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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好不 +X”语料进行整理分析表明，现代汉语“好不 +X”格式经过长期的发展演
变，进入了一个再格式化的发展时期。“好不 +X”多格式并存、“好不 +X”句的语用优先选择，是形成“好不 +X”
语义游移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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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好不 +X”是由固定词“好不”与不固定的语言成分“X”

组成的一种固定格式，这种格式的表层形式与内部结构意
义不完全一致，如“好不容易”是“很不容易”的意思，“好不
热闹”是“很热闹”意思，它具有肯定或否定两种语义的现
象。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259）中提到这
一特殊语言现象：还有一些词语用“好不 +X”修饰之后，语
义是游移不定的，根据上下文可以表示肯定（=好不 +A），
也可以表示否定（=好 +不 A）”。
“好不 +X”现象早已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也有许多语

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有从历时角度研究“好
不 +X”发展演变过程的；有从共时角度研究“好不 +X”在语
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的表现特点。本文着重对现代汉语
“好不”语料进行整理分析，全面把握“好不 +X”格式在现代
汉语中的表现，以此探讨现代汉语“好不 +X”语义游移现象
产生的动因。

二 现代汉语“好不 +X”格式分布
本文现代汉语“好不 +X”的语料分别取自北京大学汉

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库（以下简称北大
语料库）和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语言文本语料库（以下简称传
媒大学语料库）。我们检索北大语料库（2.64亿汉字），整理
提取出现代汉语“好不 +X”格式句 2465例；检索传媒大学
语料库（6700篇广播电视节目文本，3.87亿汉字），整理提
取出现代汉语“好不 +X”格式句 368例，从以上两个途径共
获取现代汉语“好不 +X”格式句 2833例，并从“好不 +X”的
格式类型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好不 +X”格式类型，是根据“好不 +X”格式的内部结

构和语义关系进行分类，分为肯定格式、否定格式和肯否格
式三种基本格式。“好不 +X”的肯定格式，内部结构为“好不
+X=好（不）+X”，这一格式中的“不”的意义已经虚化，没有
实在的否定义，其语义结构为“好不 +X=好 X”，表示肯定
意义。如例（1）中 a1的“好不惬意”等于“很惬意”的意思，b1
的“好不热闹”等于“很热闹”的意思。
（1）a乐手也都纷纷仿效，唱到兴处，也饶舌一段，[好

不]惬意。（《人民日报》）
b一时之间，五个人嘻嘻哈哈，[好不]热闹。（琼瑶《青

青河边草》）
“好不 +X”的否定格式，内部结构为“好不 +X=好 +不

X”，其中“不”有实在的否定意义，“好”是对“不 X”的程度限
制，这一格式的语义为“好不 +X=不 X”，都表示否定意义。

如例（2）中 a2的“好不情愿”等于“很不情愿”，b2的“好不
容易”等于“很不容易”的意思。
（2）a老丁[好不]情愿地用右手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拎

了起来。（白桦，《淡出》）
b我[好不]容易替你做了这个媒，腿也跑折了。（张爱

玲，《连环套》）
“好不 +X”的肯否格式。在这种结构形式中，相同的语

言成分“X”，进入“好不 +X”格式后，既可构成肯定格式“好
不 +X=好（不）+X”，语义结构为“好不 +X=好 +X”，表肯定
义，也可构成否定格式“好不 +X=好 +不 X”；语义结构为
“好不 +X=好 +不 X”，表示否定义。“好不 +X”具体表示肯
定义还是否定义，要根据语境加以确定。如例（3）中，同样是
“好不 +高兴”，a3的“好不高兴”等于“很高兴”的意思，b3
的“好不高兴”等于“很不高兴”的意思。
（3）a屋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大家说说笑笑，[好不]高

兴。（雪克，《战斗的青春》）
b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张贤亮，《肖

尔布拉克》）
统计发现，在北大语料库 2465个“好不 +X”句中，肯定

格式有 585 例，占“好不 +X”总数的 23.7%；否定格式有
1818例，占“好不 +X”总数的 73.8%；肯否格式有 62例，占
“好不 +X”总数的 2.5%。在传媒大学语料库的 368例“好不
+X”句中，肯定格式有 36例，占“好不 +X”总数的 9.8%；否
定格式有 328例，占“好不 +X”总数的 89.1%；肯否格式有 4
例，占“好不 +X”总数的 1.1%。同时发现，在“好不 +X”否定
格式中，还大量存在“好不容易”和“好不容易才”格式。据统
计，在北大语料库 1818个否定格式“好不 +X”句中，有“好
不容易”句 1328个，占否定格式的 73.0%；在传媒大学语料
库 328个“好不 +X”否定格式句中，含“好不容易”的句子有
303个，占传媒大学语料库总数的 92.4%。这两种格式中的
不固定语言成分“X”已经进一步固定为“容易”和“不容
易”，并形成更为稳定的语言形式“好不容易”和“好不容易
才”。本文认为，这应是在否定格式基础上进一步固化的另
外两种格式。

现代汉语“好不 +X”存在五种格式：“好不 +X”肯定格
式、“好不 +X”否定格式、“好不 +X”肯否格式、“好不容易”
格式、“好不容易才”格式。从“好不 +X”格式类型的分布看，
现代汉语仍存在大量的“好不 +X”格式，但“好不 +X”格式
的分布并不均衡。北大语料库和传媒大学语料库的综合统
计结果显示，否定格式平均使用率高达 75.8%，肯定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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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使用率仅为 21.9%，否定格式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肯定
格式；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好不
+X”否定格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好不 +X”否定格式中，
“好不容易”的平均使用率达到 76.0%，“好不容易才”格式
的平均使用率也为 21.7%，“好不容易”格式和“好不容易
才”格式占据“好不 +X”否定格式的 90%以上，现代汉语“好
不 +X”格式呈现多格式并存的特点。

三“好不 +X”语义游移动因
1“好不 +X”多格式并存
我们可以把“好不 +X”格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好不 +X”否定格式独用期。“好不 +X”否定格式是
最早产生的格式，产生时间不晚于唐末宋初（袁宾，1984）。
唐五代“好不 +X”格式数量极少，只发现 3例，都是否定的
意思（张海涛，2007）；第二阶段、“好不 +X”否定格式和肯定
格式并用期。元代出现肯定格式和否定格式并存现象，其中
“好不 +X”肯定格式有 34例、否定格式有 50例，否定格式
用法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张海涛，2007）。“好不 +X”肯定
格式的出现，是“好不 +X”句演变发展的转折点，使“好不
+X”格式进入同形异构阶段；第三阶段：“好不 +X”多种格
式的并用期。现代汉语“好不 +X”有五种格式并用。
“好不 +X”的肯否式、肯定格式和否定格式属同形异构

格式，“不”的意义的实在和虚化是形成其语义游移的特点的
原因。否定格式中“好”辖制的范围是“不 X”，“不”辖制的范
围是“X”，“好”是上一层次的语法结构单位，“不”是下一层次
的语法结构单位，各自有明确的辖制对象，意义实在，不可缺
省。肯定格式中的“好不”，是由程度副词“好”和衬音词“不”
（方绪军，1996）组合，“好”辖制的范围是“X”；“不”辖制的范
围是“好”，没有实在意义，其作用是帮助“好”构成一个双音
副词，两者是同一层次的语法结构单位。根据重新分析理论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由于实词性结构成分“不”的
虚化，“好不 +X”内部的语法结构、语义结构都发生了改变，
并进行了调整；而重新分析的结果就是“好不 +X”肯定格式
和否定格式的并存，形成同形异构的复杂语言现象。

2 语用优先选择
从语用的角度看，“好不 +X”肯定格式和否定格式都通

过强调程度来表示主观感叹。“好不 +X”否定格式是对“不
X”的感叹，如：
（4）他愧疚地想：要做真正的男人了，这男人做得[好不]

硬气！（孙见喜，《贾平凹的情感历程》）
（5）帮主与田相公皱著眉头站在一旁，模样儿显得[好

不]耐烦。（金庸，《雪山飞狐》）
以上例中，都强调了“不硬气、不容易、不耐烦、不害臊”

的否定程度深。同样是表达否定，我们试比较“X”、“不 +X”
和“好不 +X”的语用效果，如：
（6）（小王）X：硬气、耐烦
（7）（小王）不 +X：不硬气、不耐烦
（8）（小王）好不 +X：好不硬气、好不耐烦
“好不 +X”肯定格式是对“X”的感叹，如：
（9）满院子的根雕，六七个人或雕刻，或描画，[好不]忙

活。（《人民日报》）
（10）其时孙中山正在檀岛，夫妻见面，[好不]悲伤。（唐

仕进，《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
例（9）是强调“忙活”等积极义的程度，例（10）是强调

“悲伤”等消极义的程度，试比较“X”、“好 +X”和“好不 +X”
的语用效果，如：

（11）（大家）X：忙活、悲伤
（12）（大家）好 +X ：好忙活、好悲伤
（13）（大家）好不 +X：好不忙活、好不悲伤
比较可知，同样是表达一种评价态度，“X”、“不 +X”/

“好 +X”、“好不 +X”三类句子的情感表达程度逐步加深。
“X”句、“不 +X”/“好 +X”句表义直白、生硬、客观，“好不
+X”句表义口语化色彩明显，语气更加委婉柔和，主观情感
更加突显。汉民族传统的语言运用心理是讲求说话礼仪，追
求说话的含蓄性和艺术性，尽量避免表达的生硬直白，“好
不”句以其委婉、和谐的表达风格更加适应汉语的表达习
惯，成为人们优先选择的语言表达形式。

四 结语
通过对现代汉语“好不 +X”句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

现代汉语“好不 +X”句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进入了一个
多格式并存的发展时期。“好不 +X”语义游移现象产生的
原因主要是“好不 +X”肯定格式的产生及与否定格式的并
用，新的语言因素的产生导致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好不
+X”特有的语用功能，导致语言使用的优先选择，形成“好
不 +X”多格式分布的格局。综上所述，“好不 +X”语义游移
现象是语言长期演变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对语言材料
进行穷尽式的考察研究，有助于了解语言事实的真相及其
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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