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句法分析

①

——介绍一部《现代汉语》的句子分析法
黄伯荣
一
1.1

句子像汽车似的都有它的结构和类型。剖析它是为了了解它可以分成哪些部分，每

一部分由哪些部件零件组成，了解各个部分的部件零件的位置、关系和功能，了解它的种种
类型和用途，从而掌握装配驾驶技术。
教科书的语法，不光要求把语法单位的结构和类型描写清楚，还要求把它们的表意作用
和是否规范讲清楚，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语言和进行教学、科研的能力。
教科书的语法，还要求便于教和学，也就是既要注意科学性，还要注意继承性、简易性、
实用性。因此，它同描写语法的析句体系应该略有区别。

二
2.1

一个析句体系的制定同编者的句法观有关。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句子有下面一种基本模式，其他好些模式是由它变化(缩减或扩展)
来的。

2.2

上图甲表示基本句型之一。一个圈代表一个成分区域。成分 D 是全句各成分的联

系中心，其他成分都与它发生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成分 D 的近邻，前后挂着 C 和 E 两个小
卫星，D 与 C、E 发生主从关系；D 的远邻，挂着 B、G 两个大卫星，D 与 B、G 发生动作与
施事、受事等的关系。成分 B、成分 G 前头各有一个小卫星 A、F，分别发生主从关系。

-82-

2.3

能出现在这个模式的 D 区的，是能带宾语的谓词（及物动词）；能出现在 B 区，G

区的一般是体词，如“张三找李四”
“李四找张三”
（B—D—G）。能出现在 C、E 这两区的是
非体词性词语，如：“快快
．．地说”（C—D）“说完
．”（D—E）。两个成分之间常用 de（地）和
de（得）表示其间的主从关系（包括偏正关系和补充关系）。出现在 A、F 区的可以是各种实
词（副词除外）。A、F 与 B、G 区词语之间一般要用 de（的）表示其间的主从关系。
2.4

能分布在 B 区、G 区的也可以是谓词性的词语，这时 D 区使用的词就要跟着改变，

用另外一些相适应的谓词（如“是”等）
。如果 D 区仍用一般的谓词，那么 B 区 G 区只能出
②
现能带定语的谓词（如：
“生活水平的提高
．．”）。分布在 C 区、E 区的如果是体词， 它总是要

或可以伴随着助词“de”（
“地”）或介词，才能表明它是从属于 D 区的词的。从上面可以看
到，各个成分区的词语是互相制约的，牵一发足以动全身，一个成分区用了不同性质的词，
另一成分区就作相应的改变；同时，从成分区的词性分布看来，现代汉语划分体词和谓词这
两类在分布（用法）上互相对立的词是很有必要的。
2.5

我们认为，上述模式，如图一乙、丙所示，它的内部组合是有层次的。

我们试举“我们厂最近试制出两种新产品”一句为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不光语法
单位的组合是有层次的，连语音单位的组合也是有层次的；下表还可以看出，在一个句子中
各级语言单位的层次和关系：

2.6

图二从上往下看，是从小到大的各级语言单位的合成图。由音素组成音节，有意

义的音节就能形成词素（或语素）
，词素合成词，词合成词组，词组加语气、句调形成单句。③
从下往上看，是把大单位分成小单位。为了容易看清楚从大到小分析句子的手续，不妨用
图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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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1

句子有上述的模式和组合层次，我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汉语语法学界经过长

期研究之后发现的。但是这种句法观不是大家都完全同意的，即使是句法观相同的人，他们
对句法单位的切分法和定名法也可能有不同。
有的人看到上述的句子模式，参照国外传统语法分析法，给图一甲里的成分区定出一
个个句子成分名称，还把主语、谓语规定为基本成分，把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看作次
要成分。分析句子先找出基本成分（中心词），后找出次要成分，结果各种成分线性排列
出来。上面这样给成分定名，也就意味着把这个句子切分成七段（一分为多），所以称为
“多分法”。因为处处找基本成分或中心词，所以通常又叫“成分分析法”或“中心词分
析法”。
3.2

有的人看到并侧重句子内部的组合层次，参照国外结构主义句子分析法，借用传统

的句子成分术语，分析时除并列结构外，从始至终坚持一分为二，一直分析到简单的成分为
止。这一分析法通常叫层次分析法或直接成分分析法，简称“二分法”。其实它已经不是典型
的“二分法”，而是结合了成分分析法的了。

四
4.1

为什么“教材”④不干脆采用多分法或二分法呢？为了扬长避短，我们不妨谈谈两

种方法的长短。从两种分析法是否妥帖简易
．．．．来衡量，甲之所长往往是乙之所短。相对地说，
多分法长于揭示短句句型和前后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二分法长于揭示结构层次及词组和词
组之间的关系。此外多分法分清主次，便于检查和称说句子的正误，分析简便，难处
．．较少，
⑤
便于教学。 二分法除开并列结构外，也难于处处坚持二分的原则，会遇到一些不好二分的
结构（如兼语结构、双宾结构等）；拿容易二分的结构来说，有时难于断定从哪儿先切第一刀，
各家说法不一（如“状动宾结构”，
“拿出书来”
“我和他”
“做得好”等）。能一刀两断的结构，
里面每一片段的定名（成分术语）也不够用。有一本二分法的书⑥讲句型时采用右边的表示
法：
这里可以看出，右表采用的是把主语（宾语）以外的部分进行线性多分的办法；也可以
看出，成分术语不完备：时而用句法（成分）术语，时而用词法（词类）术语，时而不用术
语而干脆把虚词写上去，这样不便于教学。哪个成分与哪个成分发生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
系，往往不好说明。同时也可以看出，二分法不便于显示句子格式。二分法的析句符号，有
时像十几层积木，重重叠叠（如图三）；有时像一棵大树，枝干繁杂（如图二）
；在黑板上剖
析要转行的长句，就不如多分法方便。

主

语

状

语

他

今

天

这孩子

现

在

“把”

动（形）

+宾语

+“得”

把屋里

收拾得
长

得

补

语

助 词
及其他

又整齐又干净
挺

高

了

多分法的问题并不比二分法少。处处找中心，往往把长句弄得支离破碎，反而看不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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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⑦有时主干之间不能配合，使结构和意义不一致，妨碍对意义的理解。⑧

五
5.1“教材”另创一套全新的方法是不现实的。除了注意科学性外，“教材”不能不注意
继承性、简易性、实用性。看重继承性，我们尽量不创立新术语。但是，将流行的术语改换
了它的含义，只增加了几个并不“新”的术语。这无非是想使这个析句体系尽量符合妥帖完
备，简明易懂的要求。⑨妥帖完备就是符合（语言）实际，术语齐全，分析彻底（使不好分
析和解说的语法现象尽可能少些）；简明易懂就是简单明确，易教易学。根据上面的句法观和
要求，制定析句体系就要考虑既能说明句型又能说明层次，既能说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也
能说明词组与词组（词）之间的关系。我们坚持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试图总结出一些
分析句子和归纳句型的方法(包括成分符号)，尽量使这个析句体系朝着妥帖完备、简明易懂
的方向前进。
5.2

析句问题包括切分法和定名法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主语、宾语和词类⑩问题的两

次讨论，都是析句法中定名法的讨论，切分法问题近几年来才引起大家的注意。
5.3

“教材”的析句法也许可以归结为十六个字：“从大到小，基本二分；寻枝求干，

最后多分。”
1．“从大到小”是说，分析句子时要综观全局，从大处着眼，考虑把一个片段分成两个
尽可能大的片段，一直分到最小的句法单位(词)。其次考虑片段之间的关系时，要先考虑大
关系，然后到中、小关系。大关系指陈述(主谓)关系，中关系指关涉(动宾)关系，小关系指修
饰，补充、并列、同位等关系。这是因为由陈述关系形成的句子最多(包括省略句)， 由关涉
关系形成的次之，由其他关系形成的句子较少。
2．
“基本二分”是说，分析时基本上像二分法那样，把一个片段分成有意义而且能搭配
的直接组成成分(看图三的分析法)。难于二分的就多分。
3．
“寻枝求干”是说，要从句子中找出附加成分（定语、状语，补语）和主要成分（主
语，谓语、宾语）。
4．“最后多分”是说，最后把切分出的组成成分（词）配上多分法的术语，如主语部分
里的主要成分叫主语等。
5.4“教材”说过，为了简化分析手续和符号，教学时通常不必写出“层次符号”，而用
“成分符号”
（线条和括号）表示最后分析的结果。就是说，可以采用“从大到小，寻枝求干”
的简易办法。先找出被陈述部分(主语部分)与陈述部分（谓语部分），然后在主语部分里找定
语、主语，在谓语部分里找状语、谓语和补语，如果谓语是及物动词，就在后头找定语和宾
语。把图三例句的“定语”
“主语”
“状语”
“谓语”
“补语”
“定语”
“定语”
“宾语”用成分符
（

）

[

]

〈

〉

（

）

（

）

号表示出来，这样就算找出句型（主谓宾式）和它内部的句子成分了。如果某成分是个词组，
就用词组分析法分析“词组成分”
。（可以不找主要成分了，就是说，没必要在句子成分里归
纳句型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
“教材”的切分法和定名法来自多分法、二分法而有所不同。有人说“教
材”用的是多分法。下面只谈与多分法(指初中《汉语》课本，简称“课本”)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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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6.1

“教材”基本二分，最后多分。成分定义也不同。

遇到一个主谓句，
“教材”一直二分。分出谓语动词部分和宾语部分之后，还要像图一乙
那样找出主语部分的主要成分(主要的中心语)，定名为主语。找出谓语部分的主要成分，定
名为谓语，把谓语部分里的宾语部分的主要成分，定名为宾语。这样就把不同层次的多种成
分最后排列出来了。
要着重指出的是“教材”这些术语的定义跟“课本”不同：
主语部分是陈述的对象，谓语部分是陈述主语部分的。主语是主语部分的主要成分，谓
语是谓语部分的主要成分。宾语部分是谓语动词部分关涉的对象，谓语动词部分是关涉宾语
部分的。定语是主语、宾语或其他名词结构中心语的附加成分。状语是谓语或其他谓词结构
中心语前头的附加成分。补语是谓语或其他谓词结构中心语后面的附加成分。
遇到分析“王冕死了父亲”
“王冕哭红了眼睛”等句子时，根据“课本”的定义，“王冕
死了”
“哭眼睛”是结构和意义不一致的，是妨碍对意义的理解的，根据“教材”上面的定义，
“死了父亲”才是陈述“王冕”的，“眼睛”是“哭红”所关涉，支配的。
6.2

“教材”取消了合成谓语。

“教材”认为，过多地把可以作句法分析的常用结构规定为不可分析的成分，在理论上
固然不好说明，在教学实践中也行不通。有时判断、能愿、趋向合成谓语聚合在一个结构里，
就不好称说；有时“合成谓语”还能充当宾语（定语、主语、复杂谓语等），这些规律就不好
说明。“教材”暂照通行的说法，把“他是学生”分析成“主—谓—宾”
，把“可以去”分析
成“状语—中心语”，把“走下去”分析成“中心语—补语”。
6.3

不用复杂谓语一名。

不光因为复杂
“联合谓语”更复杂
．．谓语有时并不比“主谓谓语”
．．；更主要的是与本体系分
析法有矛盾。比方“他们上街游行”中的“街”，在别处认为是宾语，在这里竟成了谓语的一
部分。
“教材”认为“上”和“游行”才是谓语（两个谓词连用），
“街”不是谓语或谓语的一
部分。
“上街游行”是连谓词组充当谓语部分，全句是“连谓式”。同理，
“我派他去”， 这种
句子叫兼语式，其中的“派他去”的“他”也不是谓语的一部分，而是宾语兼主语，
“派他去”
是兼语词组充当谓语部分。两种词组还可以充当主语、定语等。但“课本”就难于说明这条
规律。如“上街游行并不都好”“他不反对上街游行”，能说复杂谓语
．．充当主语
．．、宾语
．．吗？这
两句的主语、宾语由什么充当呢？全书找不到例句和说明。
6.4

取消前置宾语，采取主前、宾后的分析法。

“课本”认为主语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受事；宾语可以是受事，也可以是施事。但有
例外。受事词居“主、谓”之间就分析成前置宾语。分析汉语句子成分，坚持主施、宾受，
是行不通的。教材取消了这个例外。前后一贯。
用介词“把、连、对”组成介词结构的（同“向、比、被、关于”一样），一律看作介词
结构作状语、不说状语中有前置宾语（但可以从意义上说受事前置）
。因为如果说状语内有宾
语、成分部分重叠就不好分析。除此以外，其他的“前置宾语”都看作主谓谓语中的受事主
语。
6.5

取消复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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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叠复指（
“他自己”
）分析为同位词组，共同作一个句子成分。把称代复指、总分复
指里前头的词语都看作主语部分，把总分复指里后头分说部分看作由主谓词组组成的联合词
组作谓语部分。在解说这些结构、句型的表意作用时，可以说哪个是哪个的复指成分，但不
是“句子成分”名称。
6.6

词组的分类不同。

“教材”有主谓词组、动宾词组、偏正词组（定中结构、状中结构）、联合词组；增加了
补充词组（即“试用本”中的正补词组，实际上是因为重视汉语词序
．．的作用而从偏正词组中
分出来的）；还增加了同位词组（即重叠复指）
。同位词组的前后两项共同指一种事物，其间
不能加连词，这点与联合词组不同，它共作一个成分，这点与补充词组有别，独立出来也是
为了便于称说。把补充词组、同位词组归划为相近的词组也无不可。好处是使词组数目简化，
但简而不明，将使有关词组内部复杂化，往往要再分小类，才便于妥帖地说明规律。
以上六种是词组的基本类型，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由于考虑到从一般到特殊、循序渐进
的教学原则，让它们陆续出现，如方位词组、数量词组、连谓词组、兼语词组等。词组指的
是由词和词合成的句法结构，自然不光是实词与实词的组合，还可以是实词和虚词的组合，
“教材”认为“开汽车的”
（实+虚）是特殊的词组，但因从俗，仍叫“的字结构
．．” ，不叫
“的字词组
“教材”中的“结构”指“句法结构”
；词组也是句法结构。比
．．”或“的字短语
．．”。
方主谓词组也称为“主谓结构”。
方位词组，数量词组是偏正式“半固定词组”，分析句子成分时把它划成一个成分。它与
固定词组、自由词组都不同，固定词组中用词一般不能自由替换也不能自由扩展（中间插入
别的词语）；自由词组则相反；而半固定词组用词能自由替换，但一般不能自由扩展（插词）
。
“教材”把“实+实”称词组，把“实+虚”叫结构，这是从俗所致。
6.7

析句原则不同。

“课本”有些不成文的“规定”（析句原则）：尽量让一个词充当一个成分，又规定偏正
词组、动宾词组不能整个儿充当句子成分， 找到了它们的中心词才算找到了句子成分。只
有主谓词组、联合词组和所有“结构”
（介词结构、方位结构、的字结构等）是例外，即整个
儿充当句子成分。有人认为“课本”找中心是理论一贯的，顺理成章的。我们举一些例子，
分别用“课本”和“教材”的析句符号来表示它们的不同：
（1）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党的号召。
主（合谓）主

定

宾

谓 定

谓

（2）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党的号召。
（ ）

主

谓

定

宾

“课本”并没举上面这类例句。我们根据“课本”的析句原则，认为主语部分的中心不好找。
“组织起来”如果放在谓语部分里，是个趋向合成谓语。现在放在主语部分里，它该是“什
么作主语”呢？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里，应该认为“走”是中心（主语），
“道路”是“走”
的连带成分（宾语），
“社会主义”是连带成分（宾语）的连带成分（定语），由于处处找中心
（多分），上句的格式就成了“主、主、定、宾‖谓、定、谓”。这成个什么格式呢？
“教材”也有一些规定：谓词性词组（连谓、动宾、偏正等）作主语部分、宾语部分时
不找主要成分（中心）
，整个儿充当句子成分（主语、宾语）
，作谓语部分就找主要成分（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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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宾语等）。与此相反，体词性词组作谓语部分时不找主要成分（如“这张桌子三条腿
）
，
．．．”
作主语部分、宾语部分时要找主要成分。这是因为“体词——谓词”“主语和宾语——谓语”
本来就是有对立性质的东西，所以可以作完全相反的处理，这样处理是为了反映和归纳句型。
这也是为什么动宾词组居主语的位置时不找（两个）主要成分，居谓语位置时要找主要成分
的理由。
“教材”还规定各种词组、结构都可以作附加成分，附加成分里不找中心，也是为了
归纳句型，避免像“课本”那样，把长句弄得支离破碎，影响对语义的理解。
6.8

中心语与中心词不同。

中心语是主从词组（偏正词组和补充词组）里的被修饰，被补充的成分，是词组成分。
在句子里，中心语可能是句子成分（主语或谓语、宾语），也可能不是，要看它所处的位置而
定。
一个“部分”里分析出几个中心语怎么办？例如：

这句的主语部分有两个中心语（生活，家），我们认为“生活”是主语，是句子成分，因
为它与句型有关。
“家”是偏正词组中的中心语，是词组成分，因与句型无关。同理，谓语部
分里，中心语“提高”是谓语，“快得很”是补语。补语中的“很”是中心语“快”的补语，
是词组成分。
一个“部分”里可以有几层中心语，哪层中心语算主要成分？例如：

例（4）主语部分有两层中心语（
“黑鸡”和“鸡”），就应把最中心的一层（鸡）算作主
语部分的主要成分。
在例（4）里，“课本”认为“他”和“黑”都是定语，不讲层次。我们要反映定语的层
次，从而认为，定语“他”是修饰中心语“黑鸡”的，定语“黑”是修饰中心语“鸡”的，
成分符号是“（他）的（黑）鸡”
，是以左统右的。
“黑鸡”不是词，所以不叫中心词而叫中心
语。
“课本”的连带成分都是与中心词相对待的。“教材”中的成分一般是与成分相对待
的。 因此不用中心词一名。

七
7.1

不同的标准可以分出不同的句子类型。“教材”也分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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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句四类，主要
．．是根据用途分的。根据结构可以分出许多句型，如单句、复句；单句又分
主谓句、非主谓句（无主句、独词句）。主谓句最多、最复杂，需要再分类。主谓句的下位句
型，“教材”试图根据主要成分和“从大到小”的原则来确定。例如：
（5）他昨天报到了。

（6）昨天他报到了。

（7）他昨天报到了，我还没报到。

（8）昨天他报到了，我还没报到。

例（5）（6）意思基本上相同，例（5）是主谓句中的主谓式，因为它有主谓两个主要成分；
例（6）“教材”仍看作主谓式，也因为有两个主要成分，两个成分有陈述关系。因为陈述关
系是构成汉语句子的逻辑基础，这种关系形成的单句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 这句与上面
图一甲的基本句式相比较，不同的是状语居句首“状语副区”（像地图上行政区的“飞地”，
与本行政区不相连），例（6）与例（5）不同，在于它是有句首状语的主谓式。
例（7），大家都认为是两个分句（单句形式）组成的复句，没争论。例（8）的“昨天”
是管后头的两个分句的，按照层次分析，本应如左下图所示：

这样一来，似乎应该是个偏正词组的句子（单句）
。把例（7）和例（8）看成联合、偏正两种
不同的句型，是不合一般人语感的。它们都有两个不互作句子成分的、有陈述关系的分句（单
句形式），主要成分相同，所以“教材”认为都是复句。例（6）和例（8）的“昨天”
，
“教材”
不把它看作全句附加成分，而看作句首状语。因为全句附加成分意味着它是全句以外的成分。
句首状语是句内
．．的附加成分。它同谓语发生语法关系，在例（8）里是两个分句共用的，也可
以说后一分句承前省略了“昨天”。再看下面的例子：
（9）（他）递过来了/一本书。

（10）
（他）递了一本书/过来。

（11）（他）刚/递过来一本书。
这三个主谓句的下位句型，无非是看谓语部分的结构。谓语部分例（9）是动宾结构，没争论，
例（10）是不是补充关系（指“过来”与“递了一本书”的关系）的结构呢？例（11）是不
是偏正关系的结构呢？照最外一层结构（第一刀）定句型，上面三句必然看作不同的句型，
那是行不通的。
“教材”认为三例谓语部分都是动宾结构，因为主要成分相同，基本的语法意
义相同。例（10）
（11）谓语部分里较大的关系也都是动宾关系。例（10）的“过来”处在宾
语之后“补语副区”（飞地），是不连续成分。它是补充谓语动词的。再谈例（7），按照机械
二分定类型的办法，两个单位是并列关系，合成一个联合结构，如不考虑其他结构特点，未
尝不可以认为是个联合式单句。
“教材”认为它是复句，因为它有不止一个陈述中心，有不止
一套的有陈述关系的主要成分。
总之，
“教材”不采取机械地凭第一刀确定句型的方法，而是根据主要成分（语法形式）
，
并贯彻“从大到小”的原则。
“教材”试着把主谓句分成以下五种：
1．主谓式 （无宾语，B—D 式）
2．主谓宾式（一个宾语，B—D—G 式）
3．双宾式（即主谓宾宾式，B—D—G1—G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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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谓式（即主谓（宾）谓（宾）……式，B—D1（—G）—D2（—G）式）
5．兼语式（即主谓 /主谓（宾）式，B1—D1—G/B2 式）
宾

这样分是为了说明这些各有特点的句子的格局和它内部的结构规律。
句子还可以根据其他特点，定出其他类名，比方有人根据谓语的词性分出名词谓语句（名
句）、动词谓语句（动句）、形容词谓语句（形容句）等，根据谓语的作用和词类分出叙述句、
描写句、判断句等。只要说明语法规律有必要，都可以根据句子的结构特点来定类名。例如
存现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不安个名字不便于称说这类句子的结构规律。再如“把
字句”，那是与“非把字句”对立的一类；又如“被字句”是与“非被字句”对立的一类。在
讲主谓词组作宾语的句式和兼语式的结构不同时，为了简便，也未尝不可以立一个简称式的
“主谓作宾式”或“小句作宾式”。

八
8.1

在去年夏天青岛审稿会上，少数编者（包括我在内）建议改换析句术语。把主语部

分改为主语，即把各个“部分”通通去掉，大体上采用改革之后的二分法术语，把“教材”
的主语改成“主语中心”或“主词”
，等等。保留“教材”的析句特点：既讲层次又讲格局的
原则，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析句符号。绝大多数人主张不改。后来一致的意见是通
过几年教学实践的检验后再考虑定名法问题，目前不改。
8.2

汉语语法结构和析句体系，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认识和解决，但其中重要问题，教材

不能不表态。我们尽量吸收多分法和二分法各流派教材的长处。 扬长虽不难，避短却不易。
在许多还没有定论的场合宁可迁就点通行的说法。这也许比不表态好。
上面只谈了主要问题，只是个人对教材句法分析不成熟的看法，析句法和说明不圆通的
地方一定不少，恳切希望教材编者和读者，专家们指出，以便我们改正。
注释：
① 《中国语文》组稿，要我谈谈我和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的语法体系问题。使用这部
教材的一些同志也问及句子分析问题。本文之所以只谈析句问题，是因为它是语法体系里的中心问题，也是
目前分歧最大的问题。
② 时间、处所词例外。
③ 还可以组成比单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复句、句群、段落、篇章。本文不谈。
④ 指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不同。
⑤ 吕叔湘先生指出：
“这种分析法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不仅对于语言教学有用，对于科学地理解一种语
言也是不可少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60 页）
⑥ 见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50 页。
⑦ 参看 6.7 的例（1）
。
⑧ 参看 6.1 末段的例子。
⑨ 参看陈望道《文法简论》，10 页；好的文法体系“应该具有妥帖、简洁、完备这三个条件”。
⑩ 词类问题是根据句法最小片段的分布和本身的特点来分类定名的问题。
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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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成分定义与“教材”略有不同；名词结构中心语
“生活的提高
．．．．．．．指“好人
．．”
．．”等的被修饰成分。
谓词结构中心语指“不来
“看
．”
．完”的被限制修饰的成分。
中学《汉语》把词组看作词与词的组合，但把实词和虚词（还有方位词）的语法组合叫“结构”
，只
把实词与实词的语法组合叫“词组”。
但又有补充规定：名词偏正词组可以充当谓语，如：
“这张桌子三条腿”的“三条腿”是谓语，
“腿”
不是谓语。
“他的鸡和鸭”里的“鸡和鸭”也不宜叫中心词。
例外是动宾结构中沿用了动词一名。增加“述语”或“动语”一名也许有必要。
历来重要语法著作都把有陈述关系的结构看作子句或句子形式或小句，这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定—主—状—谓—补”（A—B—C—D—E）式是扩展了的主谓式。
吕叔湘先生说：“句子成分分析法有必要吸收层次分析法的长处，借以丰富自己。”（
《汉语语法分析
问题》
，62 页）但是“把各种不同的系统综合在一起而能够成为一个没有严重矛盾的系统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
（原载《中国语文》198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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