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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变引起的语言功能磨损
及其补偿方案研究

以美洲西班牙语动词词尾

的噬音脱落现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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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各平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使得语言 
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时刻都能处于动态平衡。 语言任一平面上所发生 
的变化，都会通过这种互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其他平面，迫使 
后者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美洲西班牙语动词词是的噬音发生了脱落 
音变，该音变在句法和语义平面上都对语言造成了功能磨损。 为了 
弥补这种磨损，美洲’｜西班牙语中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补偿方案，并 
诱发了语言在其他平面土的链式演变。
关键词：音变；功能磨损；功能补偿；噬音脱落；美班｜西班牙语

＊本文在写作过程11『斜到了北京外因itt大学的·7im语系的常相良教授的支持和指导 ，

吨’教授)lij卖了本文的初附:Jt－挺山了宝贝的修改磁见 ， 此外 ， i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if慧f战友
+ri日WJ ,1导以，，iJ复旦大学阳书馆时削外文资料 ， 洲在此一并致以峨挚的i身J意u

276 外语与文化研究

一
、

毛在 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一直秉承各平面孤立分

隔的原则，这种错误的认识论一 直到生成语法时代才逐渐被纠正。

生成语言学家在研究音系时发现，低平面的语音分析和高平丽的语

法分析问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①，这种互动关系研究随后被推广

到了语言其他平面的研究之中，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家而言，互动关系研究

为历史语言学提供了？个崭新的视角，打破了结构主义大一统的局

面。 在语言演变过程中，语言各平面问的互动关系使得语言能够处

于动态平衡状态。 以A、B平面间的互动关系为例，在语变发生前，

A平丽和B平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一旦A平面发生语变，语变对

A平面的结构造成直接破坏，进而对A、B平面间的相对稳态关系造

成破坏，语言学家将之称为语言在A平面上所遭受的功能磨损②
O

A平面上发生的语变一方面通过A飞B·,1l面间的互动关系来试图推

动B平面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语变；另 一 方面，B平面则为维持自身
惯性，通过互动关系反作用于已发生语变的A平面，试图对A平面

上已出现的磨损进行功能补偿。

在美洲西班牙语中，动词词尾的｜阪音友生大规模脱落音变，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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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了语J言其他平面上的链式演变。
“

美洲西班牙语”是一 系列分

布于美洲不同地区的西班牙语方言的集合。！坠音，即音素／s／①的发

音。瞠音脱落，或通俗称为词末音段／－s／的
“

吞音
”

，指处于音节末的

音段／－s／逐渐弱化并最终脱落的音变现象，是i监音弱化最为极端的
形式，其音系表达式可记为1-s／→臼／一一ρ。词尾�丝音脱落现象

广泛存在于美洲西班牙语方言中，已然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方音。该音

变现象历来受到西班牙语方言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们的重视，但受结

构主义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仅
仅停留在简单的描写平面。美国语言学家 Poplack 第一个打破了这种
限制，她在八十年代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语音和形态互动
关系的角度对波多黎各西语方言变体中的名词词尾l监音脱落现象’进

行了研究③。其后，语言学家 Hochberg 又从语音和句法互动关系的

角度，对波多黎各西班牙语方言中瞠音脱落现象做了研究③。Cam向

eron 在前面两位语言学家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比较
了波多黎各方言和马德里方言中胞音脱落所引发的句法演变③。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试图将考察样本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美洲

其他地区的西班牙语方言中，对不同地区该音变现象催生的不同的功

能补偿方案进行了定性和比较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生成

理论中一致性原则和隐主语的分析方法，对脱落引起的功能磨损、补

偿方案以及不同补偿方案所诱发的链式演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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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磁音脱落的音标记录规则参考Penny, R.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Spaiiish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22-125 ， 下文问。
② 音系表达式的记录规则可参考赵忠德：《背系学》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一） I些音弱化的发生

音节末的胞音弱化是西班牙语方音演变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人

在发音过程中的一种经济化倾向。按弱化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

四类：最轻的也音弱化表现为气化。侯音，如 estas mesas : [ es-tas-me

sas] > [eh-ta11 -me-sah ］；程度稍重则表现为瞠音在气化后，因共时语流
音变中的同化作用沾染上后一音节首的辅旨音素的特征，如 obispo:

[ o-l3i'.s-po] > [ 0-1311, 
-po] > [ o-l3fl'-po ］；同化程度进一步加强，气化喉

音完全同本音节的元音和后一音节首的辅音音素融合，迫使元音发生

低化，浊音则清化、甚至完全气化，如 los disgustos: [ los-dis-ws-tos] > 

[loh -d?-wh -to
h] > [b-0i-ht

i句］；脱藩是弱化最为极端的类型，音节
末的／－s／完全脱落，例如 otros: [ 6-tros] > [ 6心o

h ]> [6－衍。 （ h) ］。
按发生音变的音节在词汇中位置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

型：词内音节末的�丝音弱化，如e巨ta、绝对词尾音节来的｜坠音弱化，如
esta� 、停顿前词尾音节末的l监音弱化，如 esta� mesas。位置划分并不

是绝对的，通常情况下为保证语义的区别性特征不完全消失，处于单

音节词或单音节词萦末的眩音弱化程度要比其他情况来得弱。例如
在单音节单词 ma艺中，词尾I监音弱化倾向要明显比jam句中词尾�丝音

的弱化来得弱；又如动词第一人称复数的变位词尾中词素－mos 中音节
末的I坠音弱化倾向要明显比 mismos 中词尾的I胆音弱化来得弱①。

2006 ，第180-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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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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