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协和语”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1.1 “协和语”的定义

“协和语”指的是1894-1945年间发源于旅大，

后蔓延至我国东北，再扩大到我国各地的一种中

日混合语。中谷萤光生（1925）中有如下记述：

“「メシメシ進上」「カイカイデガンホーヂ（干活

计）」「ターターデポコペン」「ニーヤプシンヂャ

ナイカ」。こんな珍妙な言葉は、市内の随處否啻

に大連のみならず、邦人の居住する中国の地の

何處へ行つても日中人間に猛烈に使はれてゐる。

不自然な言葉、換言すれば所謂国籍不明の言葉

である。…”。[1]文中这种所谓“不自然”的语言，

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协和语”。

“协和语”是皮钦语（pidgin）的一种。皮钦语

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由于交流的现实

需求而强行磨合出的一种中间性语言[2]。皮钦语

产生于语言接触，保留的是交流中最必要的语言

信息，因而接近元语言（meta-language），它的特征

是：（Ⅰ）语音系统简化；（Ⅱ）词汇数量有限；（Ⅲ）

缺乏语法的复杂性。比如印欧语里名词、代词有

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有时和态的变化，在皮钦语里

这些通常会被省略掉。

我国曾经以广东为中心产生过皮钦语，后来

对外商贸中心转至上海，又产生了“洋泾浜语”，都

是中英语（或汉语与欧洲各语）混合的产物。而在

我国东北地区，由于与日本入侵者交流的实际需

要，也产生了以上述「メシメシ」为代表词汇的日

式皮钦汉语，或者叫日式洋泾浜，这种语言在历史

上曾有许多称谓，如“日支合辦語”[3]“ぽこぺん支

那語”[4]等，它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名称，叫“协和

语”。这一名称虽然在非正式场合较为广泛使用，

但来源并不翔实，或与伪满洲国“五族协和”的口

号有关[5]。其正式见于可考的官方文献是1954年

5月号的《中国语文》。樱井隆经过缜密的考证后

认为：“协和语是在中国人中使用的名称，后来被

引入到日语”（樱井隆，2015：94）。此后这个名称

也被宫雪（2014）、于湘泳、张守祥（2014）等研究采

用，因此本文也暂且使用该名称。

“协和语”从 1894年起随着日军入侵我国而

诞生，在历史上使用范围相当广，据1939年的《朝

日新闻》统计，当年日本在华人口为15万人，而在

日军宣布投降时，达到 60万人。其中使用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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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的有几十万人（樱井隆，2015：8）。1945年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从我国撤军，“协和语”开始

迅速消亡（樱井隆，2015：304）。作为实际交流使

用的工具消亡后，“协和语”在汉语中留下一些残

余，如上述 1954年 5月号《中国语文》就是发文进

一步肃清残余的“协和语”的。建国后的抗战老电

影，如《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出现 25 句“协和

语”、《黄河少年》22句、《小兵张嘎》19句，可见“协

和语”又以影视语言的形式活跃过一次。

“协和语”的一些词汇至今仍然是汉语中的理

解词汇，如“米西米西”“八嘎呀路”等，但不属于使

用词汇。此外，在“协和语”的发源地——大连的方

言中，至今仍保留一小部分“协和语”词汇，比如把衬

衫称为“晚霞子（ワイシャツ）”、把下水井称为“马葫

芦（マンホール）”等，但使用者以老年人为主。为

明确研究对象的所指范围，本文把“协和语”限定在

1894-1945年之间，因为只有这期间的“协和语”才

是在交际中产生的，并起到交际作用的语言。对

1945后至今的流变，则留作今后考察的对象。

1.2 “协和语”的研究现状

“协和语”是皮钦语的一种。大部分的皮钦语

是随着殖民主义扩张，在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属于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因此迄今为止的皮钦语

研究主要是在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下展开的。社会

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不同

的社会群体，如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

差异，如何反应在语言上。这决定了皮钦语研究

的走向。

另一方面，普遍语法认为由两种及两种以上

自然语言磨合产生的混合语（即皮钦语）代表了人

类语言的本质，所以皮钦语是比自然语言更好的

研究对象[6]。但迄今为止的国际上的皮钦语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英语等印欧语为高层语的皮钦语

上。日本的皮钦语研究界对日英皮钦语的重视也

远超过日汉皮钦语（樱井隆，2015：2-3）。

具体到“协和语”的研究，以中日两国为主。

日本方面有张守祥（2011）、樱井隆（2015），河崎み

ゆき（2016）等。其中樱井隆（2015）所收史料最详

尽，充分开发了报纸、战争回忆录、战时日记、军用

明信片等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整

理。但樱井隆的研究侧重记述史料，缺乏对“协和

语”这种语言本身的深入剖析。河崎みゆき

（2016）则以日语与上海话之间的混合语为对象，

研究的是“协和语”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变体；国内

方面，笔者以“协和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

行文献搜索，结果显示共11篇文献，除去“华北协

和语言学校”这样的偏差结果，共获相关文献 9

篇。其中有宫雪（2014）及其一系列相关论文，及

于湘泳、张守祥（2014）等。另外，以“皮钦日语”和

“洋泾浜日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找到文献 0

篇，由此可见相关研究的数量有限。宫雪、张守祥

的研究与樱井隆（2015）在资料使用方面有交集，

而分析部分侧重的则都是社会语言学角度，比如

分析“协和语”为“官制文化”、“奴化教育”等的产

物等。同样没有从语言学角度对“协和语”做较为

深入的分析。

总体来说，“协和语”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研

究或偏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缺乏严格意义上的

接触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做支撑，如没有关

注“协和语”作为皮钦语的变异（language varia-

tion）和变化（language change）等问题；或注重社

会学角度，把“协和语”看成是政策、教育等的产

物。与之相比，本文更注重的是语言学的角度，也

就是把“协和语”当成一种语言来看待。尽管“协

和语”已经消亡，但正视其历史存在，对其语音、词

汇、语法等加以恰当的描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

描写清楚这种语言的基本事实，可以为接触语言

学、社会语言学，甚至普遍语法的研究提供素材，

最终解释人类语言的本质问题。

2 “协和语”句法——以“否定句”为中心

笔者以收录在樱井隆（2015）中的中谷萤光生

（1925）的场景会话部分的实例为主要资料，对“协

和语”句子进行考察。中谷萤光生（1925）是研究

“协和语”的珍贵史料。皮钦语是一种应急性

（emergency）的语言（Holm2010：254），它在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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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情况下发生在口语中，没有文字记录。对于现

有的皮钦语，研究者多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其

进行观察和记录，对于已死的皮钦语则常常无从

入手，只能任其消亡。“协和语”虽然也是一种已死

的皮钦语，却留下了一些珍贵的书面记录，包括报

纸、战争回忆录、战时日记、军用明信片等，但这些

资料大多不是以记录语言为目的，关于语言的记

录大多零散，甚至含糊。中谷萤光生（1925）是随

侵华日本势力来到中国的汉语学者、汉语教育者，

他因为不满当时自然产生的“协和语”，并希望倡

导当时的在华日本人学习正确的汉语才发表了一

系列文章，记录“协和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分析其

“偏误”，并附之以“正确汉语”。笔者把其中的“协

和语”句子当作材料使用。虽然这份材料的来源

单一，翻译也是来自该人，文中对核心词汇“没有”

的解释也主要是依据该人的译文进行的，但从主

要方面说，基本不会影响结论的客观性。首先，中

谷萤光生本人的语言学知识、汉语学知识等专业

素养使其记录的“协和语”句子较之其它的记录更

准确；其次，该系列文章发表于当时的官方报纸，

配合当时日本的语言教育政策，具有教育目的，其

“正统性”可以保障材料搜集过程的严谨性；第三，

樱井隆（2015）搜集了大量的“协和语”资料，当然

也包括中谷萤光生（1925）之外的材料。因其中涉

及“否定”的数量极少，本文尽量将其收录并使用，

但不得不承认本研究还是基本建立在中谷萤光生

（1925）所提供材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当然，出

于均衡性等考虑，本文也辅之以同时期的一些其

它资料。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材料的局

限，只能留待今后发掘更多的材料来突破。

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作为中日混合语的“协

和语”，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于汉

语和日语的独特特征。限于篇幅，本文就以句法

中的“否定句”为对象，对其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

笔者先对中谷萤光生（1925）中收录的句子做

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中谷萤光生（1925）的场景会

话部分共收录“协和语”实例 72句。其中发生在

家里的日本女主人与帮佣对话场景的有30句，购

物采买场景的有30句，乘人力车或马车场景的有

12句。对每一例句，都是先把“协和语”列于句前，

再翻译出日语句义，然后对其中一部分句子的“错

误”之处加以分析，最后给出“正确”的汉语说法。

72句中否定句共有35句。从否定词上看，汉

语的两个最高频否定词——不、没（有）都出现在

“协和语”中。而日语的否定词出现了「せん」和

「ない」两个，其中「せん」只出现一次，而「ない」是

伴随在「ぢゃないか」中出现的。从数量上讲，使

用来自汉语的“不（共出现 13次）”和“没（有）（20

次）”的比例要高于来自日语的「せん」（1次）和「な

い」（8次）。这其中有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否定词

的情况，比如「你的幹活計没有の時、一毛銭好説

話したぢゃないか。」（中谷蛍光生1925：498.上车

的时候，你不是说一毛钱好么。）但不影响统计结

果。下文就以否定词为线索，对“协和语”的否定

句进行归类和分析。

2.1 「せん」

2.1.1现象

（1）你的ペチカー看看せんから火通同死了ぢゃ

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你没看火炉子，火都灭了）

（中谷蛍光生，1925：490）

如上，共此1例。所标页码数为樱井隆（2015）中

所收（中谷蛍光生1925）的页码，以下同。

2.1.2分析

先说句子本身，从语序（动词（看看）在宾语

（ペチカー）之后）、主语（你）后助词（的）的添加、

否定词（せん）的选择和否定词的位置（位于动词

（看看）之后）、以及连接词（から）和句尾情态（mo-

dality）表达（ぢゃないか）的使用等方面看，这句

话中各个词是按照日语的编码方式组合到一起

的。只是其中的一些词换成了汉语词（你、看看、

死了等）。

再说否定，「せん」是在当时尚属常规的否定

词「せぬ」的变形，如果是在日语里的话，应该接在

サ变动词后面。可见，在说话人的（也许并未意识

到的）语言意识里，是把汉语动词“看看”当成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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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来处理的。这是日语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

外来语动词的方法，大量的源自英语的外来语动

词也都被处理成了サ变动词。如「チェックする、

リピートする」等。

但“看看”在汉语里属于动词重叠，动词重叠

是汉语的一种语法手段，一般表示动作的重复进

行，有时转意表命令，如“你看看火炉子”。但动词

重叠表命令时通常不接受否定，如“※你别看看火

炉子/※你不要看看火炉子”。甚至不表否定祈使

的“不”，也很难用来否定动词重叠，如“※你不看

看火炉子”。另一个高频否定词“没”，也不能用来

否定动词重叠“※你没看看火炉子”。由此可知，

“协和语”里的动词重叠遵循着与汉语动词重叠不

同的规则，这种规则或许可以推而广之到用来解

释整个“协和语”中的叠词，如：「熱い熱い的お茶

一個拿來。」（中谷蛍光生，1925：491）译：拿一碗热

茶来。句中的「熱い熱い」是形容词重叠，「今天大々
寒い寒い，快々的火幹活計。」（中谷蛍光生，1925：

491）译：今天很冷，快々的弄火吧。句中「大々、快々」

是副词重叠，这些词的重叠规则，既不是汉语的，

也不是日语的，而应该是“协和语”特有的。限于

“否定句”的议题及篇幅，本文不对该规则做深入

探究。

「せん」在 72例中只有一例，是孤例，就此推

论略显证据不足，因此不再更多展开。

2.2 「ない」

2.2.1现象

（2）我的每天每天你的のを買賣するぢゃ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我不是天天儿买你的么）

（中谷蛍光生，1925：494）

（3）你的幹活計没有の時、一毛銭好説話した

ぢゃ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上车的时候，你不是说一

毛钱好么） （中谷蛍光生，1925：498）

（4）你的我的説話没有で、外邊去不行ぢゃな

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你没告诉我出去不行啊）

（中谷蛍光生，1925：490）

（5）你的ペチカー看看せんから火通同死了ぢゃ

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你没看火炉子，火都灭了）

（中谷蛍光生，1925：490）

（6）你呀、這個壊了ぢゃないか、大々臭い臭いよ。

（中谷萤光生译：你，这个不是烂了么？很

臭很臭的） （中谷蛍光生，1925：496）

（7）你的煙草買賣去、外邊的大々留達不行ぢゃ

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你买烟卷去，怎么在外头

要呢） （中谷蛍光生，1925：492）

（8）三毛銭太貴ぢゃないか、両毛銭進上よ。

（中谷萤光生译：三毛钱太贵了，给你两毛钱）

（中谷蛍光生，1925：497）

（9）市場から幹活計して一毛銭進上、大々頂

好ぢゃ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打菜市场拉来给一毛钱不

是很好么） （中谷蛍光生，1925：498）

共此8例。（3）的“幹活計”一词形式来自汉语

的“干活计”，有时也会省略为“干活”，而语义、功

能、语法表现等则由日语动词「する」匹配而来。

它的语义会随其前面出现的宾语而发生变化。（3）

的译文“上车”属于意译，直译应为“你没开始干活

的时候”；（7）的译文，在现代汉语中是不通的，或

许应该是“耍，游玩”。但中谷的译文的确是“要”，

注音是「ヨワー」。

2.2.2分析

在中谷萤光生（1925）的 72 个场景例句中，

「ない」共出现了 8次，都是伴随在「ぢゃないか」

中出现的。找不到像（1）中「せん」那样直接接在

动词后的例子。「ない」也没有出现其过去时「なかっ

た」或礼貌体「ません」「ませんでした」等形式。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协和语”中的「ない」不

是作为常规否定词出现的，也不直接出现在动词

后面。

「ぢゃないか」在日语中属于情态表达，是委

婉肯定整个命题的，而不是肯定命题内部的动词

的。由（2）可知，它可以接在日语动词的将来时态

后面，由（3）可知，它还可以接在动词的过去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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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4）句的“不行”情态较为特殊，不能认为是

汉语动词的现在时。而由（5）（6）可知，「ぢゃない

か」可以接在汉语“动词+了”这一形式之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ぢゃないか」来自日

语，其在“协和语”中的用法也基本继承了日语用

法，用否定命题的形式，实则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

观情态。在句法上，它的接续相对自由，对动词的

形态变化没有要求。

现有资料中没有「のぢゃないか」的记录。

2.3 不

2.3.1现象

2.3.1.1不行

（10）你的小心的看々小盗兒拿去不行。

（中谷萤光生译：你得小心看看，别叫小偷

儿偷了去） （中谷蛍光生，1925：491-2）

（11）少々的不行，もう少々拿来。

（中谷萤光生译：不够了，再那点儿来）

（中谷蛍光生，1925：492）

（12）你的後で這個頂好に洗々、忘れるで不行よ。

（中谷萤光生译：回头儿你把这个好々的洗

一洗，别忘了/回头儿你把这个想着干净的

洗一洗。） （中谷蛍光生，1925：490）

共5例，不一一列举于此。

2.3.1.2 不要

（13）壊了有的錢的不要。

（中谷萤光生译：若是烂了不要钱）

（中谷蛍光生，1925：495）

（14）你的大貴的、我的不要よ。

（中谷萤光生译：你卖的太贵，我不买）

（中谷蛍光生，1925：496）

共5例，用法类似，不一一列举于此。

2.3.1.3不是

（15）你呀，這個日本來々不是か。

（中谷萤光生译：这不是从日本来的么）

（中谷蛍光生，1925：496）

（16）日本來々不是，上海來々的。

（中谷萤光生译：不是从日本来的，从上海

来的） （中谷蛍光生，1925：496-7）

共此2例。

2.3.1.4其它

（17）你的買賣甚麽々々不好、銭的太貴、我的你

的のをもう買賣没有よ。

（中谷萤光生译：你的无论什么都不好，价

钱也太贵，所以我再也不买你的了）

（中谷蛍光生，1925：497）

（18）どの方角に行つてゐるやらさつばり不明

白である。

（笔者译：该往哪个方向走？完全不明白）[7]

（19）小孩兒、苦力的辛苦々々的、と伊賀上等兵

が犒うやうに言うと、一塊錢的不辛苦、と

答へ、へらへらと笑顔で近寄り、大人多々
的辛苦的、とうまい事を言ひ、（略）。

（笔者译：伊贺上等兵以一种犒劳的语气说

“小孩儿，做苦力，辛苦辛苦的”，他们则笑

呵呵一边回答“一块钱的，不辛苦”，一边

走过来，还说了些客套话：“太君大大的辛

苦的”） （棟田博，1939：193）

（20）鞭を振廻りしている小孩兒に、濟南城、多

少里程？と訊くと不遠的十五里程と言る。

（笔者译：向玩耍鞭子的小孩问道：济南城，多

少里程？小孩回答说：“不远的，十五里程”）

（棟田博，1939：193）

2.3.2分析

首先，从语序上看，“不”出现在动词之前，这

是符合汉语语序而有悖日语语序的。也就是说，

是按照汉语的方式来编码的。在这一点上，“不”

与其他三个否定词都不一样，包括下文提到的来

自汉语的“没（有）”也是在动词之后，句尾的位置

上出现的。

其次，如上所述，来自日语的「ない」在“协和

语”中只出现在「ぢゃないか」里。而来自汉语的

“不”，情况有些类似，从中谷萤光生（1925）来看，

占比为 13/35，加上补充资料的三句，数量并不

少。但它的使用不像在汉语中那么自由，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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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动词前，其核心用法是重复出现在几个有

限的动词前。

另外，把“不行”“不要”“不是”以及“不好”等

视为一个整体，或者说词组的话，它们都还是出现

在句尾的，只是个别句子再添加了「ぢゃない

か」。这是按照日语的方式来进行编码的。综上

我们推断，“不”很有可能不是被当作否定词，在语

法层面被“协和语”吸收的，而是以“不行”“不要”

“不是”这样的词组，在词汇层面上被吸收的。因

为“协和语”不是一种活的语言，所以我们无法对

其进行诊断（test），也无法寻求母语者进行检验，

因此只能止步于描述语言事实与浅层分析。

2.4 没有

2.4.1现象

从否定对象上来看，又可以细分为否定名词

的、否定动词的，和否定形容词的。

2.4.1.1否定名词

（21）煤炭通同的没有、少々的拿来。

（中谷萤光生译：煤炭一点儿也没有了，拿

一点过来） （中谷蛍光生，1925：492）

（22）我的靴水大々的、外邊拿去太陽的給、慢々
的水通同没有了、頂好的掃々。

（中谷萤光生译：我的鞋太湿了，拿到外头

去给太阳（日头）晒晒，等着干了，好好儿的

刷一刷） （中谷蛍光生，1925：493）

共4例，用法类似，不一一列举于此。

2.4.1.2否定动词

2.4.1.2.1否定动词本身

（23）你的我的説話没有で、外邊去不行ぢゃな

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你没告诉我出去不行啊）

（中谷蛍光生，1925：490）

（24）我的負ける的買賣没有。

（中谷萤光生译：少了我不卖）

（中谷蛍光生，1925：494）

（25）你的幹活計没有の時、一毛銭好説話した

ぢゃないか。

（中谷萤光生译：上车的时候，你不是说一

毛钱好么） （中谷蛍光生，1925：498）

共9例，用法类似，不一一列举于此。

2.4.1.2.2否定“动词+了”

（26）這個壊了没有か。

（中谷萤光生译：这个烂了没有）

（中谷蛍光生，1925：495）

（27）今天来来的壊了没有。

（中谷萤光生译：今天才来的不能烂）

（中谷蛍光生，1925：495）

共5例，用法类似，不一一列举于此。

2.4.1.3否定形容词

（28）大貴没有我的大々安い。

（中谷萤光生译：不贵啊，我卖的很便宜）

（中谷蛍光生，1925：493-4）

共2例，用法类似，不一一列举于此。

2.4.2分析

在中谷萤光生（1925）场景部分所列举的 72

个例句中，共有否定句 35个，如果说「せん」是孤

例，而「ぢゃない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否定的话，

那么“协和语”的否定词应该说是来源于汉语的。

其中以“不”为否定词的有13个，但局限于出现在

几个固定的词之前，而以“没有”为否定词的有 21

个，是四个否定词中占比最高的一个。并且使用

非常自由，其可以否定的词不受限。

从中谷萤光生的译句看，“协和语”中的“没

有”，不只对应汉语的“没（有）”，在有的例句中还

对应汉语的“不”，如（24）「我的負ける的買賣没有。」

（中谷蛍光生，1925：494译：少了我不卖）；（28）大

贵没有我的大々安い。（中谷蛍光生，1925：493-4

译：不贵啊，我卖的很便宜）。也就是说，“没（有）”

在选择动词的时候，不只不受限，而且用法是大于

汉语的“没（有）”的。

在汉语里，“没（有）”一般用来否定有无，而

“不”一般用来否定是非[8]。所以，名词一般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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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否定，而不能用“不”否定。形容词则一般

用“不”来否定，不能用“没（有）”来否定，除非该形

容词被当作动词用，如“——红了吗？——没红”

中的“红”其实是“变红”的意思。而像（28）这样的

场景下对一个形容词的否定，通常只能说“不贵”，

不能说“没贵”。但在“协和语”里却使用了“没

（有）”来承担相当于“不”在汉语里的功能。

汉语动词既可以接受“没（有）”的否定，也可以

接受“不”的否定，一般认为，“没（有）”的注意点在动

词的事变性（有没有这件事），而“不”的注意点在动

词的动作性（做不做这件事）[9]。比如（24）的场景，说

话人想表达的意思是做不做卖这件事，用正确的汉

语表达的话，是“不卖”，但在“协和语”里却使用了

“没（有）”来承担相当于“不”在汉语里的功能。

另外，（25）「你的幹活計没有の時、一毛銭好

説話したぢゃないか。」（中谷蛍光生，1925：498）

译：上车的时候，你不是说一毛钱好么。中的“没

（有）”，与（23）「你的我的説話没有で、外邊去不行

ぢゃないか。」（中谷蛍光生，1925：490）译：你没告

诉我 出去不行啊。中的“没（有）”也不相同。虽

然二者都是对“有没有这件事”的否定，但（23）的

“没（有）”是对过去事件的否定，而（25）的“没

（有）”是“尚未、还没”的意思。这种差异在汉语里

表现不出来，但在日语里则分别使用不同的形式

来表达。（23）中的“没（有）”相当于「～なかった」，

而（25）中的“没（有）”相当于「まだ～していない」。

从语序上看，“没（有）”通常出现在句尾。这

与汉语里否定词出现在动词前的语序是不同的，

与日语里否定出现在句尾的编码方式是一致的。

2.5 小结

就现有资料看，作为中日混合语的“协和语”，

其否定句的“融合”还没有达到稳定的阶段。就否

定词来讲，有来自日语的，也有来自汉语的，不固

定。但其中真正起否定作用的日语否定词「せん」

数量极少，只有一例。而「ぢゃないか」和来自汉

语的“不”似乎并不能承担起真正的否定词的功

能，而更像是词组中的一个语素。只有来自汉语

的“没（有）”起到真正的否定作用，且数量最多，占

比最大。而且兼具汉语否定词“不”和“没（有）”，

以及日语否定词「ない（かった）」和「（て）いない」

的功能。而我们知道，汉语的“不”和“没（有）”，并

不等同于日语的「ない（かった）」和「（て）いな

い」，因此可以说，“协和语”否定词“没有”，是一个

全新的否定词，是“协和语”特有的否定词。

3 结 语

本文与以往注重社会学的角度不同，从语言

学的角度，对“协和语”的句法，主要是其中的否定

句的特征，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协和语”是混

合性的，汉语和日语都为“协和语”提供了“原材

料”。从编码机制上看，“没（有）”等否定词大多出

现在句尾，作为语码，在进入句子中所遵循的编码

机制是跟日语一致的。从「ぢゃないか」和“不”的

受限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虽然“协和语”

的否定词还没有稳定下来，固定为哪一个，甚至汉

日双方的否定词还都会出现，但“没（有）”已经占

据了优势地位，它的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使用最

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协和语”的否定词呈现

出一种固定为“没（有）”的趋势。另外，在混合的

过程中，两种语言也不只是机械的相加或拆减，而

是旧词有新的功能产生。比如“没（有）”就兼具了

汉日两种语言中核心否定词的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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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Xiehe Pidgin" and its Negation

Abstract: "Xiehe Pidgin" (as commonly understood) is a product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fusion, and thus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i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im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negation of "Xiehe Pidgin" and focuses on three

points: (I)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osition where the negation word appears in the sentence, the coding mechanism of "Xie-

he Pidgin" is replicated from Japanese; (II) negation in "Xiehe Pidgin" has a tendency of taking a Chinese form "meiyou",

which means that the language code comes from Chinese; (Ⅲ)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meiyou" in "Xiehe Pidgin", which

is a new combination of "meiyou", "bu", "nai (nakatta)" and "teinai", are different in Chinese. This also shows that "Xiehe Pid-

gin" has developed its own unique syntactic featur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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