观察三: 同样为简单的疑问词，“谁”的限制性就比“什么”要强⼀些。 

谁：Qx, x ∈ {＋⽣命体，＋⼈类} 
 

(12)  谁呢，你爸爸最讨厌？ 
          
        ! ∴限制性递减 : [哪 + NP] > [什么＋NP]  > 谁 > 什么 
 
(iii) 证据三： 对“优先原则”的违反：中⽂、英⽂与法⽂表象⼀致 
!英⽂：带有名词集合的疑问短语的前置可分析为话题成分提升 (Erteschik-

Shir 2007)。 
 
     ! 证据：“优先原则”  

a) ∵ What 的提升不能跨越 who 是因为这样会违反 WH-位移的优先原则。 
 

     (13)  a.    Whoj  tj   read what? 
              b. * Whati did who read   ti ? 

 
b) 然⽽，⼀旦把这两对简单式的疑问词用复杂式的疑问短语取代之后，优

先原则就不起作用了。 
 

      (14)  a.   Which manj   tj   read which book? 
     b.   Which booki did which man read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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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Which book 的移动其实是话题化提升，在移动技术上可以不受到“优
先原则”的限制 (Cinque 1990, Reinhart 1998, Boeckx & Grohmann 
2004)。 

 
! 法⽂ : 带有名词集合的疑问短语的前置同样不受到“优先原则”的限制。 
 

      (15)  a.     Quij tj a lu quoi? 
     b.  * Qui’est-ce que qui a lu    ti ? 
 

      (16)  a.     Quel étudiant  tj  a lu quel livre ? 
     b.     Quel livrei quel étudiant a lu  ti ? 

 
!中⽂：中⽂表现也⼀样 
 

      (17)  a. * 什么，谁已经读过了？ 
               b.    哪⼏本书，哪些学⽣已经读过了？ 
 
3. 疑问短语原位⽣成作话题（第三类  ）  
! “伪反例”：如果前置疑问词可作话题，那么下面例句中的话题为什么不可以

置换成疑问词？     张(2008)  
 

(18) a.     花啊，我最喜欢玫瑰花。 
                     b.  * 什么，你最喜欢玫瑰花？ 
 
!本⽂观点：(18b)的不合法性并非与前置疑问词是否为话题有关⽽是跟语义

对疑问句的⼀般限制有关，任何疑问句都不能违反！ 
 
    语义限制：不可以从⼀个“⼦类”成分（下义）出发去询问其所属的“类”(上义)

因为这样的问句会因质疑前提预设⽽导致该问句语义上不合法。 
 
! 证据⼀ : 这个语义限制的适用对象与其疑问词是否处在话题位置⽆关。即使

疑问词处于其原位⽽并非在话题位置（19b)，该句也是不合法的。 
 

(19) a.    我喜欢首饰中的戒指。 
                   b.  *你喜欢什么中的戒指？ 
 
! 证据⼆ : 原位⽣成的疑问短语作话题是存在的！ 
 
    (20) a. ⼤象啊，鼻⼦很长。 
                        b.  什么动物呢，鼻⼦很长？（“整体”－“部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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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 北京啊，⼀流的⼤学比比皆是。 
   b.  中国的哪座城市，⼀流的⼤学比比皆是？ 
 
    (22) a. 上星期的交通事故，幸亏消防员来得及时。 
   b. 上星期的哪场事故，幸亏消防员来得及时？ 
 
3. 疑问短语作分裂焦点（位移提升类和原位⽣成类）  
!张(2008) : 所有这些疑问短语前置的情况都必须看做是分裂句中的焦点前置

并且前置的疑问短语可以有选择性地被“是”字所标识。  
 

  (23) a. 问：(是)什么，玛丽买了？            
                          b. 答 :  是帽⼦，她买了。 
 
!本⽂观点：分裂焦点之前的 “是”字是⽆论如何都不能被省略的。⽆论是疑问

词还是非疑问词，只有当它们在被“是”字标识之后才能成为分裂句
的焦点。话题和分裂焦点必须区分处理！ 

 
     (24) a.  是你的⼯作态度，公司的老板不太欣赏。 (分裂焦点) 

  b.  你的⼯作态度吧，公司的老板不太欣赏。 (话题成分) 
 
! 证据⼀ : 用谓语类型来区分话题和分裂焦点 
                   当谓语成分是描述状态或⼼理的时候，如 (24a)中的“欣赏”, (27)中

的“在意”和“喜欢”, 这种前置焦点的接受度较⾼；反之，当谓语成
分是描述动作的话，如(23)中的“买”, (25)中的“找”, (26)中的“去”,
这种前置焦点的接受度则很低。然⽽话题成分则不受此限制。 

 
(25) a.     你的狗，我在公园里找到了。 

b.  * 是你的狗，我在公园里找到了。 
 

  (26) a.     美国，我去年去了。 
                            b. * 是美国，我去年去了。 
 

  (27) a.    是我跟他说话的⽅式，他很在意。 
                            b.    是那部刚获奖的电影，⼤家都不喜欢。 
 

  有些情况下，在动作变化谓语后加上时段、频率补语或其他句法
⼿段可以使之状态化。这样就可以与前置分裂焦点连用。 

 
(25')  是你的狗，我昨天在公园里找了三个小时。 

  (26') 是美国，我去过三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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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 前置的疑问短语作分裂焦点或话题也要区分对待！ 
  

  (28)   a.  是哪个演员的表演，⼤家昨天都叫好？ 
             b.  是哪个员⼯的态度，公司的老板不太欣赏？ 
                       c.  是哪部电影，⼤家都不喜欢？ 
 

  (29)   a.  哪个演员的表演，⼤家昨天都叫好？ 
              b. 哪个员⼯的态度，公司的老板不太欣赏？ 
              c.  哪部电影，⼤家都不喜欢？ 
 
! 证据⼆: 用“穷尽性”来区分话题和分裂焦点 
 
     测试原理：- 法⽂里的分裂焦点问句不能够允许非单⼀回答。 
 

     (30) 问:   C’est [qui]C-FOC qui a écrit un livre sur les rats?   
                            ‘是[DP谁]C-FOC写过⼀本关于老鼠的书?’ 
 
                     答: * C’est [DP le chat]C-FOC qui a écrit un livre sur les rats, et 

c’est aussi [DP la chauve-souris]C-FOC 
                           * ‘是[DP猫]C-FOC写过⼀本关于老鼠的书，也是[DP蝙蝠]C-FOC。’ 
                                                        (Zubizarreta & Vergnaud 2006) 
 
                        - 然⽽作为信息焦点的普通特指问句则是允许多个回答的。 
 

      (31) 问:   Who wrote a book about rats? 
                     ‘谁写过⼀本关于老鼠的书?’ 
 

                       答:   [DP The cat]I-FOC wrote a book about rats, and [DP the 
bat]I-FOC did too.         

                              ‘[DP猫]I-FOC写过⼀本关于老鼠的书，[DP蝙蝠]I-FOC也写过。’ 
   
     汉语 : - 疑问短语做话题可以允许非单⼀回答。                   
                                      

         (32) 问：哪⼀部电影，全班同学都非常喜欢看？ 
 
                答：《爱在黎明破晓前》，全班同学都非常喜欢看；《爱在日

落余晖时》，全班同学也都非常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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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是”的疑问短语作分裂焦点不允许非单⼀回答。 
 
          (33) 问：是哪⼀部电影，全班同学都非常喜欢看？ 
 

                           答：*是《爱在黎明破晓前》，全班同学都非常喜欢看；是
《爱在日落余晖时》，全班同学也都非常喜欢看。 

 
 
4. 从信息结构到左缘句法  
 
! 话题是分布在 TopP ⽽焦点是分布在 FocP.  
 
  (33) a.  [TopP 哪⼀部电影/哈利波特,  [TP ⼤家都爱看___]]? 

b.  [FocP 是哪⼀部电影/是哈利波特, [TP ⼤家都爱看___]]? 
 
! ⼀个句⼦里话题和焦点可以并存， ⼀般来说，话题要⾼于分裂焦点。 
 

(34) a.    [TopP 昨天的晚会，[FocP 是玛丽的表演，[TP⼤家觉得最精彩]]]。 
                 b. *[FocP 是玛丽的表演，[TopP 昨天的晚会, [TP ⼤家觉得最精彩]]]。 
 
! 话题和焦点之间的顺序与分别充当话题和焦点成分是否携带疑问短语⽆关。 
 

(35) a.    [TopP 哪⼀场晚会，[FocP 是玛丽的表演，[TP ⼤家觉得最精彩]]]？ 
                 b. * [FocP 是玛丽的表演，[TopP 哪⼀场晚会, [TP ⼤家觉得最精彩]]]？ 
 

(36) a.    [TopP 昨天的晚会，[FocP 是谁的表演，[TP⼤家觉得最精彩]]]？ 
                 b. * [FocP 是谁的表演，[TopP 昨天的晚会, [TP ⼤家觉得最精彩]]]？ 
 
5.  结语  
 
i) 前置的疑问短语在句法左缘结构中既可以处于话题位置也可处于焦点位置。 
 
ii) 处在话题位置的疑问短语必须要包含⼀个名词集合作为限制成分。这个名词

集合既可以以显性的句法形式出现也可以通过上下⽂来获得。 
 
iii) 前置的疑问短语既可以是原位⽣成也可以通过位移提升。 
 
iv) 这四种类型的疑问短语前置也受到用来制约疑问句的语义条件的约束。 
 
v)左缘结构和信息结构里，不管前置的成分是疑问短语或着非疑问短语，话题

⼀般要⾼于分裂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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