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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的复句研究
刘一之

复句是由几个分句组成的一个大句子，各分句都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果有连词，则很容易判断它们
意义上的联系，但在北京口语中，往往不使用连词，那么，如何判定一组句子是否是复句呢？如果是
复句，分句之间的意义又是靠什么联系的呢？我们发现，复句中几个分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主要靠“意
合”，即只给出了两种情况，由听话人自己推断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也研究了没有
连词而不产生歧义的原因。

关键词：北京话 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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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北京话 ， 是老北京人 （ 三代以上住在北京 ） 在日常说话中的北京话 。2016 年暑

假，我录下了10位60岁到80多岁的老北京人在随意中说的话，作为本论文的资料。录音方式采用

让说话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随意地说话，这样才能呈现出最真实的情况。因为表示某种语法关系的例
句太少，后来又增加了40岁的人和我自己家人的录音资料。

什么是复句？《现代汉语大辞典》上的解释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句组成的句子。同一复

句里的分句， 说的是有关系的事。” 网上中文维基百科解释得更详细一些：“ 复句是句子结构的一

种，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句的句子。跟单句相比，复句由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从构成成分上

看，复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第二，从组合手段上看，构成复句的甲分句和乙分句往往
由特定的关系词语来联结，构成单句的甲成分和乙成分之间一般不用关系词语。第三，从构成成分
之间的联系看，复句各分句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系：或因果关系，或是并列关系，或是转折关系等
等。第四，从语气看，构成复句的各个分句可以使用相同的语气，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语气。也就是

说，一个复句不一定只有一种语气，它可以前分句为甲语气，后分句为乙语气，前后分句的语气不
一致。”

如果有形式上的标志，即有连词，则很容易判定是那种类型的复句，例如英语或日语以及汉语

书面语。但我们在调查时发现，说话人文化水平越高，使用连词的频率也越高，而中学文化水平以
下的人，很少使用连词。那么，如果有一组句子，如何判定它们是否是复句呢？如果是复句，分句
之间的意义是靠什么联系的呢？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例如：

（1） 就因为你自己不注意，你好了，又恢复到以前，好家伙，看电脑看手机，就这一通折腾，
又去蒸桑拿，这一蒸，那最冷的天儿蒸桑拿，这桑拿屋跟外界气温差好几十度，这眼
睛血管儿一下儿受不了，本来就脆，这一下儿就崩了，崩了就出血了，就碎了，说你

要不蒸啊，可能还没事儿就。

我们按照停顿标了逗号，则这个复句一共有17个分句。各分句之间都有关系，“就因为你自己

不注意”是原因，“你好了，又恢复到以前，好家伙，看电脑看手机，就这一通折腾，又去蒸桑拿”
是“不注意”的具体表现，“这一蒸，那最冷的天儿蒸桑拿，这桑拿屋跟外界气温差好几十度”是前一

分句“蒸桑拿”时的具体情况，又是后一分句“这眼睛血管儿一下儿受不了”的原因。“这眼睛血管儿一

下儿受不了”是前一句的结果，又和“本来就脆”成为下一分句“这一下儿就崩了”的原因。“崩了”是“就

出血了，就碎了”的原因， “你要不蒸啊，可能还没事儿是“不注意”和“不蒸桑拿”两个的结果。各分

句之间，只出现了两个连词，“因为”出现在句首，表示整个句子的原因，“要”在连接两个分句“你要

不蒸啊，可能还没事儿就”中表示假设。“因为”如果去掉，不影响句意的理解。

所以，在北京话中，连词并不是最重要的，复句中几个分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主要靠“意合”，

即只给出了两种情况，由听话人自己推断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联系。

“他病了。”“我陪他上医院。”是两个单独的事件，但连在一起说：“他病了，我陪他上医院。”

就有了意义上的联系。

北京话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决定语序。其实不止是北京话，普通话也是

如此。所以，按照时间顺序，“他病了”在先，“我陪他上医院”在后，那么听话人的推断是“因为他生

病了，所以我陪他上医院”。

如上面所举出的例子，北京话中的复句经常是一长串分句，一个分句既是上一分句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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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一分句的原因，既可能递进，也可能转折，一层意思套一层意思，所以，我们尽量先从最基本
的两个分句开始研究，两个分句不足以说明分句之间的联系时，再增加一些分句，以确保可以理解
整个复句的意思。

我们的研究从两方面入手，使用连词和不使用连词的。因为录音时间不太多，我们只能看出连

词使用频率的大致趋向。还有，说话人受本身的生长环境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说话风格，也影响到
使用不同的连词。例如，在我家，假设句使用最多的连词是“……的话”，但这次调查中，我发现使
用最多的连词是“要”，其次是“要是”， “……的话”出现的频率很小。

一、假设。
什么是假设呢？就是没发生的情况，假设它会出现。这里面又分三种情况：

1、事件还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就会出现下一个分句所表现的结果。可以有以下几种表现手法 ：

①

使用连词。第一分句使用“要”“要是”“回头”“……的话”“如果”，第二分句经常使用“就”：

（2） 你要配眼镜儿，找她配眼镜儿最好。
（3） 你要找了呢，你得伺候她。

（4） 她要真是不去的话，我就叫你们上西单啦。
（5） 你要能换，更好。

（6） 回头我死你爸前头，你爸一雇保姆，把房子给保姆了。
（7） 要不做手术，今儿晚上都过不去。
（8） 要真没啦，姆也不能怨您。
（9） 要能打扫，就都打扫喽。

（10） 你要觉得不行的话，你就赶紧叫我。

（11） 你要觉得饿，你就吃。你要觉得不饿，你就不吃。
（12） 你要不说吧，她没准儿就误解了。
（13） 我们单位要给，就给一半儿。

（14） 你要不这么说，他连动弹都不动弹。

（15） 人工晶体吧，要是花眼，还得配老花镜。

（16） 如果要行，还是想让她上二中当英语老师去。
②

不使用连词：

（17） 处得好好，处得不好，娶了大姨儿，回头亲戚也不亲啦。
（18） 没事儿，上姆家。没事儿上你们家干什么？

2、表示一般情况。如果出现前面的情况，自然就会出现后面的情况 ：

①

使用连词。第一分句使用“要”“要是”“回头”“……的话”“如果”，第二分句经常使用“就”：

（19） 要自己家的，扔了就扔了哈。

（20） 如果人工那儿没充成，就凑合吧。
（21） 我要想充，我能充。

（22） 她要来，我就觉得太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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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咱要看见那老太太那什么了，我也得给她搀起来。

（24） 如果一疼，上医院不到二十分钟，手术，自己就回家了，没事儿，就是因为不知道疼，
就烂了都不知道，结果全感染了，也都不知道。

②

不使用连词：

（25） 你看书的时候，就不用戴镜子，但是你看看远处，还得戴镜子。
（26） 有盘子，就用盘子，没盘子，就用盒儿。

（27） 这不是说你掌握政策就行，嘴还得跟的上。跟不上，人不给你啊。

（28） 你干不了智力的，你能干体力劳动啊。

（29） 你知道我累，你帮我买买菜。这儿媳妇儿不在家他不买菜，儿媳妇儿在家，他才买菜呢。
（30） 这孩子要吃什么，人家给他记账，到时候，一个月跟他爸要一次钱。

（31） 我晚上也不吃饭。一吃饭吧，这肚子一下儿就鼓起来。
（32） 没房子，不行。

（33） 说了，他也不理解。

（34） 现在有你老太太真摔了，人家不管不那什么，就怕你讹人家！
（35） 你半截儿去的呢，人家不管分。
（36） 你说句话，我妈就热血沸腾。

3、过去没有发生的情况。假设的情况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不一样，结果也和现在的真实情况不一样。

①

使用连词“要”“要是”“如果”“……的话”：

（37） 要听我的，根本就不至于。（事实是 ：没听我的）

（38） 没有感情，人家就不娶她啦。（事实是 ：有感情，也娶了她。）

（39） 这智能学校啊，你要一开始上，倒好啦。（事实是 ：没一开始上，现在情况不好。）

（40） 她要是没有毛病，保证稳稳当当就要了。（事实是 ：她有毛病，人家没要她。）
（41） 你要真送送你姐姐去，还能见个面儿哈。（事实是 ：没送姐姐。）
（42）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不行。（事实是 ：不是我。）

（43） 如果她写的，我怕误伤。我让我弟弟打她。（事实是 ：不是她写的。）

（44） 要是没没没有这文化大革命，我估计这十年要是真这样儿发展，还真是肯定挺好的。
（事实是 ：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45） 如果人家要不给我搀起来不那什么，那我肯定就得在那儿就歪着呗！
（事实是 ：人家把我搀起来了。）

②

没有连词：

（46） （要成了行，）不成，告送让人心里不舒服，我就没告送她。
（47） 你不想给我，别给呀，干嘛给我一假的呀。
（48） 不做手术，今天没啦，我还活不活啦？

（49） 你不告送她，她还以为那边儿后门儿硬呢。

我们发现：1、所有连词都可以取消，意思不变。2、连词使用最多的是“要”，占绝大多数。3、表

示一般情况时，往往没有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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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果。
1、前一分句说原因，后一分句是自然引出的结果。

①

使用连词“因为”“所以”，“因为“表原因，”“所以”表结果。

（50） 因为走的那儿哈儿，得用啊。

（51） 因为前半生被人伺候，后半生就得伺候人。

（52） 因为你可能在国内待的时间也短，对不对，不特别觉得那什么。

（53） 现在外边儿净出事儿的，所以谨慎一点儿，出去。
（54） 她妈有点儿浑，你比她妈还浑，所以她妈怕你。
（55） 有的事儿就挺让人寒心的，所以就算了。
②

不使用连词：

（56） 今天是礼拜天，人少点儿吧。
（57） 院长开会呢，得等。

（58） 他老伴儿去世，她就成外单位的了，就得收她暖气费。

（59） 儿媳妇儿给你们家续香火呢，给你们家传宗接代呢，生出来姓郭，我不伺候。

（60） 吃了睡，睡了吃，这胃，一下儿就鼓起来了。
（61） 人家不让说中文哈，结果她说中文了。

（62） 你不让座儿吧，哎，指责你，完了以后呢，你要给他让了吧，他就觉得理所应当的，哎，
就就、根本就不谢也没、也没这句话。人不让座儿的吧，说实在的，你这一指责，人
心里更不痛快，所以有时候儿这事儿就是什么呀，分不清黑白、分不清真理了。

（62） 无产阶级多了，资产阶级就少了，是不是？资产阶级多了，无产阶级就少了。
（63） 会议时间太紧凑，把我这发言取消了。

（64） 等第二年生源不是特别好，她不想用人家了。

（65） 她可厉害着哪，不好惹的，你可跟人家说清楚喽。
（66） 我了解她们俩人品，不可能干这事儿。
（67） 花了 3 万块钱，摆平。

（68） 我是党员，我就得高标准要求自己。

2、前一分句先说结果，后一分句补充原因。

①

使用连词“因为”“所以”，“因为“表原因，”“所以”表结果。

（69） 你也不能怨人家，因为它有这先例啊。

（70） 所以你办事儿效率啊，就得这样儿。你不能等。
（71） 我为什么不知道疼啊，说就是因为你血糖太高。

（72） 现在安分守己，你挣不着钱。你老老实实做买卖，你挣得着钱吗？

（73） 我脑子一下子就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
②

不使用连词：

（74） 您别出去啦，下雪，外边儿滑。

（75） 不想出国玩儿，语言不通，而且净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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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小叔子打他嫂子，嗔着她说话跟他妈带 “ 他妈的 ” 了。
（77） 他就愿意贫困，贫困国家可以给钱。

③

先说结果，然后用“为什么”“它怎么”表设问，引出原因。

（78） 她不能管钱啦。你说为什么？给她二十块，让她买十块钱的肉馅儿，买两块钱的、半

斤面条儿也不一斤面条儿来，你应该找回八块钱来吧，结果呢，找回三块来，那五块
钱就不知道攥哪儿去啦。

（79） 为什么过去老说老字号？老字号的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80） 同学情是最无私的。为什么？同学没有利益关系。

（81） 说实你们家孩子都教育不好，为什么，外头大环境都这样儿。

（82） 这冯小刚为什么说拍这个电影儿，因为他们最了解那时候这种争斗，但是它演这些人，
都是军队大院儿的。

（83） 只要死缓，你就有希望出来。为什么？他有钱啊，有钱就可以买出来。

三、选择。
从两项中选择一项。

1、疑问句。选择句大多数是疑问句。

①

使用连词“还是”。

（84） 你是三十四，还是三十五？

（85） 你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啊？
（86） 你吃面条儿，还是吃什么呀？
（87） 这人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

（88） 你说这恶性事件多啊，还是少啊？

（89） 现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啊？中国特色的。
②

不使用连词：

（90） 送人一汗衫，也不一头巾呀？

（91） 你用日语讲课呀？汉语讲课呀？
（92） 你专门儿买的，配的？

（93） 在这儿买的，在日本买的？
（94） 要不那饼给你热热？

2、非疑问句。

（95） 那还不如走着、坐公交车。

（96） 谁知道她说的话真话假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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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折。
转折可以说是跟因果相反。因果是由于某一原因、事件，而自然引起一种结果、事件。如果在

这其中，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没有自然地得到某种结果，就是转折。也可以说，因果是两个分句
的顺接，转折是逆接。

1、结果不是预料的。

①

使用连词“可是”“但是”“虽然……但是”“就是”等。

（97） 有的人很聪明，但是不爱读书本儿的知识。

（98） 你说那蓝色港湾，但是有一次我去，人也挺少的。
（99） 看那相片，挺好的，但是一吃，一般。

（100） 前一个月吧，检查身体的时候儿，发现肺有阴影儿，但是人家给你确诊不了，没有占位，
确定不了是癌，还是什么肿瘤儿，还是怎么着，告送三个月以后你再查。

（101） 反正什么药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但是治愈率挺高的。
（102） 钱不少拿，但是你干事儿了吗？

（103） 她跟她妈住的那养老公寓，租的那一居室，有厨房有卫生间什么的，自个儿可以做饭，
另外有食堂，可以买，可是就得本人伺候。如果你要找人伺候，就得另外一个养老院。

这不他们又给找了一养老院吗？说挺好的，就是价钱贵点儿。

（104） 她想上她妹妹那儿去，可是她妹妹还工作呢。
（105） 眼睛不好，可是人家骑自行车。

（106） 虽然叫姑爷爷（姑奶奶），但是她得出嫁呀，就不太清楚了。
（107） 虽然三十多年没见，但是一见并不觉得很陌生。

（108）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那么乱，对不对，红卫兵，那会儿不儿大串联，是不是，多那什么呀，
你知道。哎有时候住这儿，哪儿哪儿都住，反正都那什么了，但是有一样儿，没有说

谁家丢什么东西啊。

（109） 这冯小刚为什么说拍这个电影儿，因为他们最了解那时候这种争斗，但是它演这些人，
都是军队大院儿的。

（110） 房子建好了，水井都打好了，就是没搬过去住。

（111） 这不他们又给找了一养老院吗？说挺好的，就是价钱贵点儿。

（112） 我身体还挺好的，就是这眼睛不好。
②

不使用连词。

（113） 张春玲他们家倒踏实啦，给咱们家找多大麻烦。

（114） 你说你给我两千，恨不得说两万，恨不得说十万。
（115） 现在倒拿钱多了呢，有那干劲儿吗？

（116） 原来说那楼给咱们，也没给，给副食了。

（117） 奥运会，按说残联主席得出来讲话，她都没出来。
（118） 主席都换届。这么多年，他不换届。

（119） 我看不见这小的，我能看大的，能看大概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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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工人拿不着工资，拿不着钱，工会也不言语啊。

2、结果跟预料相反。使用连词 “ 倒 ”“ 反倒 ” ：

（121） 我买了一 500 的，就花了 240，反倒浪费了二百六。

五、并列。
并列句是由两个或多个语法地位相等的分句组成。
①

使用连词。又……，又……。一边……，一边……。不是……，（而）是……。

只能……，不能……。有时……，有时……。有的……，有的……等。

（122） 她不是不想说，而是她不会说。

（123） 您偷着吃糖，您不是骗我，您是骗您自个儿哪。
（124） 只能赢，不能输。

（125） 大姨儿不是家庭妇女型儿的，那是离休干部型儿的。

（126） 现在说制定政策，不是为老百姓，都是为他们这层服务的。
（127）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有时摁了就行，有时摁了就不行。
（128） 反正有的人呢，就行，有的人就不行。
②

不使用连词。

（129） 我干这工作，好人不爱干，怂人干不了，我收费呀。
（130） 你得晓之以理，再一个你得打动他。

（131） 我想帮助她，她不让帮助。我想去看她，她不让我去看她。
（132） 凭什么他们名人有传，老百姓就没传呀？

（133） 去年涨三百多，今年涨二百多，越涨越少。

六、说明。
后面分句是对前面分句的说明，通常，说明部分是几个分句：

（134） 这人你可能没见过，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以后，不知上哪儿去了，大高个儿，有点儿

跟荣毅仁是的，特别斯文，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不像现在这老板是的，野调无

腔的，不是，一看就是有文化的，特别斯文的人，叫赵宜之，他书法特别好，结果就是，
东四百货商场那字儿，就是他题的。

（135） 你记得咱挖防空洞的时候儿，挖出好多铜钱儿来？那就是老松竹布店的。

（136） 她是哪儿的？辽宁的，小时候儿十几岁就让她嫂子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呢，就跟

林彪那四野，就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解放以后，因为她文化低不是吗，就给
她转业到商场来了。

（137） 她说，我现在还真离不开，一个是她妈，一个是她爱人。她爱人得病了，她爱人就是

检查身体的时候儿，前一个月吧，检查身体的时候儿，发现肺有阴影儿，但是人家给
你确诊不了，没有占位，确定不了是癌，还是什么肿瘤儿，还是怎么着，告送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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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你再查，但是经查以后这血呢，有一个血象，就是癌的血象，高，而且吧，还是
最不好的那种，叫什么小叶儿，什么肺癌，那种。

说明，其实就是某些语言，例如英语中的定语分句。在北京话中，没有长定语，如果有一长串

的定语，要放在主句后，例如上面例句中的“大高个儿，有点儿跟荣毅仁是的，特别斯文，一看就

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不像现在这老板是的，野调无腔的，不是，一看就是有文化的，特别斯文的

人”，是说明“这个人”的。方梅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

七、递进。
递进句的后一个分句是强调进一步说明，所以必须使用连词“还”“而且”“甚至”“尤其”等：
（138） 他找着工作了，而且好像还是一大公司。

（139） 我们虽然可以返聘，返聘可以干到 72，可是我不想干了，而且我有好多好多想干的事儿。

（140） 有一个血象，就是癌的血象，高，而且吧，还是最不好的那种，叫什么小叶儿，什么肺癌，
那种。

（141） 一个让他心情舒畅点儿，起码得让他这仨月别发展，对不对？这就不错。

（142） 不但哄他们玩儿，还给钱。

如果不用连词，就无法显示出是进一步说明，例如“他找着工作了，而且好像还是一大公司。”

删去连词“而且”“还”，成为“他找着工作了，好像是一大公司。”便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意思，“好像还
是一大公司。”只是对“工作”的说明。

八、条件。
条件复句其实也是因果复句的一部分，只不过前一分句指出条件，后一分句是在这种条件下产

生的结果。

条件复句必须有连词 “（只有…，）才…”“（只要…，）就…”“（无论…，）都…”“不管/甭管

…”“除非…，才…”“…也”等。

（143） 只要说是正常人，还甭说那个极端的。
（144） 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摆平。

（145） 美国还是富裕，只要工作，就有饭吃。
（146） 只要一发展，就麻烦了。
（147） 只要能动，就动。

（148） 只要死缓，你就有希望出来。

（149） 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就先不要钱呢，等真正好转的话，才要钱呢。

（150） 甭管是什么，借这理由是可以借的呀。

（151） 甭管怎么说，你们家房子买的不是她出的钱吗？

（152） 你甭管怎么样，初中一毕业，到时候儿都给你分配工作，甭管多儿钱，大家伙儿都这样，
都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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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你甭管怎么说，老毛那会儿没这个。

（154） 跟谁打交道，也不能跟她这种人打交道。
（155） 发现严重的，多少，你就得毙。

九、目的。
一个分句说目的，其他分句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
（156） 鸦片战争，为什么？就为要市场，现在拱手送。

（157） 身体好好儿的，比什么都强，自己不受罪，别人也不着急。
（158） 你说话，就得让人家听得懂。

（159） 三姐要上干校去，我妈去给做被卧去。

（160） 我把饭做好喽，让他早点儿吃，早点儿睡。
（161） 拿勺儿，好㧟菜呀。

（162） 雇了一包工队，给他挖地下室。挖地下室干什么？就是为了给他藏钱不是吗？

（163） 为什么愿意退休啊？这边儿拿退休金，那边儿再干一点儿，补差。
（164） 请我吃饭，其实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
（165） 搁那盘儿里，别占盆儿啦。

十、总结。
最后一个分句是对前面分句所给出的事件、行为进行总结。

（166） 不露面儿，不傍茬儿，你还打算跟人家过不跟人家过啊？
（167） 没钱交，给税务局写欠条，这叫什么事儿？

（168） 你说你查我这儿，从东搬这儿来，你查我那儿，搬那儿，拆东墙补西墙。

（169） 现在都不种粮食了，都种树。是，美化了，明儿都喝西北风儿去啊？

（170） 现在年轻的不讲实的，就讲钱，拿钱就行。咱这上岁数的讲实的，将来吃什么穿什么，
（171)

你说是不是？

现在中学生不像中学生，大学生不像大学生，育人的地儿，他都坏啦。

（172） 我看不见这小的，我能看大的，能看大概其呀。

十一、承接。
承接是一串分句，按照时间顺序，连接在一起。

（173） 馒头粉和包子粉，就不用搁发面，也不用搁起子了，直接一和，它自己就发啦，直接蒸，就完了。

（174） 她妈 11 号来，她 31 号回怀柔，然后那边儿一块儿出车接去，接回来住他们家，然后，
第二天上宾馆，从宾馆再接他们那儿去。

（175） 她爱人就是检查身体的时候儿， 前一个月吧， 检查身体的时候儿， 发现肺有阴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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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家给你确诊不了， 没有占位， 确定不了是癌， 还是什么肿瘤儿， 还是怎么着，

告送三个月以后你再查，但是经查以后这血呢，有一个血象，就是癌的血象，高，而

且吧，还是最不好的那种，叫什么小叶儿，什么肺癌，那种。

（176） 她是哪儿的？辽宁的，小时候儿十几岁就让她嫂子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呢，就跟

林彪那四野，就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解放以后，因为她文化低不是吗，就给
她转业到商场来了。

（177） 他们不相信这个，后来就上协和，协和也这么说，又上肿瘤儿，肿瘤儿也这么说。现
在正看中医呢，先控制吧。

（178） 她跟她妈住的那养老公寓，租的那一居室，有厨房有卫生间什么的，自个儿可以做饭，
另外有食堂，可以买，可是就得本人伺候。

（179） 东四商场的前身儿是松竹布店， 解放后才改成百货公司， 一开始， 叫东四百货公司，
完了以后，这才改成东四百货商场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使用连词，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并不引起歧义。原因是：我们

虽然分了十一类，但是是从不同角度分的。例如因果，是从原因和结果角度分析，假设是从事实上事
件没有发生角度分析，所以，因果和假设可以重叠。我们现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发现：虽
然复句细分可以分为十一类，甚至更多，但是我们从它的内部联系的共同点去考虑，就简单多了。

首先，一个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后，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到可能会发生第二个甚至更

多事件。例如，“渴了”，在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喝水”，可以说这是意合的顺接。如果发生了逆接

的情况，例如“不喝水”，就是转折。事件真实发生过，就是因果，事件没有发生，就是假设。目的
也是因果的一种，只不过原因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条件复句其实也是因果复句的一部分，只不过
前一分句指出条件，后一分句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用因果联系起了最常用的六种复句，也说明了为什么不使用连词，却不引起歧义。

并列，是几个不分主次、语法地位一样的分句。从这个角度说，选择、承接也是并列，只不过

选择是要从这几个事件中选择一个，而承接是按时间顺序说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即便没有连词，
一般也不会引起歧义。
歧义。

而表示时间、说明的分句，因为它们本身的性质，不需要连词，听话人也能明白，不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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