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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到“不”：云南迪庆藏语否定标记的语法化

铃木　博之
青山学院大学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心

From ‘where’ to ‘not’: Grammaticalised negation 
form in the local Khams Tibetan in Diqing, Yunnan

Suzuki Hiroyuki

Research Centre of Geolinguistics,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newly emerged, third negative prefix /ka-/ in rGyalthang 
Tibetan (Yunnan) has been acquired through a grammaticalisation process from a lexical 
word ‘where’ to a negative prefix. It principally describes Choswateng Tibetan (rGyalthang 
subgroup of Khams Tibetan), which uses three negative prefixes /ȵə-/, /ma-/, and 
/ka-/. The third prefix /ka-/ functions as either an emphasised negation in the egophoric 
evidential category or an inferential negation for the sensory evidential category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d it does not co-occur with a statemental evidential category, in 
particular, a copulative statemental verb stem /ˊreʔ/.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expres-
sion with the third negative prefix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e of a rhetorical question, 
reflecting morphophonological,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A parallel expression is 
also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local Chinese (Yunnanese). However, the degree of grammat-
icalisation is more in Khams Tibetan than Yunnanes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ogative 
words into verb prefixes is a typologically rare phenomenon of grammaticalisation, and 
its mechanism needs to be explored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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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讨论在云南藏区藏语中常见的疑问词用为否定前缀�一现象 1。云南藏语

属于康巴藏语 2，��有三个方言群：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Suzuki 2018）。
其中，本文讨论的现象系统地出现在香格里拉方言群中的建�组和云�山脉东部组
（下面简�“建�藏语”）。本文以属于建�组的�亚顶话为例，描�该否定前缀的
基本�能和用法并阐述其语法化��。
云南藏区藏语�语者，不�在藏语�是汉语语�中，使用的是口语�是文字，

与�地人交流时会使用以下�� (1)：

(1) “�法嘎玉”（�自朋友 3的微�朋友��2020年 5月 13日�认）
 办法   嘎 -玉。
 way     neg-exv.e

 没办法。

例 (1)��汉语词和藏语词的汉字音�。�为�地藏语固有��中��用“�法”
一词，�以作者�接使用汉语借词。“嘎玉”属藏语音�，“嘎”与藏语 /´kaː/对应，
“玉”与�地康巴藏语 /^jʉʔ/对应。藏语�语人讲的�地通用汉语（西南�话迪庆片�
本文简�“迪庆汉语”）�有三种��：

(2) a. 办法   不   有。
   way     neg   exv

   没办法。

 b. 办法   没   有。
   way     neg   exv

   没办法。（乡下流行的说法）

 1 本文的主要部分已由 Suzuki & Lozong Lhamo（2020, 2021）用英文阐述�细节描�、讨论、论证方面，
参见该文�。本文是日本学术振�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A）「チベット文化圏東部の未記述言
語の解明と地理言語学的研究」“阐明藏文化�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17H04774）阶
�性结果之一。
 2 本文末尾附录提供了云南藏语的分类及名�。对于整个藏语支（Tibetic）语言的分类及概况，分别参
见 Tournadre（2014）及 Tournadre & Suzuki（2021）。
 3 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云岭山脉东部组土话母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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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办法   哪    有？
   way     where   exv

   哪有办法？（反问式否定；州内都流行的说法）

迪庆汉语�语人一�把例 (2)中的“�法”一词�在句末。他们认为例 (2a)和 (2b)
代�了地方差�，城区使用例 (2a)的频�较高。在城区，藏语�语人口音中也�
有语�相反的说法，�“不有�法”等。�地藏语�语人认为 (2a)和 (2b)���
微不同，一�情况下 (2b)的使用�较高。此�，两种人群�认为例 (2c)也是经常
使用的��方式。
例 (2c)的结构属于疑问句中的“反问句”，说话人的意图在于否定。在迪庆汉

语中，例 (2c)只是反问句，�不是否定句。但云南藏语中，例 (1)则可以认为是否
定句。下面以�亚顶话为例，对其细节进行描述和分析。

2. 否定词 /ka-/的形态学特征及其用法
本节以�亚顶话 4为例，描�否定词 /ka-/的形态学特征，并解释其用法。

2.1　形态学特征
�据�者的分析，�亚顶话的否定词 /ȵə-/（藏文形式 5myi）和 /mə-/（藏文

形式 ma）作为动词的前缀，无独立声调且和动词词干一�构成一个声调单位 6。调
类为上升或升�，由动词词干�决定。/ka-/也�此。此�，/ka-/�有以下特点：

1. /ka-/与�有的否定前缀 /ȵə-/及 /mə-/出现在同一个位�：动词词干之前�
2. /ka-/与 /ȵə-/及 /mə-/不能一�出现�
3. /ka-/与其他前缀（疑问标记、方向前缀等）不能一�出现�
4. /ka-/有时会��动词词干声�的变化（不�气清音的浊化）。
其中，第四个特点参见例 (3)：

(3) a. ˊŋa   ˉha ˊkwə.
   1sg   understand

   我懂。

 4 �亚顶话语音系统的描��下：辅音 /ph, p, b, th, t, d, ʈh, ʈ, ɖ, ch, c, ɟ, kh, k, g, ʔ, tsh, ts, dz, ʈʂh, ʈʂ, ɖʐ, 
tɕh, tɕ, dʑ, sh, s, z, ʂh, ʂ, ʐ, ɕh, ɕ, ʑ, çh, ç, ʝ, xh, x, ɣ, h, ɦ, m, m̥, n, n̥, ɳ, ȵ, ȵ̊, ŋ, ŋ̊, l, l,̥ r, r,̥ w, j/�元音
/ɿ-ʅ, i, e, ɛ, a, ɑ, ɔ, o, ɤ, u, ɯ, ʉ, ɵ, ə/，有长短、�化非�化之别�声调为词声调，调类有四个：高平 ˉ，
上升 ´，下� `，升� ^。详细的语音、语法特征参见鈴木（2014a, 2014b）。
 5 藏文形式�据 de Nebesky-Wojkowitz（1956: xv）的方法转�。本文不区分古藏文和书面藏语之别。
 6 前提是声调分析为词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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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ˊŋa   ˉha ˊka-gwə.
   1sg   understand neg-stem

   我绝不会懂。（直译：我哪知道。）

例 (3a)中，动词 /ˉha ˊkwə/“知道”不带前缀时出现的声�是 /k/，但带了
/ka-/前缀时声母变成 /g/，� (3b)�示。此变化只能出现前缀和词干之间。
前缀 /ka-/能出现在大部分动词词干前面，但是以下三个动词词干除�：

a. /ˊreʔ/：判断动词泛言示证义词干（藏文形式 red）�
b. /ˊmĩ/：判断动词向自我示证义的否定词干（藏文形式 min）�
c. /ˊȵɛʔ/：存在动词向自我示证义的否定词干（藏文形式 myed）。
其中，b和 c意味着 /ka-/与形态学上包含否定词的动词无法同时出现，也与

上面提到的规则“/ka-/与 /ȵə-/及 /mə-/不能一�出现”有关。然而，a是��
注目的特点。词干 /ˊreʔ/本身包含着泛言示证义，因此，需要讨论 /ka-/和泛言示
证是否有关联 7。

2.2　用法
下面描� /ka-/的用法。
除了建�组土话之�，在较大范围内的方言点都会观�到 /ka-/的�下用法：

(4) ^ka-jɵʔ.
 neg-exv.e

 不会有。（直译：哪里有）

例 (4)是在云南藏语区中�常见的用法之一。一方面，�上面已指出，/ka-/
和动词词干的组合在�亚顶话等建�组土话里几乎没有�制。

(5) a. ˊŋa   ˉphɑʔ ʂha   ˊȵə-nʈʂha.
   1sg   pork        neg-eat

   我不吃猪肉。

 b. ˊŋa   ˉphɑʔ ʂha   ˉnʈʂha   ˊmə-thʉ̃.
   1sg   pork        eat      neg-acp

   我没有吃猪肉。

 7 对于藏语支语言的示证范畴的定�，笔者基本上依据 Tournadr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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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ˊŋa   ˉphɑʔ ʂha   ˊka-nʈʂha.
   1sg   pork        neg-eat

   我绝不吃猪肉。（直译：我哪吃猪肉）

(6) a. ˉkhwə   ˉphɑʔ ʂha   ˊȵə-nʈʂha.
   3sg     pork        neg-eat

   他不吃猪肉。

 b. ˉkhwə   ˉphɑʔ ʂha   ˉnʈʂha   ˊmə-thʉ̃.
   3sg     pork        eat      neg-acp

   他没有吃猪肉。

 c. ˉkhwə   ˉphɑʔ ʂha   ˊka-nʈʂha.
   3sg     pork        neg-eat

  他不会吃猪肉吧。（直译：他哪吃猪肉）

对�以上例句可见，例 (5c)和 (6c)的主语不同，��的意��不一样。在藏
语语法中，此类情况大�来自不同的示证范畴�例 (5c)与向自我示证有关，例 (6c)
则与��示证有关。�且，�两句同例 (5a)和 (6a)相�，都��非完成的情况。

�此，否定前缀 /ka-/的简明用法可以定为：参照自己的知识（向自我示证）
或自己通���认知的知识（��），对于某种非完成情况��否定。其主要意�是，
描述对象为说话者自�时，否定�变�，�“绝不会”，�描述对象为非自�时，
否定���测，�“可能不会”。后者��的�际意�会�括���测�，但在形
态学上和���测示证没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些意�是无法用�有的两个否
定前缀���的。
�据上面定�分析 /ka-/的话，对于 /ka-/不能与��动词 /ˊreʔ/一起使用这

一问题，可以提出一个解释。除了判断动词类和存在动词类以外，动词词干本身不
带示证表示功能。示证意�一般通�动词前后缀来��。如上面�描述的，否定前
缀 /ka-/会与向自我及��示证结合�来��出说话人对说话内�的认知和态�，
�此，/ka-/和�言示证无法并用。��动词 /ˊreʔ/是一个词干���言示证�的
动词，此类动词和 /ka-/�不能一�使用。�要注意，与康巴藏语塔�话、理�话
不同的是，建�藏语的 /ˊreʔ/专⻔���言示证�，不兼���示证� 8。

 8 参见 Suzuki et al.（2021）的康巴藏语及�多藏语示证系统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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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的来历：从疑问词到否定前缀
否定前缀 /ka-/在藏语支语言中��看到，�云南藏语的一部分方言中才使用

�一否定形式。�据其语音特征以及其用法，同时参考�地汉语的相应��，�者
设想 /ka-/来自疑问词 /´kaː/ “哪里”（用于对处�的询问�藏文形式 gar）。用此词
构成一个反问句后，疑问词通�语法化成为动词词干的前缀。
反问句是各个语言都有的��方式，�面上是疑问句，但其��意图是句中肯

定或否定意�的相反方面（Ilie 1994）。��，反问句“哪有？”��的意�是“哪
里都没有”，“谁知道？”��的意�是“谁都不知道”，“有啥？”��的意�是“什
�都没有”等等。�且，反问句也可以是否定疑问形式，��，“哪没有？”（意�是
“哪里都有”）、“谁不知道？”（意�是“谁都知道”）等 9。

看�亚顶话，疑问词 /´kaː/“哪里”现在�可以用作疑问词，但其语音形式与
否定前缀有�不同。疑问词用法的语音形式为 /´kaː/，有长元音及独立声调��其
用作否定前缀时则�现为短元音，声调�着动词词干�变化。词源一�的三个词，
�藏文形式 ’di“�”（�亚顶话 /ˉndjə/）、藏文形式 gar“哪”（�亚顶话 /´kaː/, 
/ka-/）、藏文形式 yod“有”（�亚顶话 /ˊjʉʔ/）在构成句子时，通�语音、声调、
�律的变化，能��三个不同的意�，�例 (7)：

(7) a. ˉndjə   ˊkaː   ˊjʉʔ?
   this     where   exv.e

   这个（东西）在哪里？（语境：指着某个东西的照片问对方）

 b. ˉndjə   ˊka-jʉʔ.
   this     neg-exv.e

   （我身边）不会有这样的吧。

 c. ˉndjə   ˊkaː [kaːː]   ˊjʉʔ [jʉːː].
   this     where        exv.e

   绝不会有这样的。（直译：哪里有这样的）

例 (7a)是一个要求对方�答的特指问句，三个词有独立的声调。例 (7b)是一
个否定句，使用向自我示证的形式描述有关自己领有的东西的情况。例 (7c)是个
反问句，第二个词和第三个词有特别的重音和语调。可见，�亚顶话通�不同的语
音形式区分特指问句、否定句及反问句。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例 (7b)的结构不能
使用动词的否定形式（/ˊmĩ/、/ˊȵɛʔ/以及其他否定前缀），其余的结构都�许使用

 9 反问��的理论语言学特征方面，参见 Romer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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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的否定形式。
�亚顶话�有多个疑问词，其中 /´kaː/“哪� 才可以较为自由地用为否定词。

其他疑问词主要出现在类�例 (7a）和例 (7c）之类的疑问句中，甚至会表达轻视
等负面情�色彩，如：

(8) ˉtɕhʉʔ   ˉha `ʈʂhə-kwə.
 2sg      understand neg-stem

 你（那样的小孩）什么也不懂。（语境：老年人小看小孩，对他说）

例 (8)的否定词为 /`ʈʂhə-/，来源于疑问词 /ˉʈʂhə/“什�”（藏文形式 chi）。此
成分是否是前缀有待考证，但出现的位置和 /´kaː/一样在动词词干前，并且动词
词干不会有单独的声调，�是和 /`ʈʂhə-/一�构成一个词声调（仅有下�）。加之，
�音节动词 /ˉha ´kwə/“懂”（藏文形式 ha go）带宾语时，其会出现在第一个音节
/ˉha/之前，并不是第二个音节 /´kwə/之前。出现在第二个音节前意味着 /`ʈʂhə-/
是个动词的前缀，但此成分使用频���，与 /´kaː/的情况不同。
疑问词 /´kaː/的语法化�有可能有形态、句法、语音、语用各方面的��，

下面�个探讨。
形态学方面，藏语否定形式的一个特点是一般具有两种形态，如在吹亚顶话的

/ȵə-/和 /mə-/，分别与藏文 mi（古藏文 myi）和 ma对应。�两个否定形式的�
能差�基本上可以理�为分别��对非完成体和完成体及命�式的否定（但�有争
议�参见 Zeisler 2004: 297–299, 344–346）。藏语的��对示证范畴特别��，�此，
某种土话中否定形式和示证范畴的��方法和历史发��在�动关联，�此，与指
定的示证范畴有关的否定前缀的产生是�自然的演变方向。然�，�一设想难以通
�对共时状态的描�来证明。
句法方面，可以说如果某个语素发展成动词前缀的话，则必须出现动词词干 

之前。在吹亚顶话（以及建塘藏语）的实际句子结构中，语法格角色的疑问词
（/ˉshɯ/“谁”、/ˉʈʂhə/“什么� 等）会出现在句子开头位置。在日常对话里，说话
人不经常说动词，疑问词可以单独成句，���分�完善的意�。反之，非语法格
角色的疑问词（/´kaː/“哪里”、/´kə ʑeʔ/“多�”等）只能出现在句子中间，主
要是动词前面，说话人也经常在对话中说出动词词干。�际上，动词前缀的位�是
后者⸺疑问词才会占据的。
从吹亚顶话的实际特征来讲，某一个语素作为动词前缀，那么必须为单音节，

并与动词词干一起构成一个声调范围。非语法格角色的疑问词中，/´kaː/“哪里�
�是单音节词（一些土话中的 /´nɔ̃/“何时� 也是）。是否与动词词干形成一个声
调范围是可选的，要么形成，要么独立。因此，可以说，与动词词干形成一个声调
范围时才可以认为该语素已发展成前缀。有条件时，前缀会引起动词词干声母的音
变，此类变化也是有了前缀的身份之后才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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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方面，反问结构跨语言普遍地，常用于��否定的言�之意，其中�能
看到促进 /´kaː/“哪里� 变成否定词的实际动机。在藏语，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语，
反问结构是原来就存在的。因此，反问结构发展成一般的否定句的可能性�然是有
的。其发展过程叫做语法化，就是指实词（疑问词）变成虚词（词缀）。然而，类
型学上此类变化的案例很少报道，Croft（1991）、Miestamo（2007）、Hansen & 
Visconti（2014）等综合研究没有提到此方向的变化 10。已报道的语法化过程体现为
以下方向：疑问词成为不定代词（Heine & Kuteva 2002）、不定代词成为否定词（古
汉语；王力 2014: 156–157）。
如果上述语法化的解释能够成立的话，�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藏语支语言中的

吹亚顶话等建塘藏语土话（及其相邻地区的一些土话）才有这个现象。因为，语序、
格标记等方面的基本语法特征在藏语各个口语中差异不是很大，所以不能忽视建塘
藏语中疑问词发�为否定前缀的特殊。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作为来源的疑问词有多少音节。作为前缀，单音节是个必要

条件。疑问词 /´kaː/“（在）哪里� 是单音节。�且使用疑问词“（在）哪里”/´kaː/
或类�的单音节疑问词的土话主要分布在康南地区，�云南和四川甘孜、西藏昌都
的南部。�个分布与使用否定词 /ka-/的地区恰好吻合 11。
动词前缀�须是单音节�一形态�制也�用于方向前缀。藏语动词之前可以加

�示方向的一些词，例�：yar la / ya ra / yar“（向）上”，mar la / ma ra / mar“（向）
下”，phar la / pha ra / phar“（向）�”，tshur la / tshu ra / tshur“（向）里”等（藏文
形式）。其中，各例的第一个形式为�示方向的副词（�书面语形式），第二个是第
一个形式的口语��形式，第三个�有动词的“方向前缀”�能。本来是两个音节
的词变成单音节后才可以成为前缀。康南地区的藏语土话大�都�有�些方向前
缀 12。

康南的很多藏语土话都使用类�例 (4)的反问句，使用“哪有� 来表达 �没有”，
其使用的影响力在如例 (1)的藏 -汉�杂的表达中也能看到。此�，�有一个固定
寒暄语，�例 (9)。该��语是“谢谢”的�复。

(9) ^ka-hka [^kaːː-hka]
 neg-tired

 不客气。（原义：哪累）

其藏文形式为 gar dka’，这句话在康南的�大方言点都能听到。鉴于寒暄语的
韵律特色，第一音节常有重音，第二音节却不带独立声调。因此，例 (9)已经不是
反问，而是否定。
10 但是安多藏语中有类似的否定形式，参见 Tsering Samdrup & Suzuki（2019: 251）。
11 对于具体分布范围，参见 Suzuki & Lozong Lhamo（2020: 293）。
12 对于方向前缀的用法，参见鈴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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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建塘地区的汉语使用反问句来表达带有感情色彩的否定是常见现象。
如例 (2c)�示，汉语也有类似的表达。从使用频率的角�，可以�测的是，汉语
的表达习惯会影响到藏语。对此看法，有两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面是支持互相影
响的意见。藏、汉双语的年轻人的语言�用中应该会体现出更多的由两种语言的互
相干扰�促发的接触语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sation）现象（Heine & 
Kuteva 2003）。�且建�藏语区的汉语使用��其他地方更高。加之，分布在建�
藏语区的汉藏�合语“希里布（Selibu）”（��水磨�话�周洋 2018及周洋、铃
木博之 2020）也使用否定前缀 /ka-/。另一方面是不支��相影响的意见。在乡村
地区，有一些老年人是藏语单语者，他们也经常使用否定前缀 /ka-/。据此情况，
我们又�难� /ka-/的�能演化和汉语的“哪”联系�来。
�据上面的讨论，汉语的“哪”和藏语的 /ka-/之间没有�果关系，但不能否

定的是，各种语言中已有的反问结构通�语言接触影响，提高了其使用频�，�建
�藏语的 /ka-/几乎已经完成了从疑问词到否定前缀的语法化��。

4. 结语
本文描述了云南藏语的否定前缀 /ka-/的用法，并讨论了其语法化��。

/ka-/来源于藏文疑问词 gar的对应形式，�云南藏语的语音、形态、句法特征，
可�定 /ka-/语法化为了动词的前缀，其基本用法为“向自我示证及��示证”的
否定。本文又指出该语法化现象�有可能受到了迪庆汉语常使用反问形式��否定
意图的影响。
疑问词发�为动词前缀是类型学上罕见的语法化现象，其机制还需要从跨语言

视角的探讨，也需要针对建塘藏语发展演化的社会历史背�进行进一���研究。

附录：云南藏语的分类（Suzuki 2018: 13的中文翻译）

1 香格里拉方言群
 a  建�组
 b  云�山脉东部组
 c  维西塔城组
 d  翁上组
 e  �都组

2 得荣德钦方言群
 a  云�山脉西部组
 b  奔子栏组
 c  羊拉组
 d  丙中洛组
 e  巴拉组

3 乡城方言群
 a  东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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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
1    第一人�         exv    �在动词
2    第二人�         neg    否定前缀
3    第三人�         sg     单数
acp   �成体          stem    多音节动词的词干
e    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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