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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国内汉维语法对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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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量化分析了三十年来国内汉维语法对比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即研究数量少，研究面

不广，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四多四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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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 研究事物的基本方

法之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笔

者对1981—2010年间的《民族语文》、《新疆大学

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

报》、《语言与翻译》等刊物进行阅读调查、统计出

有关汉、维语语言对比方面的文章共232篇，其中

关于汉、维语法对比方面的文章就有136篇，占总

数的58.62%。可见，所发表的对比方面的文章中，

语法对比就占了一半以上。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近30年以来的研究做一个回顾和思考。

本文主要对1981年以来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进行穷尽式的统计和整理，探讨汉维语

法对比研究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

期为今后汉维语法对比研究提供借鉴。

二、相关研究统计结果

汉维语法对比研究主要从词法、句法对比等方

面对汉语和维吾尔语进行了对比分析，详见表1。

表 1 语法对比分类比率

分类 数量（比率）

词法对比 84（61.76%）

句法对比 47（34.56%）

综合研究 5（3.68%）

同时，在统计分析中表明汉维词法、句法对比

研究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与日俱增的态

势，详见表2。

表 2 对比内容及数量

时间 词法对比 句法对比 综合研究

1981–1990年 16 11 2

55.17% 37.93% 6.90%

1991–2000年 22 13 1

61.11% 36.11% 2.78%

2001–2010年 46 23 2

64.79% 32.39% 2.82%

其中，汉维语词法对比方面的文章数量及内容

如表3所示。

表 3 词法对比文章数量

时 实词 虚词 短语 构词 其

间 对比 对比 对比 对比 它

1981–1990年 12 4

1991–2000年 11 7 1 3

2001–2010年 28 11 3 2 2

汉维语句法对比方面的文章数量及内容如

表4所示。

表 4 句法对比文章数量

时间 句子成分对比 句类、句型对比

1981–1990年 5 6

1991–2000年 5 8

2001–2010年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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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维语法对比研究

（一）汉维语法对比研究的主要成果

1．词类对比分析

这类文章约计84篇。其中，60.71%是关于实词

对比分析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名词

（3篇）、形容词（5篇）、代词（5篇）、数词（7篇）、

量词（11篇）、动词（16篇）、副词（2篇）和拟声

词（2篇）的汉维语对比研究方面的文章。如：“略

谈现代汉语与现代维语名词的‘数’”[1]、“汉维语形

容词重叠式对比”[2]、“汉语和维吾尔语的代词对

比”[3]、“汉维动词时态的比较”[4]、“汉语和维语数

词的对比”[5]、“汉语的‘都’和维语‘hämmä’”[6]等。

而虚词对比分析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汉

语介词与维吾尔语格或后置词（17篇）对比方面的

文章。除此之外，还有汉维语关联词语（2篇）对

比、语气词（2篇）对比等文章。如：“汉语介词与维

吾尔语的格”[7]、“由bilän构成的维吾尔语后置词结

构及其在汉语中的对应表达”[8]、“维汉语语气词对

比”[9]等。

2．短语对比

短语对比（4篇）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汉维

短语的结构及功能方面的对比以及个别汉语短语

结构在维语中的对应表达，这类文章数量有限，涉

及面也不广。

3．构词法及词的结构对比

这类文章（5篇）主要通过实例对汉语和维吾

尔语词的一般结构形式、词干和词尾的特点以及两

种语言的构词规则、构词方式和构词能力等进行了

对比分析。如：“汉维语词法构词法对比”[10]、汉维

语词的结构形式对比研究[11]等。

4．句子成分对比

句子成分（16篇）对比研究主要涉及汉维语主

语、宾语、定语和状语成分的对比研究和汉语补语

成分在维语中的对应表达、汉语补语与维语状语的

对比研究等内容。如：“汉维语主语的对比”[12]、“浅

谈汉语、维吾尔语定语的异同”[13]、“浅析汉语的结

果补语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方式”[14]、“对比

维语状语与汉语中的时量补语、程度补语”[15]等。

5．句类对比

句子根据语气分出的叫句类[16]103。关于句类

对比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叙述句(1篇)、疑问句

（2篇）和感叹句（2篇）的对比分析方面。如：“关于

叙述句的汉维语语法对比”[17]、“汉、维语祈使句的

比较”[18]等。

6．句型对比

句子根据结构特点分出的叫句型[16]103。关于句

型对比研究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被动句（8篇）、

主谓句（2篇）、存在句（1篇）、否定句（3篇）、把字句

（2篇）等的对比分析研究。如：“维、汉语被动句的对

比研究”[19]、“维汉语主谓句的对比研究”[20]、“论

汉维两种语言中的一般否定句”[21]、“汉语的存在

句及其在现代维语中的表示法”[22]等。

7．综合性对比研究

这类研究数量有限，研究内容主要是对遇到的

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汉、维语法对比研

究”[23]、“汉维语对比说略”[24]等。

（二）当前汉维语法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的数量方面

上面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三十年间在

国内期刊上共发表汉维语法对比方面的文章

约136篇。这个数字与三十年前相比，可以说不

算少，但仔细一算，每年平均在4.5篇，又可以说确

实不多。

2．研究的广度方面

综观三十年来的汉维语法对比方面的文章，不

难发现对比研究内容涉及汉、维语中的词类、短语、

句子成分、句类以及句型等方方面面。表面上看，研

究面上已经扩展得差不多了。但从对比语言学的任

务和汉维两种语言的语法可比度方面，也有许多内

容尚未研究。比如，在词法对比方面，缺少汉、维词

语形态标志对比，词缀构词的准对应关系对比，汉

维语助词对比等内容。而在句法对比方面，缺少汉

维语变式句型对比，复句对比等相关内容。除此之

外，有的文章在选题、研究内容上是重复劳动，缺

乏新意。

3．研究的深度方面

研究的深度与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直接相

关。三十年来的汉维语法对比研究的成绩是醒目

的，但遗憾的是，在这些文章中，高水平的学术论

文确实不多，特别是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尤为罕见。

有些文章仅是对比描述了汉语维吾尔语的某些现

象，算不上真正的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

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

只停留在个别的、分散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上，

没有把研究系统化，把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汉维

语语法对比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理论与

知识，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从

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整体把握。这样才能使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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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法对比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4．研究方法方面

对比语言学的目的是通过对比寻找语言的共

同点和差异点。这就决定了对比语言学的两种基本

研究方法，即求同对比与求异对比[25]。综观三十年

来的汉维语法对比研究中不难发现，以求异对比的

文章居多，这是研究目的所决定的。因为求异对比

服务于指导语言教学和翻译为目的的语言对比研

究。而求同对比研究的文章较少，这会对寻找语言

结构普遍规律和汉维语本质特征的共性研究是不

利的。我们说，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四多四少”，

即静态对比研究多，动态对比研究少；共时的平面

对比多，历时的综合的考察少；从语言的形式出发

探求其所表达的意义的研究较多，从意义出发探究

能表达意义的形式的研究较少；微观对比研究多，

宏观对比研究少等。

以上是对三十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

汉维语法对比研究方面文章做了简单的归纳和梳

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文献只

着眼于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上，没能涉及该领域的专

著和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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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Uygur
Grammars in Recent Thi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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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result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on-

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Uygur grammars in recent thirty years. It concluded that problems lies in

the small quantity of researches with limited asp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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