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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四世同堂》为语料建立条件标记语料库,结合相关数据对现代汉语中“只要”条件句
进行句法分析,并对各种形式的“只要”条件句的分布情况和部分分布特点的成因进行阐述,为进一步
理解以“只要”为代表的条件句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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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and Distributional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al Sentences Led by “zhiyao”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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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rpus built on the conditional sentences in The Yellow Storm. With
supporting data, we conduct syntactic and distributional analyses of the conditional sentences led by “zhiyao”
and try to giv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for their distribution features. This paper provides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conditional sentences, especially those led by “zhi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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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同堂》中出现频率较高,研究语料充足,具备研究开展的语料

条件句一直是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以“只要”为
标记的条件句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高,也是不少学者研究的对象。

[3]
条件 。

表1-1

部分现代汉语常用条件标记词语在《四世同堂》中的分

比如王小郴和孟之天(2005)从“就”和“才”的预设区别“只

布情况统计表

要”句和“只有”句,傅颖(2014)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只有”

标记词语

出现频次

占比

和“只要”进行了区别和分析；张学成(1994)和岳金园(2021)

只要

224

23%

对“只要A,就B”进行了句法、语义、语用分析和研究。上述文

要是

215

23%

献大多对“只要”与其他条件标记的区别或“只要……就……”

不管

134

14%

等汉语关联词进行研究,但是较少见对于“只要”条件句句法进

无论

101

11%

行研究。《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表现抗战期

只有

74

8%

要不

64

7%

若是

53

6%

不论

48

5%

除非

18

2%

假如

8

1%

1 《四世同堂》中条件标记词语分布情况

如果

6

1%

为了解不同条件标记词语在《四世同堂》中的分布情况,

假使

6

1%

笔者对18个常见现代汉语条件标记词语进行了人工标注,在此

果真

2

0%

基础上进行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见表1-1。

倘若

1

0%

从表1-1可以看出,在《四世同堂》(约697,284字)一书中,

设若

1

0%

以上条件标记词语共出现955次；其中“只要”出现次数为224

假设

0

0%

总计

955

100%

间北平沦陷区的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书中多对话,
口语化表达丰富,条件句语料真实且充足。鉴于此,本文拟考察
老舍所作《四世同堂》中“只要”条件句的形式及分布情况,
[1][2]

并尝试对其做出合理解释

。

次,约占所统计的标记词语出现频次的23%。可见,“只要”在《四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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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要”条件句句法分析
岳金园(2021)指出条件复句“只要p,就q”中的“p”可以
是谓词性成分、小句成分或名词性成分。通过对《四世同堂》
语料的筛选和分类,可以得出“只要”条件句的句法构成也存在
类似规律,即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只要+小句”
“只要+谓词性

(10)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
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
(11)他知道嫂子心眼好,一定会上他的当,挣扎着爬起来做
事。她只要能起床做事,那心头的创伤就会慢慢好起来。
例(7)例(8)例(9)例(10)中的主语“我”
“老人”
“北平全城”

成分”
“只要+名词性成分”；但是本文与岳金园(2021)在对“只

“他”都在“只要”之前。如果分别把主语移到“只要”后,

[4]
要+谓词性成分”的进一步分类上有所不同 。

也能表达与原句相同的意思。例如：

现对《四世同堂》中上述三种条件句句法形式进行归纳和
分析。
2.1“只要+小句”
“只要+小句”形式,即“只要+SV”形式(此处SV指以“主
语+谓语”为基本架构的句子)。其特征是“只要”后面的谓词
性成分带有主语,且这个主语在“只要”之后。例如：
(1)“我——教给他办法！只要他愿意,我想我的办法还不
算很坏！”

(12)三爷,你帮了我的大忙！只要我不死,永远,永远忘不了
你的恩！
(13)只要老人想到四世同堂,便忘了考虑别的。
(14)因此,只要北平全城有集会她必参加,而且在需要锦标
与奖品的时候,她必送去一份。
(15)因为只要他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
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只要”条件句都可以随意改变主语位置。

(2)只要他乐观,努力去活动,他一定会走一步好运的！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上下文判断某句话中主语在表意

(3)不过,只要他欢喜,四大妈就受点憋闷也无所不可。

方面的最佳位置(张学成1994)。例如：

(4)后者是使妓女们来认大赤包作干娘；彼此有了母女关系,
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
节都来送礼。
(5)我愿意和你作最好的朋友,只要你肯接受我的善意的劝
告！

(16)他知道嫂子心眼好,一定会上他的当,挣扎着爬起来做
事。只要她能起床做事,那心头的创伤就会慢慢好起来。
如果把例(11)中“只要”后谓词性成分的主语“她”移到
“只要”后,成为例(16)的条件句,那么在一定的语境下可能会
出现表意不明的问题。“她能起床做事”,那么谁“心头的创伤

(6)只要祁老人一念叨小三儿,天佑太太自然而然的就觉得
病重了一些。
例(1)中“只要”后接主语“他”和谓语“愿意”,即“只

就会慢慢好起来”？是“她”还是“我”,还是其他人？读者不
得而知。所以不能随意移动主语位置,而应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
分析,结合文本确定主语的最佳位置。

要”加“主语+谓语”,例(2)例(3)同理；例(4)中“只要”后接

2.2.2“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无主语

主语“她们”、谓语“肯出”和宾语“一笔‘认亲费’”,即“只

在《四世同堂》中,“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无主语的情况

要”加“主语+谓语+宾语”,例(5)例(6)句子结构与此类似。以

也很常见。主要有两种情况：省略和无主句。

上六个例子中,虽然小句的具体构成略有不同,但均是“只要+

(1)省略

小句”形式的条件句。

“只要”后面谓词性成分的主语并没有在原文中明确指出,

2.2“只要+谓词性成分”

即被省略；但根据上下文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句子的主

通常,“只要”后面并没有其后谓词性成分的主语,这就构

语。这种信息可以在谓词性成分之前,也可以在谓词性成分之

成了“只要”条件句的另一种常见形式：“只要+谓词性成分”。

后。根据线索性信息位置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省略现象分为两

通过对语料进一步观察整理可以发现,从形式上看,有时“只要”

[5]
种：承前省略和蒙后省略 。

后面的谓词性成分没有主语；有时这种谓词性成分并不是没有

(17)他的磕膝软起来,只要再稍一松劲儿,就会跪下去。

主语,而是主语在“只要”前。现就这两种情况对“只要+谓词

(18)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

性成分”的条件句形式进行分析。

(19)老二居然笑了一下,好象只要听从哥哥的话,天大的祸

2.2.1“只要”后谓词性成分有主语

事都可以化为无有了似的。

“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有主语,但位于“只要”前。有些

(20)当初,他的确很怕东阳去告密；及至在家中忍了这么三

情况下,主语也可以移到“只要”后,且不影响原意的表达。此

五天,而并没有动静,他又放了心,觉得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家中

时条件句的形式就转化成了2.1提到的“只要+小句”的形式。

避着便不会有危险。

(7)三爷,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只要不死,永远,永远忘不了
你的恩！
(8)老人只要想到四世同堂,便忘了考虑别的。
(9)因此,北平全城只要有集会她必参加,而且在需要锦标
与奖品的时候,她必送去一份。

(21)只要有工夫,他总要来看一眼。
(22)只要作一二年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她的后半世的生活
就不成问题了。
(23)只要一见到日本人,凭她的口才,气派,精明,和过去的劳
绩,三言两语她就会把事情撕捋清楚,而后大摇大摆的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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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只要打起精神鬼混,他便不会失败,小小的一些挫折是
没大关系的。

通过对《四世同堂》中条件句语料的分类,可以得到上述三
种“只要”条件句形式的分布情况,如表3-1-1所示。

例(17)中“再稍一松劲儿”的主语是“他的磕膝”,例(18)

表3-1-1 《四世同堂》中各形式“只要”条件句分布情况统计表

“把炸弹给我预备下”的主语是“他们”,例(19)中“听从哥哥
的话”的主语是“老二”,例(20)中“老老实实的在家中避着”
的主语是“他”,这几例中确定主语的线索都在谓词性成分之前,
故为主语承前省略现象；例(21)“有工夫”的主语是“他”,
例(22)“作一二年妓女检查所的所长”的主语是“她”,例(23)

类别

出现频次

“只要+小句”

139

“只要+谓词性成分”

82

“只要+名词性成分”

3

总计

224

“一见到日本人”的主语是“她”,例(24)“打起精神鬼混”的
主语是“他”,确定主语的线索都在谓词性成分之后,主语蒙后
省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只要+小句”形式出现频次最高,“只要
+名词性成分”出现频次最低。而“只要+谓词性成分”的出现

(2)无主句
“只要”条件句中谓词性成分的主语难以指明时,常常不写
出主语。此时条件句的结构相当于“只要+无主句”。
(25)在李四爷的心中,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
重。
(26)假若祁瑞宣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

频次介于二者之间,出现频率也较高。
如果将“只要+谓词性成分”的语料进行进一步细分,可以
得到表3-1-2和图3-1-2,如下所示。
表3-1-2“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有无主语情况统计表
“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

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
(27)只要有冠晓荷,就不会有好事。

出现频次

占比

有主语

7

8.5%

无主语

75

91.5%

总计

82

100%

(28)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
(29)老人一向不喜欢杀生,现在他几乎要改变了心思——
“杀”是有用处的,只要杀得对！
(30)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
一个行人,便带来一片谣言。
对于上述例子中“不关城门”
“有希望”
“有冠晓荷”
“有这
么一两个人”“杀得对”“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这几个谓
词性成分的主语是什么,原文并没有明确指出；也难以补充出相
应的主语,且句子脱离上下文之后也能准确表达意义,因此属于
“只要+无主句”形式。此时句子仍然构成“只要”条件句。
2.3“只要+名词性成分”
除了接小句和谓词性成分,“只要”还可以直接加名词性成分。

图3-1-2“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有无主语情况统计图

(31)他负经营之责,只要个经理的名义与一份儿薪水,并不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只要+谓词性成分”的语料中谓词性
成分无主语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约91.5%),而有主语的情况仅

和大赤包按成数分账。
(32)报纸上,杂志上,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只要色情的,无聊

占约8.5%。
3.2“只要”后的谓词性成分无主语分布情况的成因

的,文字。
(33)再坚持半年,一个月,也许只要十天——小妞子呀,你

根据2.2.2的阐述,“只要+谓词性成分”中谓词性成分
无主语主要有两种情况：省略或无主句。其占比高的原因可

就会看见和平了。
例(31)例(32)例(33)中“只要”后面加了“经理的名义与
一份儿薪水”
“色情的,无聊的,文字”
“十天”这些名词性成分,

分析如下。
3.2.1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主语省略是语言运用中常见的一种经济手段,这种省略不

构成条件句。

3 各形式“只要”条件句分布情况及部分原因

违背语言结构的规则。在一定的语境中,主语承前省略或蒙后省

通过对语料的进一步分类和观察,我们发现不同形式的“只

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不但不影响意义的表达,甚至有时不

要”条件句在《四世同堂》中的出现频次呈现出一定差异。本

省略反而显得句子冗杂累赘(吴鼎1982)。因此,在不影响意义表

文对上述几种“只要”条件句在《四世同堂》的分布情况进行

达的基础上适当地省略会使语言更精练、更简洁,更符合人们的

分析,并尝试对其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

语言习惯。

3.1各形式“只要”条件句分布情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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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汉语言对比》一书,汉语多用省略句、无主句,使
句子显得简短,减少冗长之感(连淑能2010)。主语承前或蒙后省
略是汉语简短(Simplex)语言特征的一大表现。
3.2.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直觉领悟,语言表达与分析重意

频次较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本文为进一步理解以
[6]
“只要”为代表的条件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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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
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
”、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
创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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