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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句主语位置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
李为政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
提要：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因果连词“既”
、
“既然”
、
“所以”、
“之所以”对应的
因果句主语位置发生了四种不同的变化，形成了四条不同的演变途径。每条途径均是
在推动主语在前和推动主语在后两种力量的竞争下形成的，而每种力量又是在不同因
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们的大小以及是否受到阻碍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因果句，主语，位置，近代，现代
1. 引言
这里所说的因果句主语的位置指的是原因句或结果句的主语是在因果连词前还
是后。现代汉语因果句中原因句和结果句的主语如果出现，其位置有两种：一是出现
在因果连词前，二是出现在因果连词后：
（1）你既已同意，就一言为定。
*既你已同意，就一言为定。
（2）既然宇宙在膨胀，那么就可能有一个膨胀的起点。
（3）黑洞既然看不见、摸不着，天文学家又是怎样发现和观察它的呢?
（4）它的主要成分是镁、铁、硅元素，所以这一层又称“硅镁层”。
*它的主要成分是镁、铁、硅元素，这一层所以又称“硅镁层”。
（5）之所以烧油的用户逐渐减少，是因为油价上涨惊人，且瑞典的油税高达 53%。
（6）抗生素之所以能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主要在于它能干扰或阻碍病菌正常
的新陈代谢，使病菌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不能生长和繁殖。
例（1）是原因句主语“你”出现在表因连词“既”前，（2）是原因句主语“宇
宙”出现在表因连词“既然”后，
（3）是原因句主语“黑洞”出现在表因连词“既然”
前，
（4）是结果句主语“这一层”出现在表果连词“所以”后，
（5）是结果句主语“烧
油的用户”出现在表果连词“之所以”后，
（6）是结果句主语“抗生素”出现在表果
连词“之所以”前。
从以上 6 例可以看出，对“既”而言，原因句主语只能出现在前，不能出现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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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既然”而言，原因句主语既能出现在前，也能出现在后；对“所以”而言，原因
句主语不能出现在前，只能出现在后；对“之所以”而言，原因句主语既能出现在前，
也能出现在后。当然，这是就现代汉语来说的。如果把上限定为近代汉语（以晚唐五
代为起点），下限定为现代汉语，这期间这四个因果连词相对应的主语位置不是一成
①
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以下这样一种情形，见表 1（调查的语料详见附注 ）：
表 1 “既”、“既然”、“所以”、“之所以”在不同位置出现次数统计表
连词

既

时期

主语位置
居前 居后

晚唐五代

71

4

宋

102

10

元

30

5

明

156

10

清

94

4

现代
晚唐五代

50
2

0
0

宋

2

4

②

元

0

6

明

19

40

清

18

7

现代

11

39

晚唐五代

5

69

宋

27

239

元

1

5

既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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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
既功未齐于诸佛，何故名为善知识？（
《祖堂集·岑和尚》）|阇梨既
．
称国之大德，即
合问一答十。
（
《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
．
副使既
．知书，何故
．．作右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
议录》）|既首言知止矣，如何于此复说能虑。
（《朱子语类》卷十四）
咱每既得天命，则人怨其如我何？（《新编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
|既宋聚殁于王事，理宜优恤其家。（《通制条格》卷七）
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
（《水浒传》第二回）|既下药
不好，先生看他命运如何？（《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
你们既不吃，可向后边吃茶去。
（《歧路灯》第三回）|既你说了，又
何必退，明儿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
（《红楼梦》第七十二回）
你既已同意，就一言为定。
（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彼戎既然杀戮，去者宁不夷伤？（《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二）
它既然挂绿，立见豪富。
（《张协状元》第三十出）|既然草偃风行，
不免随波逐浪。（《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二）
既然他谨谨相邀，我与你亲身便往。（《关大王单刀会》第三折）
这厮们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啰唣。
（《水浒传》第二回）|
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金瓶梅词话》第九回）
如今你既然告诉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
（《红楼梦》第六
十二回）|既然谭兄见赏，这孩子就是有福的。
（《歧路灯》第二十一
回）
既然宇宙在膨胀，那么就可能有一个膨胀的起点。（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黑洞既然看不见、摸不着，天文学家又是怎样发现和观察
它的呢?（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此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如来所以现世二相。
（《敦煌变文校注·佛
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夫一色有分不分之理，所以
．．阇梨问某甲，正
当一色时还有向上事也无？（《祖堂集·青林和尚》）
彼时中国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负固不服。（《朱子语类》卷二）|
以佛见佛无异见，以法说法无别说，佛法闻见总现成，当阳直下全
超越。当阳一着，非佛非法，非见非说，非有非无，非异非如，宽
若太虚，明如杲日。所以三世如来于此示生，于此修行，于此悟道，
于此成佛。（《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四）
粘罕已陷太原，斡离不已据真定，朝廷犹集议弃三关地之便否，尚
持论于可弃不可弃之间。金虏所以有“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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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

清

4

现代

0

晚唐五代

1

宋
元

17
1

明

2

清

1

现代

49

之所
以

之诮也。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贞集）|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所以老
奴三十余年，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唐宗社耳。（《新
编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
我问他，如何不说，我所以打他。
（《金瓶梅词话》第九回）|城中兵
6
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水浒传》第五十四回）
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红楼
96 梦》第十回）|这贾菌与贾蓝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红楼梦》
第九回）
它的主要成分是镁、铁、硅元素，所以这一层又称“硅镁层”。（北
50
京大学 CCL 语料库）
齐人之所以务于赋输，用给公上，其大抵馈军实奉边备而已。（《全
0
唐文》卷四百八十三）
0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
（《朱子语类》卷四）
0 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
（《南村辍耕录》卷十）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
（《传习录》
0
卷上）
法兰西国史之所以有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一年，其亦原因于此乎！
0
（《浙江潮·少年军》）
之所以烧油的用户逐渐减少，是因为油价上涨惊人，且瑞典的油税
高达 53%。
（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他之所以能在三星杯半决赛中
1
战胜周鹤洋，就是因为心态好、很放松，正常发挥了水平。
（北京大
学 CCL 语料库）

由表 1 可知上述四个因果连词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有着各不相同的演变历程，
见表 2：
表 2 “既”、“既然”、“所以”、“之所以”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演变统计表
连词
既
既然
所以
之所以

主语位置
主语居前
主语居后
主语居前
主语居后
主语居前
主语居后
主语居前
主语居后

晚唐五代
0.95
0.05
1
0
0.07
0.93
1
0

宋
0.91
0.09
0.33
0.67
0.10
0.90
1
0

时期
元
0.86
0.14
0
1
0.17
0.83
1
0

明
0.94
0.06
0.32
0.68
0.25
0.75
1
0

清
0.96
0.04
0.72
0.28
0.04
0.96
1
0

现代
1
0
0.22
0.78
0
1
0.98
0.02

表 2 中每个因果连词的第一行是主语出现在该因果连词前占出现总数的比例，第
二行是主语出现在该因果连词后占出现总数的比例。可以看出，虽然各个时期的比例
多有不同，但总的趋势能够归纳如下：
第一，就“既”而言，晚唐五代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但在后的用法历经
宋代、元代、明代、清代逐渐减少，到了现代消失，在前用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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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既然”而言，晚唐五代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宋代在后用法产生，
与在前用法一直并存至今，但在后的频率大多数断代都要超过在前的频率；
第三，就“所以”而言，晚唐五代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历经宋代、元代、
明代、清代都是如此，到了现代在前用法消失，在后用法保留；
第四，就“之所以”而言，晚唐五代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历经宋代、元代、
明代、清代都是如此，但到了现代，产生了主语在后的用法，与主语在前的用法并存，
且频率上少于主语在前的用法。我们想知道的是，出现上述演变历程的原因和机制何
在？该问题学术界鲜有论及，也是本文力求解决的。
2.“既”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演变的原因
2.1 晚唐五代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的原因
“既”在先秦可作时间副词，表示某种动作已经完成或某种状态已经实现：
（7）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左传·僖公三十年》）
（8）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两例中的“S 既 VP”并不出现在因果语境中，而下面两例则出现在因果语境中：
（9）既窃利之，敢不识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0）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史记·伍子胥列传》）
（9）是“既VP，q”，“既VP”与q之间有因果关系；（10）是“S既VP，q”，“S
既VP”与q之间有因果关系。此时“既”可两解，看作副词或连词都是允许的。
真正表因连词“既”的形成要满足以下条件，即出现在“既SVP，q”中，且先
行句SVP与后续句q之间有推断因果关系，时间是在晚唐五代：
（11）既功未齐于诸佛，何故名为善知识？（《祖堂集·岑和尚》）
（12）既尽眼勿标，为什摩不许全好手？（《祖堂集·雪峰和尚》）
（11）是原因句的主语“功”在表因连词“既”后，（12）是原因句的主语“尽
眼”在表因连词“既”后。时间副词“既”一般不可能出现在主语前，一旦出现在主
语前，就只能理解为表因连词，出现在主语前正是表因连词的典型位置。
表因连词“既”由表完成义的时间副词“既”演变而来，后者最初用在“S既VP，
q”中。此时VP的主语S只能加在“既”的前面，构成“S既VP”这样一种主谓结构，
“既VP”是对S的陈述。表因连词“既”一旦形成，最初是出现在“既SVP，q”中，
后来才扩展到“S既VP，q”中，也就是说后来“S既VP，q”中的“既”也可以看成
表因连词，时间也是在晚唐五代：
（13）佛既不识，争知是乎？（《祖堂集·富那耶奢尊者》）
（14）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祖堂集·僧璨》）
在晚唐五代的“S既VP，q”中，S与其后的VP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主谓结构，而
这个主谓结构就是q的原因，又因为此时表因连词“既”已经产生，受此影响，“S既
VP，q”中的“既”自然也可被看作表因连词。
Macrolinguist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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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既”后VP如果有主语，只能加在“既”的前面，如（7）
、
（8），所以语法
化为表因连词后，
“既”后VP如果有主语，当然可以加在“既”的前面，这是符合保
持原则的。所谓保持原则，指的是在较实的成分虚化为较虚的成分后，多少还保持着
原来较实成分的一些特点（沈家煊1994：19-20）
。至于可以出现在SVP前，则是受到
了“既VP，q”的同化。晚唐五代时“既VP，q”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在《敦煌变文
校注》和《祖堂集》中共129例，如“既称避难，何得恐吓，仍更踬打，使令坠翮”
（《敦煌变文·燕子赋》）以及“既是千圣，为什摩不识”
（《祖堂集·石头和尚》）。在
“既VP，q”中，整个推断原因都处于“既”后，所以这就形成了一股推动力，使得
推断原因SVP也可出现在“既”后，于是就有了“既SVP，q”，
“既”也从而由时间副
词变为表因连词。
2.2 在后用法到了现代消失，在前用法保留的原因
“S 既 VP，q”和“既 SVP，q”形成后就开始了相互竞争，最终前者沿用了下
来，后者逐渐消亡，因为“既”在主语后的用法没有受到阻碍，而在主语前的用法受
到了音节影响的阻碍。
“既 SVP，q”中句首的单音节“既”必须后接一个单音节成分
才能构成标准音步，而这个标准音步一旦实现，在句法和语义上往往是不合法的，剩
下的部分在句法和语义上也往往是不完整的，这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困难。如“既然恩
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水浒传》第三十四回）
”、
“既功未齐于诸佛，何故名为善知
识”
（《祖堂集·岑和尚》
）”两句，前者中的“既然”为双音节，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
标准音步，这个标准音步一旦实现，与其后的部分之间就会有一个停顿，从而将“既
然”和“恩官在彼”隔成两个组块，而这两个组块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是完整的，不存
在理解上的障碍。后者中的“既”为单音节，本身无法构成标准音步，必须后接“功”
才能构成标准音步，这个标准音步一旦实现，与其后的部分之间就会有一个停顿，从
而将“既功”和“未齐于诸佛”隔成两个组块，而这两个组块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是不
完整的，因为“既功”说不通，不合法，剩下的部分“未齐于诸佛”虽说得通但缺少
主语，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并且就“既 VP”而言，标准音步实现后“既”与 VP 之
间没有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在 VP 前插入 S 是比较困难的，即由“既 VP，q”变为
“既 SVP，q”是比较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既 SVP，q”的用法越来越少，直至消
亡。
3.“既然”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的演变
3.1 晚唐五代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宋代在后用法产生的原因
在东汉，表完成义的时间副词“既”后可加上指示代词“然”构成一个状中结构
“既然”，义为“已经这样”：
（15）天星既然，又四国失政相似，及为王室乱皆同。（《汉书·五行志》）
（16）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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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唐五代，时间副词“既”变成了表因连词，所以“既然”就有了“既然这
③
样”的意思。但由于“然”在当时的口语中多作后缀使用 ，指示代词的用法已退出
了口语，所以人们也就逐渐不再把“既然”中的“然”理解为指示代词了，而将其看
作后缀，附在前面的“既”上，于是构成了一个新的双音节表因连词“既然”：
（17）既然如此，今日一会，当为何人？（《祖堂集·福先招庆和尚》）
（18）既然任摩，何用更见贫道？（《祖堂集·慧忠国师》）
“既然”在晚唐五代形成后，后面只接指示代词“如此”、
“任摩”，这是因为“既
然”本有“既然这样”之义，现在“然”已作后缀用了，不再表示“这样”了，那么
就必然要用别的指示代词去表示“这样”。
“既然”在晚唐五代产生后，很快就脱离了“既然这样”的语义框架，出现了主
语在前的用法：
（19）彼戎既然杀戮，去者宁不夷伤？（《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二）
（20）社稷既然有奉，人民于是知归。（《全唐文》卷一百十三）
宋代又出现了主语在后的用法：
（21）既然事出意外，要须直下承当。（《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五）
（22）既然草偃风行，不免随波逐浪。（《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二）
这很显然是受到了形式相似语义相同的表因连词“既”的类推。“既”有“S 既
VP，q”和“既 SVP，q”两种用法，
“既然”一开始只能接指示代词，不能用在主语
前或主语后，但后来受“既”的同化，把“既”出现在主语前和主语后的用法类推到
了自己身上，于是就有了“S 既然 VP，q”和“既然 SVP，q”。
3.2 在后用法与在前用法一直并存至今，但在后的频率大多数断代都要超过在前
的频率的原因
“S 既然 VP，q”和“既然 SVP，q”形成后就开始了相互竞争，最终二者都沿
用了下来，但后者的频率多高于前者。与“既”的主语在后用法逐渐消亡相比，“既
然”的主语在后用法却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恰好与“既”形成了互补。这种互补形成
的一个重要缘由是“既然”是双音节，而“既”是单音节。“既”与“既然”起初后
面只能接 VP，后来才可以接 SVP，但“既然”接 SVP 显然比“既”接 SVP 更容易
被人接受，因为句首的双音节音步是优先实现的（冯胜利 2009：3），
“既然 SVP，q”
中双音节的“既然”处于句首，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组块而先得到认知，剩下的原
因 SVP 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是完整的，并且就“既然 VP，q”而言，“既然”与 VP 之
间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在 VP 前插入 S 是比较容易的，即由“既然
VP，q”变为“既然 SVP，q”是比较容易的，这也是“既然 SVP，q”能在近代汉语
和现代时期大行其道的原因。在近代汉语中，修饰 SVP 的副词多是双音节副词，也
④
是这个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与“S 既 VP，q”的频率各个断代都要超过“既 SVP，
q”的频率相反，
“S 既然 VP，q”自产生之时起，其频率大多数断代都要小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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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P，q”的频率，这很明显是受到了整个语言系统的调节作用影响。因为“S 既然
VP，q”和“S 既 VP，q”在表意上完全一致，所以如果在使用频率上再一致的话，
就有悖于语言的经济性，于是在语言系统的调节下，二者在使用频率上呈现出了完全
相反的情形。
4.“所以”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的演变
4.1 晚唐五代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的原因
王力（1980：400）指出，
“所以”原先是表示“……的原因”的凝固结构，可以
出现在如下句子中：
（23）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左传》僖公七年）
（24）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两句中的“所以”很像表果连词，但实际上仍是短语。只有在出现于句首并后接
SVP 且 SVP 后的“也”字脱落的情形下才由凝固结构真正变为了连词，他举的是唐代
的例子：
（25）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杜甫诗）
后来陈秀兰（1998：96）认为是在汉魏之际，见于汉魏佛经：
（26）于后一时，有一土蚤来到虱边，问言：“汝云何身体肌肉肥盛？”虱言：
“我所依主人常修禅定，教我饮食时节，我如法饮食故，所以身体鲜肥。”
（东汉失译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
（27）汝等当知，骄慢之结，多诸过咎，无所利益，所以众生不成道果，无不由
此。（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下）
陈文的说法是可信的。汉魏佛经口语性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中土文献，因而完全
有可能出现连词“所以”
，这也是目前依照王力先生的标准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例证。
表果连词“所以”是由表原因义的所字结构“所以”演变而来。“所以”在先秦
是一个所字结构，可指称某种行为或状态出现的原因，可用于判断句“p，S 所以 VP”
中：
（28）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
《左传·僖公六年》）
（29）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
（《荀子·致士》）
表原因义的所字结构“所以”均是加在 VP 前，因为“所以 VP”按层次分析应
是“所（以 VP）”，原因介词“以”与其后的悬空宾语一起修饰 VP，接着指示代词“所”
再与“以 VP”构成一个所字结构以提取并指称其中的悬空宾语，即“所（以 VP）”
。
只不过“所”与“以”是紧密相连的，恰好构成了一个双音节的组合，符合基本音步
的要求，并且二者在一起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X 的原因”，而作为结果的 X 正
是其后的 VP，因此就发生了重新分析，使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凝合，即“（所
以）VP”。至于 VP 的主语，最初只能加在“所以”的前面，构成定中结构“S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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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先秦的“所以 VP”中，起初“以”与 VP 结合得比较紧密，中间一般不能插入
VP 的主语 S，后来“以”与“所”之间的凝固性逐渐提高，相应地与 VP 的距离也就
疏远了，以致最终可以将“所以”前的主语 S 插入到“所以”与 VP 之间，以构成一
个完整的结果，这样就使得“p，所以 SVP”出现了，为表果连词“所以”的形成奠
定了句法基础。
表果连词“所以”自汉魏之际产生后，使用频率并不高，后来才逐渐上升，并有
了所接结果句的主语出现前的例子，时间是在南北朝：
（30）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世说新语·德行》
）
（31）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世说新语·言语》）
（30）是结果句的主语“去之”加在表果连词“所以”前，（31）是结果句的主
语“厚地”加在表果连词“所以”前。先秦时期的“p，S 所以 VP”发展到后来，
“S
所以 VP”后的“也”可以脱落，且“所以”前的 S 与其后的 VP 可以构成一个完整
的主谓结构，而这个主谓结构就是前面原因句的结果，又因为此时表果连词“所以”
已经产生，受此影响，“p，S 所以 VP”中的“所以”自然也可被看作表果连词。表
原因义的所字结构“所以”后 VP 如果有主语，只能加在“所以”的前面，如（28）、
（29），故而语法化为表果连词后，
“所以”后 VP 如果有主语，当然可以加在“所以”
的前面，这是符合保持原则的。
4.2 到了现代在前用法消失，在后用法保留的原因
“p，S 所以 VP”和“p，所以 SVP”形成后就开始了相互竞争，但最终后者逐
渐占了优势，一直用到现代汉语中，而前者的运用则很受限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
以致最终消亡。联系项居中原则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据刘丹青（2003：69），Dik
（1997：405-416）曾提出了联系项居中原则，指出联系项的优先位置是在两个被联
系的成分之间，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那么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
这里联系项包括连词、介词、格标记、从属小句引导词以及修饰语标记等，其作用就
是将两个有并列或主从关系的成分连接成一个更大的成分。储泽祥、陶伏平（2008：
411-421）认为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因果复句关联标记居中原则”，即因果复句关联标
记的优先位置为：在原因句与结果句之间，如“距离很远，所以他的话根本听不清楚”；
如果关联标记位于原因句或结果句之上，则它会在原因句或结果句的边缘位置（前端
或末端），如撒拉语的原因句末端常有一个表因附缀；或在原因句或结果句结构核心
的边缘位置，如“他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室内的空气因此轻松了很多”。正因为涉
及到了优先位置，所以联系项居中原则可以迫使居中但不典型的联系项居中且典型，
也就是说迫使它们向优先位置靠拢。
“p，S 所以 VP”和“p，所以 SVP”均符合联系
项居中原则，但后者比前者更典型，因为后者处于正中央，前者受到了 S 的阻隔，处
于稍偏正中央的位置。如果是前者，那么表果连词就会受到联系项居中典型形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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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迫使它移至 SVP 前，即迫使它由主语后移至主语前。
5.“之所以”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的演变
5.1 现代之前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的原因
表果连词“之所以”的产生与“所以2”相仿，只不过前者多了一个所字结构“所
以”与定语标记“之”凝合成非短语结构的过程。“之所以”在先秦是一个非短语结
构，可指称某种行为或状态出现的原因，多用于判断句“S之所以VP者，p也”中。
其中S是对“所以VP”修饰的定语，同时S也是VP的主语：
（32）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韩非子·人主》
）
（33）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国语·晋语》
）
东汉时期，原因句后的语气词“也”脱落了，并且“之所以”可以同表因连词“以”
搭配：
（34）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
（《论衡·治期》）
此例中“之所以”理解为表果连词也未尝不可，但结果句“世为乱者”仍有复指
“世为乱”的“者”，因此全句仍有理解为判断句的可能，而确定无疑的表果连词是
在后接VP且VP后的“者”和原因句后的“也”脱落，同时与表因连词搭配的情形下
⑤
才形成的。以此为标准，表果连词“之所以”形成于东汉 ：
（35）今帝王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
（《太平经》卷一百十七）
“所以”在先秦是一个所字结构，可指称某种行为或状态出现的原因，可用于判
断句“S之所以VP，p”中，因而“之所以”在变成表果连词后，自然有主语在前的
用法。表果连词“之所以”形成后，使用频率并不高，到宋代才稍微多了起来：
（36）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朱子语类》卷四）
（37）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
（《朱子语类》卷
十三）
与“所以2”一样，由于“之所以”的文言性较强，因此在其形成后可与一些文
言虚词共现，如语气词“也”：
（38）性之所以无不善，以其出于天也。（《朱子语类》卷五）
（39）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于气也。（同上）
这里的“也”没必要再理解为表判断语气的了，而应该理解为表一般的确定强调
语气。后来还出现了很少见的“S1之所以S2VP，p”：
（40）人之所以思虑纷扰，只缘未实见得此理。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
“S1之所以S2VP，p”虽然是主语S2处于表果连词“之所以”后，但却有一个位
于句首的话题S1，所以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主语在后的情形，真正意义上的主语在后
的情形应该是因果连词位于句首且主语在其后的。
表果连词“之所以”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出现在话题与主语间或
主语与谓语间，不能出现在句首，这是因为“之所以”中的“之”原本是个连接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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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心语的连词，通常必须同时与定语和中心语并存，缺一不可，因而演变为表果连
词后，由于保持原则的影响才变得如此。
5.2 现代产生了主语在后的用法，且频率上少于主语在前的用法的原因
到了现代汉语中，
“之所以”可以用于句首（包括在 VP 前和在 SVP 前）。究其原
⑥
因，一是随着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的急剧增加 ，表果连词“之所以”的词汇化程
度自然会进一步加深，这很显然是受了频率原则的影响。所谓频率原则，指的是实词
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虚化的结果又提高了使用频率（沈家煊 1994：19-20）
。
一旦“之所以”在内部结构上更加凝固了，那么“之”也就失去了原先必须同时与定
语和中心语并存这样的用法，所以就为出现在句首奠定了基础。二是受到了印欧语尤
其是英语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质上也是一种同化。也就是说，此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
形成印欧语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英语中的相似句式很普遍：
（41）The reason it's in green is because when you put the unit down, you want your
eyes to remain dilated, so you can see in dim light.（北京大学 CCL 汉英双语语料库）
（42）The reason I know this and you don't is because I'm younger and pure, so I'm
more in touch with cosmic forces.（北京大学 CCL 汉英双语语料库）
五四之后人们常把“the reason q is because p”译成“之所以 q，是因为 p”，如上
面两句可译为“之所以它是绿色的，是因为当你放下这个装置时，你希望你的眼睛保
持扩张，因此你能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到”和“之所以我知道这个而你不知道，是因为
我更年轻纯洁，所以我更能接触到宇宙的力量”
。大量地把句首的“the reason”翻译
成“之所以”显然对现代汉语中的“之所以”可以用在句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只不过这两种对“之所以”出现在主语前起到推动作用的力量比不上保持原则的力量
大，所以就“之所以”而言，虽然现代产生了主语在后的用法，但频率上仍少于主语
在前的用法，更何况主语在前的用法也没有受到阻碍。
6.语法运筹：因果句主语位置演变中若干因素的作用
引言部分描述了“既”、
“既然”、
“所以”、
“之所以”对应的因果句主语位置的演
变历程，接下来解释了相应的原因，据此原因可以归纳出左右该历程的机制，即语法
运筹的具体方式。
也就是说，演变的结果究竟如何，无非是两种力量在起作用，其一是推动主语在
前的力量，其二是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如果前一种力量超过了后一种力量，主语就
会在前，主语在后的用法就会逐渐消失，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不了主语在后
的用法，即使产生，相应频率也不会超过主语在前。如果后一种力量超过了前一种力
量，主语就会在后，主语在前的用法就会逐渐消失，即使不消失，在前频率也会低于
主语在后。这与马清华（2005：387-416）首提的系统运筹语法理论不谋而合。系统
运筹语法理论的精髓在于系统考察了语言自组织和他组织运动中决定性常量和干涉
性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了语言内部的自律、竞争、协调机制和原理。据此
我们也可以说，汉语语法是有自组织能力的，会在内部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使整个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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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不经济变得经济，由不对称变得对称。这个调整就体现在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
和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相互竞争上，具体来说，是体现在若干因素对主语的作用上。
就“既”而言，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是保持原则，因为副词“既”后 VP 如果有
主语，只能加在“既”的前面，所以语法化为表因连词后，
“既”后 VP 如果有主语，
当然可以加在“既”的前面。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是同化。晚唐五代时“既 VP，q”
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在“既 VP，q”中，整个推断原因都处于“既”后，所以这就形
成了一股推动力，使得推断原因 SVP 也可出现在“既”后，于是就有了“既 SVP，q”。
前一种力量没有遇到阻碍，而后一种力量在发展中则遇到了阻碍，这个阻碍就是音节
的影响。“既 SVP”中句首的单音节“既”必须后接一个单音节成分才能构成标准音
步，而这个标准音步一旦实现，在句法和语义上往往是不合法的，剩下的部分在句法
和语义上也往往是不完整的，这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困难。并且就“既 VP”而言，标
准音步实现后“既”与 VP 之间没有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在 VP 前插入 S 是比较困
难的，即由“既 VP，q”变为“既 SVP，q”是比较困难的。从晚唐五代到现代，保
持原则的力量一直未受任何影响，因此主语可以一直出现在前；同化的力量则受到了
音节影响的阻碍，以致最终消亡。
就“既然”而言，推动主语在前和在后的力量均为同化，这很显然是受到了形式
相似语义相同的表因连词“既”的类推。
“既”有“S 既 VP，q”和“既 SVP，q”两
种用法，
“既然”一开始只能接指示代词，不能用在主语前或主语后，但后来受“既”
的同化，把“既”出现在主语前和主语后的用法类推到了自己身上，于是就有了“S
既然 VP，q”和“既然 SVP，q”
（当然受类推出现的这两种形式前者出现得稍早一些，
后者出现得稍晚一些）。与“既”不同的是，上述两种力量均未受到任何阻碍，因此
主语可以一直出现在前和在后。音节因素对“既”产生的是消极作用，但并未对“既
然”产生消极作用，因为“既然”是双音节，后接 SVP 显然比“既”接 SVP 更容易
被人接受，因为句首的双音节音步是优先实现的，
“既然 SVP，q”中双音节的“既然”
处于句首，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组块而先得到认知，剩下的原因 SVP 在句法和语
“既然”与 VP 之间有一个短暂的停
义上都是完整的，并且就“既然 VP，q”而言，
顿，在这种情况下，在 VP 前插入 S 是比较容易的，即由“既然 VP，q”变为“既然
SVP，q”是比较容易的。从晚唐五代到现代，同化的力量一直未受任何影响，因此
主语可以一直出现在前和出现在后。但受经济性原则的影响，出现在后的频率要高于
出现在前。
就“所以”而言，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是保持原则，因为表原因义的所字结构“所
以”后 VP 如果有主语，只能加在“所以”的前面，故而语法化为表果连词后，“所
以”后 VP 如果有主语，当然可以加在“所以”的前面，这是符合保持原则的。推动
主语在后的力量则是重新分析，具体地说，就是原先为“所（以 VP）”，但“所”与
“以”是紧密相连的，恰好构成了一个双音节的组合，符合基本音步的要求，并且二
者在一起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X 的原因”，而作为结果的 X 正是其后的 VP，
因此就发生了重新分析，使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凝合，即“（所以）VP”。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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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力量没有遇到阻碍，而前一种力量则遇到了阻碍，这个阻碍就是联系项居中原则
的影响。联系项居中原则可以迫使居中但不典型的联系项居中且典型，也就是说迫使
它们向优先位置靠拢。“p，S 所以 VP”和“p，所以 SVP”均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
但后者比前者更典型，因为后者处于正中央，前者受到了 S 的阻隔，处于稍偏正中央
的位置。如果是前者，那么表果连词就会受到联系项居中典型形式的影响，迫使它移
至 SVP 前，即迫使它由主语后移至主语前。从晚唐五代到现代，重新分析的力量一
直未受任何影响，因此主语可以一直出现在后；保持原则的力量则受到了联系项居中
原则影响的阻碍，以致最终消亡。
就“之所以”而言，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是保持原则，因为“之所以”中的“之”
原本是个连接定语和中心语的连词，通常必须同时与定语和中心语并存，缺一不可，
因而演变为表果连词后，由于保持原则的影响才变得如此。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则有
两种，一是因为随着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的急剧增加，表果连词“之所以”的词汇
化程度自然会进一步加深，这很显然是受了频率原则的影响。一旦“之所以”在内部
结构上更加凝固了，那么“之”也就失去了原先必须同时与定语和中心语并存这样的
用法，所以就为出现在句首奠定了基础。二是受到了印欧语尤其是英语的同化影响。
也就是说，此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形成印欧语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英语中的相似
句式如“the reason q is because p”用得很普遍。五四之后人们常把“the reason q is
because p”译成“之所以 q，是因为 p”。大量地把句首的“the reason”翻译成“之所
以”显然对现代汉语中的“之所以”可以用在句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晚唐五
代到现代，前一种力量没有遇到阻碍，因此主语可以一直出现在前；但后两种力量显
然是到了五四之后也就是现代汉语中才可能会出现，原因是受到了保持原则的阻碍，
因此到了现代汉语中主语才可出现在后。只不过这两种对“之所以”出现在主语前起
到推动作用的力量比不上保持原则的力量大，所以就“之所以”而言，虽然现代产生
了主语在后的用法，但频率上仍少于主语在前的用法。
上述演变归根结底，是一个对强式和弱式的对称性进行维护的过程。所谓强式，
指的是主语既可以出现在其前，又可以出现在其后；所谓弱式，指的是主语只能出现
在其前，不能出现在其后，或主语只能出现在其后，不能出现在其前。从宋代到清代，
强式和弱式的分布都是不经济的，因为就表因连词而言，“既”和“既然”的语法意
义完全一致，都是表推断原因的，经济的分布应该是像晚唐五代和现代那样，一个强
式一个弱式，但现在却是二者都是强式。至于“所以”和“之所以”，它们的语法意
义也完全一致，都是表说明原因的，从晚唐五代直到现代的分布均是经济的，均为一
个强式一个弱式。所以，从晚唐五代直到现代，“既”、“既然”、“所以”、“之所以”
在位置上的分布呈现出一种“经济（对称，两强两弱）→不经济（不对称，三强一弱）
→经济（对称，两强两弱）”的发展脉络，而这种脉络的出现，恰好说明句法中存在
不同要素的运筹，最终会使得强式和弱式的分布由不经济变得经济，由不对称变得对
称。具体情形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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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四个因果连词的主语相对位置变化统计表

既
既然
所以
之所以

晚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现代
强式 弱式 强式 弱式 强式 弱式 强式 弱式 强式 弱式 强式 弱式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
前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前/后
后
前
前
前
前
前
前/后

7.结论
综上所述，从晚唐五代到现代，因果连词“既”
、
“既然”
、
“所以”、
“之所以”对
应的主语位置发生不同变化的关键就在于句法运筹的具体方式不同，从而导致推动主
语在前的力量和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大小不一样，具体情形见表 4：
表 4 影响主语位置演变的因素
音节
重新 联系项居 频率 经济性
保持
结果
同化
影响
分析 中原则 原则 原则
原则
原先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
推动主 推动主 阻碍主
既
最后在后用法消失
语在前 语在后 语在后
原先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不
推动主
阻碍主 久在后用法产生，且两种位置一直
语在前
既然
语在前 保留了下来，但在后用法的频率超
推动主
过在前用法
语在后
原先主语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
推动主 阻碍主
推动主
所以
最后在前用法消失
语在后 语在前
语在前
原先主语只能在前，不能在后，经
推动主
之所 推动主 推动主
历了相当长时间在后用法才产生，
语在后
以 语在前 语在后
但在后用法的频率低于在前用法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既”受到了保持原则、同化、音节阻碍的作用。其中保持原则是推动主
语在前的力量，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主语在前，同时该力量未受阻，于是到了现代汉
语中主语在前；同化是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主语在后，但该力
量受阻，具体说来是受到了音节阻碍的作用，这样主语在前的力量就大于主语在后的
力量，于是到了现代汉语中主语在后用法消失。
其二，
“既然”受到了同化和经济性原则的影响。同化既是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
也是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所以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主语在前，宋代主语在后（晚唐
五代时间不长，仅一百二十余年，接下来就是宋代，所以对“既然”而言，主语出现
在前和出现在后也勉强可以看作出现在同一时期），同时两种力量都未受阻，于是到
了现代汉语中主语既在前，又在后。但经济性原则只能推动主语在后，所以总的看来
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更强些，因而在后用法的频率超过在前用法。
其三，“所以”受到了保持原则、重新分析、联系项居中原则的作用。其中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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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主语在后，同时该力量未受阻，于
是到了现代汉语中主语在后；保持原则是推动主语在前的力量，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
主语在前，但该力量后来受阻，具体说来是受到了联系项居中原则的作用，这样主语
在前的力量就小于主语在后的力量，于是到了现代汉语中主语在前用法消失。
其四，“之所以”受到了保持原则、同化、频率原则的作用。其中保持原则是推
动主语在前的力量，该力量使得晚唐五代主语在前，同时该力量未受阻，于是到了现
代汉语中主语在前；同化和频率原则是推动主语在后的力量，但这两种力量显然是到
了五四之后也就是现代汉语中才可能会出现，原因是受到了力量高于二者的保持原则
的阻碍，因此到了现代汉语中主语才可出现在后，且出现在后的频率低于出现在前，
这是因为主语在前的力量大于主语在后的力量。
附注：
① 调查的语料晚唐五代有《敦煌变文校注》、
《祖堂集》以及《全唐文》，宋代有《朱子语类》和《三
朝北盟会编》中的六篇《燕云奉使录》
、
《茅斋自叙》、
《靖康城下奉使录》、
《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
录》、《绍兴甲寅通和录》、《采石战胜录》以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张协状元》，元代有《新刊
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以及《南村辍耕录》、《通制条格》
，
明代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以及《传习录》，清代有《红楼梦》、《歧路灯》以及《浙江潮》，
现代汉语的 50 例则选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的应用文部分。
② 对“既然”而言，由于所能够找到的语料的限制，元代只能找到因果句主语出现在后而找不到
因果句主语出现在前的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代没有因果句主语出现在前的用法。因为晚唐五代、
宋代以及明代、清代、现代都有因果句主语出现在前的用法，唯独元代没有，所以可以推出这是受
到了语料的限制，而非语言发展的自身原因导致的。一种用法在以前的时期出现过，在以后的时期
也出现过，唯独在当下没有，这就意味着该用法经历了“存在（晚唐五代）→存在（宋代）→消失
（元代）→存在（明代）→存在（清代）→存在（现代）”这样一个演变途径，而这种演变途径很
明显不符合语言发展的逻辑，因而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尽管在语料上找不到相应的例证，但我们
根据语言演变规律可以断定元代有因果句主语出现在前的用法，只是出现频率不高而已，在现有语
料中体现不出来。
③ 据王云路（2010：327-333），中古时期“然”常附在时间副词后作后缀用，有“忽然”、“奄然”
等，且副词后缀与连词后缀是相通的，如“当”、“复”、“是”既可作副词后缀，也可作连词后缀。
另外“然”不仅可作副词后缀，还可作形容词后缀，如“坦然”、“惘然”等。
④ 杨荣祥（2005：202-203）列出了一些修饰 SVP 的副词，有“元来”、“果然”、“必然”、“的定”、
“怕”、“大抵”、“忽然”、“早晚”等 8 种。其中除了“怕”是单音节外，其他 7 个都是双音节。
⑤ 肖奚强、王灿龙（2006：531-536）考察了“之所以”的词汇化过程。文中描述的过程与我们相
似，并且认为到南宋时期，“之所以”的表果连词用法已相当成熟。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但说的并
非是形成时期。表果连词“之所以”应形成于东汉，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到了宋代才变得成熟。魏
晋、南北朝和唐代均有用例：
（a）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
（《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
（b）丈人之所以未极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二）
（c）齐人之所以务于赋输，用给公上，其大抵馈军实奉边备而已。（《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三）
（d）但臣之所以奉檄载驰，释巾从务，贪荣徇禄，惟迫于甘旨。（《全唐文》卷二百十九）
⑥ 贺阳（2008：153-156）通过对明清和现代的口语语料的调查，发现表示假设、条件、因果、转
折四种逻辑关系的连词在后者中用得远比前者频繁，并认为起初汉语的主从复句分句与分句之间重
意合而轻形合，而英语等印欧语则重形合而轻意合，但由于清末以来汉语受到了英语等印欧语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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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影响，因而也变得重形合而轻意合了，这是一种欧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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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Positions of Causal Sentences from
Early Modern Times to Modern Times
Li Weizheng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From early modern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the subject positions of causal
sentences containing causal conjunctions “jì (既)”, “jìrán (既然)”, “suǒyǐ (所以)” and
“zhīsuǒyǐ ( 之 所 以 )” appeared four different changes, and formed four different
evolutionary ways. Each way developed under the competition of two forces promoting the
subjects to the front or to the back. Each force formed by inferences of different factors.
The size of the forces and whether they were hindered are also different.
Keywords: causal sentence, subject, position, early 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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