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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中文提要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中文提要

语法学界普遍认为，粘合式述补结构“VR"(动结式和动趋式)和能性述补结构

“V得／不R”是有内在关联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R"是由“VR”扩展而来的。

本文首先回顾前人对“VR”、“V得／不R”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比较的研究成果，

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VR"和“V得／不R’’结构的比较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探

讨：

首先，根据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汉语动词一结果

补语搭配词典》所收录的动词、形容词及常用述补短语的计量统计，分别分析了动词、

形容词充当“VR”和“V得／不R”的述语、补语的情况，并从音节、语义、语法方

面来探讨述语和补语的限制条件。

其次，运用语言的象似性原则、认知理论，寻求“VR"和“V得／不R”在形式

上的差别所映照的语义的差别，并运用构式语法的理论，从结构的整体着眼，比较

“VR’’和“V得／不R”的构式义的差别及其对述语和补语的不同影响。

最后，在对“VR”和“V得／不R"的构成成分的限制和结构语义的差别的基础

上，探讨“VR"和“V得／不R”转换的内部机制。

关键词：“VR"结构；“V得／不R"结构；限制条件；构式义；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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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tructures of“VR”and“V得／不R”

TheComparison between Structures of‘‘Ⅷ’and‘‘V椰R'’
Abstract

Grammarians agree generally that,bound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

。唿”(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tendency construction)and potential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V得／不R，’are inherently related，potential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V得／不R”comes from the extensions of the‘‘VR”．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VR’’，‘‘v得／不R，’and the

comparisions between them．we try to discuss the comparisions between the stuctures of

“VR'’and“V得／不R，’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s about verb，adjective as the

predicate，complement in the‘‘VR’’and‘‘V得／不R，’s仃ucn鹏s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statistics about the verb，adjective and common verb-complement phrase

which are collected by‘‘Chinese verbs usage dictionary'’，‘‘Chinese adjectives usage

dictionary’’，‘‘Chinese verb-results complement collocation dictionary'’and explore the

constraints about predicates and complements from syllabic，semantic，grammatical aspects．

Secondly,By use of language iconieity principles，cognitive theory,seek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that are mapped by the“V】贮’and‘‘v得／不R’’differences in the form．and compare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ofthe‘‘Ⅵr’，‘‘V得／不R，’and the different effects they've

made to the predicate and complement bY use of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Finally,explore the internal conversion mechanism between“VR'’and“V得／不R，’on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limits of constructional components and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of

tlle structures．

Keywords：‘‘VR’’structure；“V得／不R，’structure；limiting condition；constructional

meaning；conver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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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前言

．上上．—J一

月IJ 舌

朱德熙先生根据补语前有没有“得”字，将述补结构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大类

(有“得"为组合式，没有“得"为粘合式)。然后又根据意义，将粘合式的补语分

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和程度补语，将组合式的补语分为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其中，

可能补语包括结果补语的可能式和趋向补语的可能式，大部分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都

能转换为可能补语。

为了和“V得／不R"结构对应起来，便于比较，本文讨论的“VR”结构仅限于

动结式和动趋式两类，而程度补语、数量补语以及介词短语作补语，本文均不予以讨

论；另外，限于本人能力和篇幅有限，“V得／不R"结构中表状态的(如：他上次考

试考得好吗?)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只讨论‘‘vR，’结构(动结式和动趋式)

与“V得／不R"结构(动结式和动趋式的可能式)的比较。

1．1“VR"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研究现状

因为本文讨论的VR只限于动结式和动趋式两类，所以本部分讨论的“VR”结

构的研究现状，也只限于动结式和动趋式的研究现状。

1．1．1述语研究

王力(1985)将动结式和动趋式命名为“使成式”，并指出“使成式’’的上字应

限于外动词，排除了由内动词充当的上字。李临定(1963)对述语动词列出了两个限

制条件：①要富于口语性，书面性较强的不太容易进入这种句式；②动词本身不可包

含某种结果的意思，形容词本身不可包含程度很高的意思。陈建民(1986)认为述语

动词以单音节为多，动词不能有重叠形式，不能带“着、了、过”。聂志平(1992)

认为述语动词自身都具有时态对立的性质。徐丹(2000)认为绝大多数单音节动词都

可以充当述语，且一般是表具体动作的动词，常与手及工具类动词有关。

1．1．2补语研究

1．1．2．1关于补语成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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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语成分的研究有很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语的界定和作用上，如黎

锦熙(1992)、吕叔湘(1952)、王力(1985)等。稍后的对补语的研究，可分为对结

果补语、趋向补语和补语虚化等问题的研究。

关于结果补语的研究主要有：王还(1979)把前加“得’’而不表可能的补语称为

结果补语，并探讨了影响此类补语句式转换的因素。马真和陆俭明(1997)列举了哪

些形容词可以充当结果补语，并对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做了研究。王红旗(1998)总结

出谓词充当结果补语的两个限制条件：①充当结果补语语义指向的体词的语义特征；

②述语和结果补语语义指向之间的“影响”关系。

关于趋向补语的研究主要有：范继淹(1963)将趋向补语分为三类，并总结出了

这三类补语的排列形式和结构系统。刘月华(1980)讨论了“来、去"的立足点问题，

并明确了“来、去"所表示的意义。杉村博文(1983)对趋向补语“下、下来、下去"

的引申意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描写。刘月华(1988)讨论了“上”组、“下’’组、“起"

组、“开’’组的趋向意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补语意义虚化的研究主要有：薛红(1985)根据补语的虚化程度，将后项虚

化的动补结构分为两种：补语部分丧失词汇意义的，如“急死、忙坏"等；补语完全

丧失词汇意义的，如“站住、闻见"等。朱景松(1987)系统全面地分析了趋向动词

和虚化动词的引申义和虚化义，并指出是引申义还是虚化义要联系整个述补结构具体

考察，并论证了一些虚化补语不适合看成虚语素。刘丹青(1994)把“着、了”这一

类只作结果补语不作谓语的词叫作“唯补词"，他认为唯补词处在由实到虚的一个复

杂进程中，还有进一步虚化的可能。

1．1．2．2补语的语义类型

关于补语的语义，最常见的看法是：补语是补充说明述语的，述语表示原因，补

语表示动作的结果，动词和补语间的语义关系是因果关系，代表人物有丁声树(1961)、

朱德熙(1982)、王力(1985)等。但李临定(1984)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范晓

(1 985)认为V-R的关系意义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动结关系、动趋关系、动度关系与

动态关系。

缪锦安(1990)从语义范畴的角度将简单式补语分为12种语义关系，复杂式补语

分为10种语义关系，并认为动补结构中述语和补语的语义关系并不限于因果关系。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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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明(1990)将形容词充任的补语的语义类型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某种结果的实现，

另一类是某种结果的偏离。李小荣(1994)则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预期结果，如“摆

好’’；第二类是预期结果偏离，如“卖便宜了"； 第三类是自然结果，如“干累了"。

陆俭明(1997)又概括为以下四类：一是预期结果的实现，如“洗干净了”；二是非

理想结果的出现，如“碰破了”；三是自然结果，如“长高了’’；四是预期结果的偏离，

如“挖浅了"。

1．1．2．3补语的语义指向研究

张国宪(1988)从配价的角度出发，对动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及其形式标志进

行了研究，他认为介词和语序往往是语义指向的形式标志。詹人凤(1989)从充当结

果补语的词语的语法性质入手，对补语的表述对象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在主宾同现

的动结式句子中，R为及物动词，R表述主语；R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时，R表述宾

语”这一规律。梅立崇(1994)从语义角度出发，对结果补语的表述对象作了进一步

研究，并探讨了其制约因素：结果补语的表述对象与动词自身的语义特点有关，还与

补语的语义和宾语有关。马真、陆俭明(1997)从语义结构关系上，对《汉语形容词

用法词典》中能够充当结果补语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进行归纳，得出“形容词充任结

果补语，其语义指向似乎取决于与述补结构同现的名词性成分"这一结论。袁毓林

(1999)把动结式分为9种形式，然后对这9种形式的语义指向一一进行描写分析，进

而研究不同的语义指向对句式的影响。

由于补语同句子其它成分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所以单从句法表层成分之间的关

系或排列顺序出发是无法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的，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补

语语义指向的归纳与分类上，但对存在不同语义指向的原因尚未给出进一步解释。王

红旗(2001)对此原因作出了解释：“补语语义指向的不同实际上是述语与相关体词

格关系的不同”。

1．1．3结构体研究

1．1．3．1 VR结构的中心

这主要集中在研究动结式的中心上。大多数学者都把动结式看作是一种主从向心

结构，如吕叔湘(1942)、丁声树(1961)、朱德熙(1982)等，他们都认为前项的

动词是结构中心，后项的补语是从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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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临定(1984)则认为动结式的“补”是结构的中心，“动’’是结构的从属成分，

持此观点的还有詹人风(1989)，马希文(1987)等。范晓(1985)认为应区分结构

重心和表达重心，二者并不严格对应。袁毓林(2000)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全面论述

了汉语动补式的句法核心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做了一些论证，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

汉语动补式的句法核心在动词上，语义核心在补语上，句法和语义不平衡。任鹰(2001)

则认为应该明确区分句法中心和语义中心，并指出，一个动补结构的前项动词和后项

补语都有可能充当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中心。宋文辉(2004)认为动补结构是复合

词，且是以动词为中心的。熊仲儒和刘丽萍(2005)认为动结式是句法派生的复合词，

其句法核心是为动词选择论元的功能范畴。

1．1．3．2出现的句式及分布原因研究

句式研究以李临定(1980)、范晓(1987)、马希文(1987)、詹开第(1985)等

人为主。他们的研究涉及到的句式有数十种，但以重动句、把字句、话题句等五类为

研究重点。

李临定(1980)从动结式的形式、意义和句式变化等方面，详细描写了由动结式

构成的五类句式：@SVR(你长胖了)；(重)SVOVR(他喝酒喝醉了)；⑨SVRO(他

听懂了我的意思)；④svolVR02(你写通知写落了一个字)；⑤S把OIVR02(钉子

把我的衣服划破了一条口子)。他列出了每一类句式的下面的各小类句式，并列出了

各句式的变换式。

范晓(1987)认为，“V．R”作谓语的主谓简单句，基本句式主要有：“S-VR．O"

和“S-VR”两种，但当“V．R"与“O”配置时， “O"的隐现和位置的变化也影响

句式的变化，由此他共归纳出十种句式。

马希文(1987)归纳出九种由动结式构成的句式：①名词+动结+“了”，如“小

王洗累了"；②名+“把”+名+动结+“了"，如“小王把车修好了”；③名+“让’’

+名+动结+“了”，如“袖子让墨水染红了"；④名+“让”+名+“把”+名+动结+

“了"，如“妈妈让孩子把玩具摆整齐”；⑤动结+“了’’+数量名，如“走错了一

步棋’’；⑥“有”+数量名+动结+“了”，如“有一辆车修好了”；⑦名+“有”+数量

名+动结+“了"，如“小王有一个孩子冻病了"；⑧名+动结+“了"+数量名，如

“小王晾干了一件衣裳’’；⑨名+“把”+数量名+动结+“了"，如“我把一个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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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倒了"等。马希文的分法侧重句式间的扩展转换，但分类比较繁琐，且类别有所重

厶
口。

袁毓林(2002)讨论了动结式及其构成成分的论元整合规律，他首先分别假设了

一价动结式、二价动结式、三价动结式的基础句式，然后通过移位、删除、合并等操

作，推导出与其相关的派生句式。

黄月圆(1996)认为“把字句和重动句中的动补结构的分布呈现出一种‘互补’的

特征”。王红旗(2001)认为，动结式述补结构在把字句和重动句中的分布不相同，

这与补语的语义指向有关。宋文辉(2004)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相关问题，通

过对动结式在核心句、“把”字句、“被”字句和话题句中的分布限制的分析，说明分

布规律是动结式的概念结构的差别所驱动的。

1．1．3．3配价研究

范晓(1985)在谈到V二R结构体的功能类别时，指出： “动词性的V．R从整体功

能来看，也有单向、双向和三向的分别。区别的方法是看它在句中的‘必有的’名词性

成分的数量多少而定"，这已初具配价的思想。张国宪(1988)从配价的角度出发，

对动词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及其形式标志进行了研究。黄锦章(1993)总结出了动结

式配价的计算规则和公式。郭锐(1995)则在讨论动结式配价以及其与构成成分的配

价关系的问题时，提出了动结式论元整合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规律。王红旗(1995)在

简单的主谓句和把字句的背景下，运用具体的操作方法，结合语义指向分析法，详细

考察了动结式的配价。袁毓林(2001)从论元的选择、整合提升的角度，建立了一套

自上而下的动结式的论元准入规则，对各种类型的动结式的配价构成进行了分析。

1．1．3．4认知解释

王红旗(2001)认为，组合补语由词语临时、自由组合，表达的是没有被模式化

的意义，语义搭配的可预测性比较低，新组成的意义是被高度凸显的，信息价值高。

而粘合补语通过词的固定组合，表示的是一般程度的凸显信息，语义搭配的可预测性

高，信息价值低。在语义的差异上，动作过程产生的规约性结果适合使用粘合补语表

示，如“撕开"、“摔倒”；动作过程产生的偶发性结果比较适合使用组合补语表示。

因为组合补语没有词汇化的对应表达形式，所以临时组合的补语结构比较好地表现了

新出现的情况和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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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R’’补语研究现状

1．2．1述语V研究

刘月华(1980)和黄伯荣、廖序东(1997)都认为，V主要由动词充当，也可以

由形容词充当。吕叔湘(1990)认为，在肯定式“动+得"结构中，动词一般由表被

动意义的单音节动词充当；在否定式中，单音节、双音节动词都可以充当。张旺熹

(1999)认为“V不R"结构中的V既有动词也有形容词，V绝大多数是自主动词，也

有少数是非自主动词。

1．2．2关于“得／不"的词性和意义

“得”的词性：赵元任(1979)认为，“得"插在动词和补语中间则是中缀，加

在动词之后则是不纯粹的后缀。朱德熙(1982)认为，表可能的述补结构里的“得"

是一个独立的助词，它出现在述语和补语之间，既不属前也不属后，表可能的述补结

构应该三分；表状态的述补结构里的“得”则是一个动词后缀，表示状态的述补结构

应该二分。王力(1985)认为是助动词；吕叔湘认为是助词。黎锦熙(1992)认为是

特别介词。

“不”的词性：陆志韦(1957)、杨建国(1959)、郭志良(1980)认为“不"是

否定副词。赵元任(1979)认为，插在动词和补语中间的“不”是中缀，加在动词之

后的“不"是不纯粹的后缀；吕叔湘(1990)认为“V不R”中的“不"是助词，表

示不可能，跟表示可能的‘得’相对。吴福祥(2002)认为能性述补结构“V不R"中的

“不"是否定副词，是表实现的“V得R”的否定形式。

关于“得／不”的意义：赵元任(1979)、王力(1985)、吕叔湘(1990)、汪国胜

(1998)等都认为‘‘V得／不R，’结构的能性义是由其中的“得／不"表达的，“得"表可

能，“不"表不可能。岳俊发(1984)认为，“得”表示动作完成所致使的某种结果和

趋向，不表可能。陆志韦(1957)认为，“可能性的格式里的‘不’表示它的词汇意义

否定，但是‘可能’的意思是这种格式赋予的’’。吴福祥(2002)从历时的角度来证明

“V得／不R’’结构的能性意义是由整个结构式表达的，并非由其中的某个成分来体现

的。

1．2．3补语研究

林焘(1957)认为，“得／不"后的补语只能是一个单词。黎锦熙(1992)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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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字后面的词是副词。王自强(1998)认为，补语一般由单个的动词或者形容词

充当。张旺熹(1999)认为，“V不R’’中的R由动词、趋向动词和形容词充当。

范继淹(1963)认为，趋向动词都能进入补语位置。刘月华(1980)认为，结果

补语大都可以进入“V得／不R"结构；基本意义的趋向补语较容易进入“V得／不R’’

结构，引申义一般都不能进入。朱德熙(1982)认为，大部分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都

能转化为可能补语。刘月华(1988)认为，“V得／不R"中的R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趋

向补语或结果补语。陈建民(1986)认为，趋向补语可以分为单一趋向成分和复合趋

向成分。宋玉柱(1995)认为，动补结构“V得／不来”中的“来"有具体的词义，

是趋向动词；固定格式“V得／不来”中的“来"没有具体词义，不能单独使用。张

旺熹(1999)认为，“V不R’’结构中的R具有“目标性"。

1．2．4能性述补结构的类型和意义

关于能性述补结构的类型，有三种分法：王力(1985)把能性述补结构分为“V

得／不R”和“V得／不得’’两种形式。丁声树(1961)、刘月华(1980)把能性述补

结构分为“V得／不R"、“V得／不了"和“V得／不得"三种形式。赵元任(1979)

把能性述补结构分为四种： “V得／不R”、“V得／不了(来)’’、“V得／不得”和

“词汇性的可能式"四种形式。刘月华(1998)、张旺熹(1999)等根据能性述补结

构的补语意义，将能性述补结构分为结果补语的可能式和趋向补语的可能式。

能性述补结构的意义：丁声树(1961)、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都认为

表可能。刘月华(1980)将可能补语分为三种语义关系形式：V得／不R、V得了Ⅳ

不了、V得Ⅳ不得，A类可能补语(“V得／不R”)所表示的意义大体上与“能”的

甲类意义相当，即表示“主、客观条件是否容许实现某种动作的结果或趋向”。B类

可能补语(“V得／不了")也与“能"的甲类意义相当，表示“主客观条件是否容许

实现某种动作或变化”，但这一般与动作的结果或趋向无关。C类可能补语(“V得／

不得”)一种义同“V得／不了”；一种表示“情理上是否许可"。“V不了"与“V不

得”有个明显的分工：“V不了”专用于甲类意义，表示“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没

有可能”；“V不得"主要用于乙类意义，表示“情理上不许可”。张旺熹(1999)认

为，典型的“V不R”结构义表达“愿而不能”的双重意义，但它在作定语或描述性

谓语时，仅具有表达“不能"(常常引申为“性质或状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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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能性述补结构的不对称研究

太田辰夫(1987)提到了能性述补结构的肯定式与否定式的不对称。赵元任(1979)

提出了能性述补结构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在使用频率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刘月华(1980)

指出，在陈述句中，“V得／不R"的否定式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肯定式，“V得R"主

要用于疑问句，在陈述句中很少使用，更多使用“能VR”或“可以VR"。石毓智(1992)

在《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一文中，讨论了能性述补结构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在

使用上的不对称现象：能性述补结构的肯定式比否定式使用频率低得多，而且肯定式

主要用于疑问句。石毓智并通过建立可能程度等级模式的方法，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在表示可能程度的等级模型中，“V得R”的可能量级最小，可能性的肯定

程度也最小。在自然语言中，肯定程度越低的成分用于否定结构的否定范围越大，那

么否定的语气就越强。石毓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肯定程度低的，用于否定结

构的机率就大，肯定程度高的多用于肯定结构，肯定程度不大不小的用于肯定式和否

定式的机率大致相等。柯理思(1995)、汪国胜(1998)都在具体方言中研究能性述

补结构的不对称现象。

1．3比较研究

目前，关于述补结构内部小类的比较的文章较少。穆力(1981)从意义、结构特

征和否定形式上对带“得"的可能补语和结果补语作了比较。朱德熙(1982)从语义、

语法、结构三个方面对状态补语和可能补语进行了区分。杉村博文(1982)在不同的

旬式中调查分析了“V得R"、“能VR’’、“能V得R"在不同的句式中的分布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者所表示的意义差别，同时也附带说及了这三种形式的否定形

式。刘丹青(1983)在《三种补语三种否定》一文中，依据补语的否定形式区分了结

果补语、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魏立湘(1983)在《可能补语与结果补语》一文中，

从重音、构成词类、语法功能上区分了两种“得”的补语。杨石泉(1985)在《结果

补语与程度补语的纠葛——说补语》一文中讨论了同形异类的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该

如何区分，并指出区分时必须同时考察意义和结构两方面。

前人对“VR’’结构和能性“V得／不R"结构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大到对它

们出现的句法环境的研究，4,N它们的构成成分的研究，可以说前人对“VR”结构

和能性“V得／不R"结构的研究已相当全面、深入了。但是比较方面的研究相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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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特别是对“VR"结构和能性“V得／不R”结构的比较研究很少有人专门讨论，

只在著作中略有涉及。如：范继淹(1963)在分析趋向补语时认为，“V得／不R"是

由基本式“VR"中间插入“得／不"而构成的特殊的扩展式。朱德熙先生(1982)认

为，大部分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都能转换为可能补语。王还(1987)认为，可能补语

并不是与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完全无关的另一种补语，而是由这种补语构成的。张旺

熹(1999)认为，“V不R”结构是对具有特定语义关系的“VR”结构的一种扩展表

达式。

前贤们都由这两个结构在形式上的相似性，认识到了它们内在的语义关联，一语中

的，高度概括出二者的本质联系，但遗憾的是，前贤们对这两个结构的研究仅限于总括

式的研究，并没继续深入研究二者语义近似的表面下存在的不同、成分准入条件的不同

以及二者内在转换规律。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节本文的研究内容及语料来源

2．1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根据语言象似性的原则(人们所感知到现实的形式与语言成分及结构之间的

象相似性1)，“相似成分越多的结构，其语义上相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着力比较粘

合式述补结构“VR”与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R"结构成分的准入条件上的同与异，

并运用认知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探讨这两个结构在内部语义关系和构式义上的差别，

及其对述语动词和补语谓词的影响。最后在以上比较辨微的基础上，分析这两个结构

的内在关联性，探讨它们之间的转换规律。

2．2本文研究的范围及语料来源

本文讨论的“VR”只限于述语是动词，补语是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VR”；“V

得／不R”也只限于表可能的述补结构，其中的V也只限于能带可能补语的动词。

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网络版)以及《汉语

动词用法词典》、《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汉语动词一结果补语搭配词典》里的用例。

文中的例句编号，一章为一个起讫。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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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VR"和“V得／不R"的构成成分比较

关于述补结构的述语成分和补语成分，前人的研究主要中在哪些语法单位可以进

入“VR"结构和“得"字句中述语和补语位置上，但对于“VR，’结构和“V得／不R’’结

构述语、补语的比较，前人很少有专文研究，一般都散见于一些论著的篇章中，下面

本文就试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些总结、拓展。

第一节述语V比较

本文所讨论的V仅限于动词，不包括形容词。汉语中，能充当“VR'’和“V得／不R’’

的述语的动词很多，这些动词都具有一定的特点。本节将从音节、语义、语法三个方

面来考察‘‘VR，’和‘‘V得／不R，’中述语V的特点，进而比较其异同。

1．1“VR”结构中的“V"的特点

1．1．1音节方面

我们通过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所收录的动词进行考查，发现单音节动词进入

VR的能力远远大于双音节动词。

从数量比例上看，单音节动词进入VR的比例，大于双音节动词。虽然《汉语动

词用法词典》里的双音节动词数量远远多于单音节动词，且能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

的动词，就其音节数来说，单音节与双音节持平(能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的单音节

动词共有589个，双音节动词共有540个)。但是从比例上看，单音节动词进入VR

的比例，大于双音节动词(能进入“VR，’结构的双音节动词占双音节动词总量的

77．4％，能进入“VR，’结构的单音节动词占单音节动词总量的93．5％)。

此外，从与R的组合能力上看，单音节V要强于双音节V。大部分单音节动词

既可以后接结果补语，也可以后接趋向补语，如：

按(按坏止按下去)、逼(逼疯／逼出)、赶(赶走／赶回去)、递(递错／递进来)、

打(打砌打出)、关(关紧／关起来)、喊(喊哑／喊出来)、流(流干／流回去)

双音节动词带趋向动词的能力比较活跃，而带结果补语的能力则要受到很大限

制，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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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带结果补语也能带趋向补语的V(一般来说，这类V所带的趋向补语

的数量要多于结果补语的数量)：辩论(辩论清楚／辩论出／辩论起来／辩论下去)、

打听(打听清楚／打听明白／打听出／打听起来／打听赳打听开／打听起)、检查(检查

完／检查出／检查出来／检查下去／检查起来)、收集(收集完／收集来／收集上来／收集

下去／收集起来)

b)只能带趋向补语不能带结果补语的V：稳定(下来)、喜欢(起来)，爱

(上)、改进(下去)、流动(起来)

c)既不能带结果补语也不能带趋向补语的动词：标志、出发、到达、惦记、

服从、感动、结束、解散、抗议、开始、拒绝、率领、说服、提醒、听取

这类双音节动词共有158个，占不能带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所有动词的87．3％。

即使意思一样的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它们与趋向补语或结果补语的组合能

力还是不一样的。如：

忘掉／忘光——奎忘记掉／忘记光找到——幸寻找到 读累——宰阅读累

治好一幸治疗好 吐出——宰呕吐出 赔光——幸赔偿光

运走——宰运输走 晃动——事摇晃动 算对——拳计算对

这一音节方面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单音节动词之所以比双音节动词充当‘‘VR，’结构的“V”的能力强，主要是因

为单音节动词大多表示具体的动作，双音节动词大多表示“抽象的行为"、“双音节动

词动作性弱”2。我们认为，在动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化的过程中，双音节动词所

负载的形象信息比单音节动词多，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减弱，描绘性增强，如“吐——

呕吐、忍——忍耐”，这正如简单式形容词和复杂式的形容词的功能意义的差别。朱

德熙先生从形容词的形式上将形容词分为简单式和复杂式两类，简单式形容词包括单

音节形容词(大、．好、多)和双音节形容词(干净、糊涂)，复杂式形容词包括重叠

式(老老实实)、后缀式(绿油油)以及一些加强修饰式(冰凉、通红)。简单式是性

质形容词，而复杂式是状态形容词。这看似是形式上的划分，但实则是形式与意义的

结合，二者的形式不同，抽象意义也不同。因为不同的语言形式总是表现不同的意义，

所以，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简单式形容词与复杂式形容词，因其形式不同，意

2参看李临定．现代汉语动词【M】一E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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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也有所差别。

第二，音律上的原因。VR结构的述语与补语结合紧密，为了追求节律上和谐，

单音节的述语动词与单音节或双音节谓词补语组合成VR式短语，读起来琅琅上口，

更具节奏感。如：

a办完、忍住、料到、想出、甩掉、避起来、递出去

b办理完、忍耐住、料想到、思考出、摆脱掉、躲避起来、传递出去

c宰爱好起、*Fz止住、木指点破、·考虑出来、+治疗好、幸摇晃动

a组短语结合比较紧密，读起来类似复合词，节奏、整体韵律感很强；b组短语

的述语动词由双音节动词充当，日常使用中也说，但节奏感、整体韵律感稍逊于a组：

c组的短语不能成立，双音节动词与补语强行组合起来，组合协调性、整体性很差，

读起来陌生、别扭、拗口。

1．1．2语义方面

第一，进入‘‘VR'’结构的V是表具体动作，动作性强的动词。这一语义特征主要

表现为V的施动力大、可以有多个参与者。如：

拔、搬、绑、蹦、擦、踩、唱、吵、撤、吃、穿、打、读、踹、发、放、赶、挂、

喊、喝、剪、讲、教、解释、拉、买、弄、爬、拍、排挤、批评、跑、碰、欺负、抢、

气、商量、抬、推，挖，玩、洗，想、修、压、砸、糟蹋、站、做

它们可以和很多个补语组成VR结构，特别是动作越强的动词与补语组合的能力

也越强。如：“打”可以组成“打破、打坏、打疼、打累、打掉、打完、打怕"等等。

我们认为，“VR，’结构中，V对动作客体有致使作用，致使客体呈现或达到某种

结果、状态、趋向，因此，述语V应是能对客体有支配作用、产生一定作用力的、

使动性较高的具体动作动词，因为使动性越高的动作越容易对客体产生致使作用，越

容易产生结果。因此，存现动词(有、在、消失、出现)、关系动词(是、属于、有、

像)、能愿动词(能、可以)、致使义动词(使、令)、纯状态义动词(飘扬、矗立)、

形式动词(给以、加以)都不是表具体行为的强动作动词，所以都不能进入述语V

位置。

第二，充当述语的动词可以引出某种结果，但动词本身并不包含某种结果。如：

搬、编、背、擦、猜、穿、传、打、读、打、逮、动，逗、发、放、喊、喝、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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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看、拿、扫、晒、睡、送、说、踢、抬、挑、切、写、躺，惹、挖、问、洗、想、

笑、应付、用、砸、折腾、抓、撞，追、坐、做、钻

上述动词都单纯表示具体的动作，并不包含结果，可以组成“读累了、追上、打

跑、踢偏、写完”等，表示动作的结果。有的动词既可以表示动作，也可以表示结果，

如“丢"①义同“扔"；②遗失、失去。②义不能组成VR结构，只有①义能组成VR

结构，如：“丢掉"。

那些本身已包含某种结果的动词，不能充当VR结构的V。如：“懂、会、同意、

认识、熟悉、相信、收获、占有、促进、养成、赞成、结束、下降、瞎、哑、醉”等

本身已包含某种结果，不能充当VR结构的述语。

VR结构对V之所以有这一语义要求，是因为VR结构的语义基础是动作与动作

结果的补充说明的关系，这就要求述语在说明动作方面要“语义留白"，给补语补充

说明的空间。在这方面，动结式的要求比动趋式更为严格，动结式因为其结果是低层

次的结果，所以V一定不能包含某种结果；动趋式的结果是更高一层次的结果，它

在少数情况下，允许V包含某种结果，如：“扩大下去、提高上去"，表示动作结果

的发展趋势。

1．1．3语法方面

第一，V应能独立作谓语。如：

变、吃、愁、穿、戴、丢、掉、饿、发、喊、滚、记，剪、哭、渴、拿、骗、排

挤、跑、批评，欺负、骑、抢、切、疼、踢、想、学、推、写、糟蹋

它们都可以独立作谓语，可以组成“变坏、吃完、丢掉”等VR结构。这是因为能

独立作谓语的动词都具有一定的动作性，所以它们有能力对宾语产生致使作用，可以

充当VR结构的述语V。

而那些不能独立作谓语、后面必须带宾语才能作谓语的动词，不能进入V的位

置，如：

成为、促进、促使、代表、当作、等于(说等于没说)、对待、发(脸发白)、敢

于、该(该你了)、加以、觉得、懒得、省得、取得、属于、往、作为、形成、引起

它们一般后面必须带宾语，否则不能成句，这些动词都不能在‘‘VR，’中充当V。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类词的谓语性差、动作性弱；另一方面是由补语与动词的紧密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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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一般而言，补语(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与动词结合得极其紧密，补语一般都

紧跟在动词后面，而一旦动词后的句法槽被宾语占有，那么该动词已没有位置再分配

给补语，所以也就不能再后带补语。所以，动词后面既有宾语又有结果补语时，要用

“动+宾+动l+补语”格式，如：“打球打累了”；动词后面既有宾语既有趋向补语时，往

往采用“V+补+宾+(补)”格式，如：“拿出一本书(来)"。

第二，在构词法上，述语V以联合式居多，其次偏正式，动宾式和动补式很少

见，一般不能进入。

联合式V：安排(好)、把握(住)、包围(起来)、保留(下来)、暴露(出)、

比较(出)、驳斥(倒)、采购(进)、参观(完)、打扮(成)、登记(上去)、颠倒(过

来)，调动(起来)、防守(住)、放松(下来)、回答(上来)、活动(开)、降落(下

来)、解释(清楚)、经受(住)，举行(下去)、决定(下来)、收拾(出)，讨论(出

来)、提拔(上去)、稳定(下来)、牵连(进来)、收集(起来)

联合式V远远多于其它格式的V，这是因为由两个动词性语素联合组成的动词

动作性较强，满足VR结构对V的语义条件，所以比较容易进入VR结构。

偏正式v：倒退(回去)、轮流(下去)、盘问(出来)、坦白(出)、确定(下来)、

突击(上来)，痛哭(起来)

偏正式V虽动作性也较强，但由于其本身的数量不多，所以能进入VR结构的数

量远少于联合式。

后补式V：纠正(过来)、提高(上去)、退还(回去)、扩大(下去)

后补式V的数量也很少，语料中仅发现这四例，且其后只能接趋向补语。缪锦

安(1990)认为述补结构的动词不能是后补式的3，这是因为因为后补式动词一般都

是动结式或动趋式复合词，本身已含有结果义，后面不能再带补语，也没有补充说明

的空间。如：“充满、打破、夺取、说服、说明、推翻、打倒、夸大、脱离”等不能

进入VR结构。

动宾式V：动员(起来)、联络(起来)

动宾式动词一般不能后带补语。因为补语(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须紧跟在动词

后，一旦动词后的句法槽被宾语占有，那么该动词已没有位置再分配给补语，所以，

3参看缪锦安．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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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式动词带补语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外，可分可合的离合词，在构词法上也相当于动宾式，一般也不可以充当VR

结构的V，如：“帮忙、散步、洗澡、游泳、理发、站岗、鞠躬、鼓掌、辞职、出差、

受骗、结婚’’等。

1．2“V得／不R"结构中的“V"的特点

由于“V得／不R”结构是在“VR”结构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所以“V得／不R"

结构的述语动词大都可以进入“VR’’结构的述语位置上，它们的特点自然也就存在很

多相同之处。

1．2．1音节方面

根据我们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里面的1328个动词的统计，能够进入“V得／

不R”结构“V"的位置的单音节动词共有503个，占所有单音节动词总数的79．8％；

而能进入到“V得／不R’’结构的双音节动词共有284个，占所有双音节动词的40．7％。

可见，单音节动词比双音节动词有明显优势，更容易进入到“V得／不R”结构中。

至于其中的原因，也不外乎单音节动词的动作性比双音节动词强，组合能力也就自然

比双音节动词强，此外还受韵律、整个述补结构述语与补语的结合紧密度的制约。这

对很多双音节动词的进入就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1．2．2语义方面

第一，进入“V得／不R’’结构的V应是表具体行为的、动作性强的动词。如：

按、摆脱、包、背、擦、踩、查、吃、穿、抵挡、打、读、踹、缝、赶、挂、喝、

挤、讲、进、解释、哭、拉、买、摸、弄、爬、批评、跑、碰、欺负、抢、敲、商量、

抬、推、挖

因为它们都是意义实在的动作，都能切实施行，动作性强，所以它们都能进入“V

得／不R”结构，如：“按得／不住、包得／不紧、背得／不动、擦得／不干净"等。

同样，存现动词(有、在消失)、关系动词(是、属于、有)、能愿动词(能、可

以)、致使义动词(使、令)、纯状态义动词(飘扬、矗立)、形式动词(给以、加以)

都不是表具体行为的强动作动词，都不能进入述语V位置。

第二，一般由非“消极义动词”充当。所谓“消极义动词”是指动作行为对动作

主体或客体造成不良影响的动词，如：“气、哭、病、吓、欺负、糟蹋、折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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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压抑、贪污、损失"等。与“消极义动词”相对应的动词有“积极义动词"和

“一般性动词”。“积极义动词”是指动作行为的实施能带来好的结果的动词，如：“创

造、发展、抵抗、排解、坚持、请”等；“一般性动词”是指动词的实施有可能产生

好的结果，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或者结果无所谓好坏，如：“安排、拔、躺、

剪、擦、打、搬、放、吹、编、变、看、讲、选"等。我们发现，“V得／不R"结构

的述语倾向由积极义动词或一般性动词充当，对消极义动词有着强烈的排斥，仅有“暴

露(暴露不出)、旱(早不死)、逼／赶／撵(逼不走)、愁、冻"等几类词。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V得／不R"的结构意义对述语动词有所选择造成的。关于“V

得／不R”的结构意义留待下文详细论证。

第三，充当述语的动词应不包含某种结果。因为“v得／不R"结构表示的是对动

作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所以这也要求“语义留白”。如：

熬(得／不过去)、背(得／不动)、捕捉(得／不到)、猜(得／不透)、拆(得／不掉)、

愁(得／不完)、吹(得／不灭)、反应(得／不过来)、感觉(得／不到)、讲(得／不清楚)、

经(得／不住)、听(得／不)懂、执行(得／不好)

1．2．3语法方面

第一，V应能独立作谓语。如：

摆(得／不齐)、吃(得／不上)、愁(得／不尽)、发(得／不出去)、放(得／不正)、

过(得／不惯)、记(得／不下来)、剪(得／不断)、看(得／不懂)、拿(得／不动)、切(得

I．,T-薄)、踢(得／不好)、想(得／不出)、学(得／不扎实)

而那些不能独立作谓语，必须带宾语才能作谓语的动词不能进入V的位置，如：

成为、促进、促使、代表、当作、等于(说等于没说)、对待、发(脸发白)、敢

于、该(该你了)、加以、觉得、懒得、省得、取得、属于、往、作为、形成、引起

第二，在构词法上，“V得／不R”中的V同“VR”中的V一样，以联合式居多，其

次偏正式，动宾式和动补式很少见，一般不能进入。如：

联合式V：安排(得／不好)、把握(得／不住)，驳斥(得／不倒)、揣摩(得／不出)、

登记(得／不上去)、调动(得／不起来)、解释(得／不清楚)、举行(得／不下去)、感觉

(得／不到)、稳定(得／不下来)、排解(得／不开)

偏正式V：轮流(得／不下去)、盘问(得1-I；出来)、确定(得／不下来)，突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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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来)

后补式V：纠正(得／不过来)、提高(得／不上去)

动宾式V：动员(得／不起来)、放心(得／不下)

同样，可分可合的离合词，一般也不可以充当VR结构的V，如： “帮忙、散步、

洗澡、游泳、理发、站岗、鞠躬、鼓掌、辞职、出差、受骗、结婚”等。

1．3“VR"与“V得／不R"述语V的特点比较

虽然“V得／不R”结构和“VR’’结构的述语动词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即使相同，

他们之间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我们的重点是在同中求异。

1．3．1音节方面

“VR’’与“V得／不R"中单音节V数量基本持平，但双音节V数量却有较大出入：

能出现于“VR’’结构中的双音节述语动词共有540个，而出现于“V得／不R”结构中

共有284个。这也许可以说明“V得／不R”结构比“VR”结构有着更为严格的韵律要

求。

单音节V、双音节V的数量：

单音节V数量 双音节V数量 总计

VR结构的V 589 540 1129

V得／不R结构的v 503 284 787

单音节V、双音节V所占比重：

单音节V占单音 双音节V占双音 单音节V占V总 双音节V占V总量

节V总量的比重 节V总量的比重 量的比重 的比重

VR结构 93．5％ 77．4％ 52．2％ 47．8％

V得／不R结构 79．8％ 40．7％ 63．9％ 36．1％

部分能进入“VR"结构，但却不能进入“V得／不R"结构的动词列举如下：

掉(光)——宰掉(得／不光)、叮(肿了)——木叮(得／不肿)、断(开)——幸

断(得／不开)、罚(重)——+罚(得／不重)、奔跑(起来)——乖奔跑(得／不起来)、

驱逐(出去)——木驱逐(得／不出去)、假装(成)——幸假装(得／不成)、登记(上

去——宰登记(得／不上去)、等待(下去)——幸等待(得／不下去)、传染(开)——季

传染得开、包括(进去)——母包括(得／不进去)、痛哭(起来)——}痛哭(得／不起

来)、呕吐(出来)——幸呕吐(得／不出来)、比赛(完)——木比赛(得／不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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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奉剥削(得／不光)、重复(回去)——木重复(得／不回去)、刺激(出来)

——幸刺激(得／不出来)、打算(好)——毒打算(得／不好)、分裂(出)——幸分裂(得

／不出)、蒙蔽(住)——幸蒙蔽(得／不住)

1．3．2语义方面

第一，VR结构的述语既有消极义的词，也有非消极义的词，如：

消极义动词：剥削(光)、病(倒)、蹭(掉)、倒退(回去)、掉(下去)、叮(红

了)、断(开)、哭(肿)、累(病)、骂(哭)、蒙蔽(住)、捏造(出)、赔(光)、骗

(惨)、破(开)、气(哭)、疼(哭)、吓(晕)、糟蹋(坏)、折磨(死)

非消极义动词：炒(炒咸)、撤(撤退)、吃(吃饱)、穿(穿旧)、打(打破)、

读(读累)、抵挡(抵挡住)、发(发回)、放(放正)、赶(赶走)、挂(挂歪)、喝(喝

光)、剪(剪断)、讲(讲明白)、教(教糊涂)、解释(解释清楚)、拉(拉开)、买(买

到)、来(来早)、商量(商量出)、想(想起来)

而“V得／不R”结构中却一般只允许非消极义的词充当V，如：

把守(得／不住)、猜(得／不出)、承担(得／不起)、创造(得／不出)、达(得／不

到)、当(得／不上)、花(得／不掉)、活(得／不下去)、记(得／不住)、坚持(坚持得／

不下来)、考(得／不好)、娶(得／不上)、谈(得／不拢)、遏(得／不见)、睁(得／不开)、

容纳(得／不下)、照(得／不亮)

“V得／不R"结构一般倾向由非消极义动词充当，只有少数的消极义的词(愁、

暴露、逼、冻、旱)可以充当V。 “V得／不R"结构要求述语V具有【-消极义】的语

义特征，而VR结构对述语V却没有此要求，这是“VR"与“V得／不R”的述语最

大的区别。这主要是由“VR"与“V得／不R”不同的结构语义决定的。这留待第二

章详细解释。

第二，虽然这两个结构都要求V必须是表具体行为的动作动词，但具体来讲，

它们还是有一些细微不同之处：“V得／不R’’结构对述语动词的动作性的要求比“VR"

结构更为严格。这可以从动词的自主性方面来证明：

根据我们对《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和收集来的语料中的非自主动词进行的考察，

主要有以下几类：

a)人的主观情绪，非主体所能控制：病、愁、担心、后悔、饿、害怕，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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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恨、气、伤心、失望、感觉，感受、觉察

b)人的无意识动作：忘、昏迷、呕吐、死、醒、醒悟、欣赏、肿、误会、忽视

c)主体意料之外的动作：遇、碰(见)，破、破裂、裂、淋、漏、落、缺、耽误、

经受、丧失、渗、掉、跌、丢、断、泄露、暴露

d)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件或事物的发展动作：变、配、达(到)、够(到)、

容纳、生活、生长、长、增长、倒，倒退、浮、够(到)、升、降、散、失败、实现、

输、衰亡、损失、形(成)、塌、停、停止、影响、牵连、轮、体现

e)一些自然现象：刮、旱、晴、吹、热

其中，能进入“V得／不R"结构的只有“愁、忘、醒、感觉、感受、觉察、遇、

碰、暴露、配、达、长、够、浮、升、散、停、形(成)、轮、体现、早、吹"，非自

主动词数量远远少于VR结构中的数量，一般来说，动词的自主性越强，使动性也越

强。所以这也能说明“V得／不R"结构对动作性的要求更为严格。

“V得／不R"结构对述语动作性的要求比“VR"更为严格的原因在于他们各自

结构本身的要求。因为“V得／不R"结构是对结果的可能性的推测，所以V必须是

动作性强的动词才可以对宾语产生致使结果，进而对结果的可能性进行推测。

总结起来，《汉语动词用法词典》里所收录的动词，能出现在“VR”结构中的V

共有1129个，出现在“V得／不R”结构中的V共有787个，能进入“VR”但不能

进入“V得／不R"的这部分词，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是消极义的词(病、

折磨、破、罚)，还有一些双音节的动词(奔跑、散布)、动作性不强的动词(变、晴、

多(出))。

第二节补语R比较

能充当“VR"和“V得／不R”补语的动词、形容词很多。但无论是动词R还是

形容词R，“VR”和“V得／不R”都对R有整体明确的要求。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进

入“VR”和“V得／不R"的动词和形容词R进行研究，探究它们的语义特征，并在

此基础上，比较二者对R的要求的异同。本节所讨论的补语R不包括程度补语(如：

“极了、死’’等)、数量补语等。

2．1“VR”结构中R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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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结构中的R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大类，动词、形容词、趋向动词都可以进入。

总体来说，无论是动词R还是形容词R都必须满足R是对V的结果的说明，而不是

对结果的量化描写。

由于趋向动词仅有“出、出来、出去、过、过来、过去、回、回来、回去、进、

进来、进去、开、开来、开去、来、起、起来、去、上、上来、上去、下、下来、下

去"二十五个，而且都能构成“VR，’结构，所以暂不单独列出来讨论，将其统一在动

词中进行讨论。所以，本节将着重讨论动词性R和形容词性R的特点。

2．1．1 R为动词

2．1．1．1音节方面

《动词用法词典》里所列的动词，以及根据本人搜集来的语料，发现能充当VR

结构的补语的很少，共有116个，其中单音节动词补语比双音节动词有着明显的优势：

单音节动词补语共有90个，双音节动词补语共有26个。它们分别是：

单音节动词：病、差、沉、成、重、抽、出、穿、串、愁、打(器皿等因撞击而

破碎)、倒、到、掉、定、丢、懂、动、断、饿、翻、飞、给、过、合、化、回、会、

混、活、见、进、尽、开、渴、哭、来、落、裂、漏、离、没、灭、迷、扭、怕、跑、

赔、破、起、去、入、洒、散、伤、上、输、睡、顺、死、胜、剩、碎、缩、塌、疼、

通、停、透、退、褪、完、忘、瞎、下、笑、醒、响、锈、哑、赢、晕、砸、炸、肿、

住、转、走、醉、赚

双音节动词：出格、出来、出神、出去、到底、到头、颠倒、过来、过去、过头、

回来、回去、进来、进去、开来、开去、趴下、散架、上当、上瘾、剩下、起来、上

来、上去、下来、下去

单音节动词R比双音节动词R更容易进入VR结构的补语位置上，并且其与述

语组合也较灵活，如：“(踩／蹬／推／掀／炸／撞／闹)翻、(打／急／骂／逗／批评／吓／说)哭、(冲

／打／放／赶／骂／气／吓)跑"，这主要是受到汉语韵律的制约，汉语里双音节词占多数，

人们也通常倾向使用双音节的词或短语。

2．1．1．2语义方面

第一，R一般由动作性偏弱、状态性偏强的动词充当。

一般来说，R的动作性要弱于V的动作性，结果状态性质强于述语动词。动补

结构的上字和下字之间存在着“语义差"：上字的行为动作性质强于下字，下字的状

20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第一章VR和“v得／不R”的构成成分比较

态结果性质强于上字4。因为R是V的致使结果，是动作结束后引发动作本身或动作

主体、客体状态的改变，所以R应由动作性偏弱，表示状态变化的动词充当。如：

病、重(重复)、穿(破，透)，愁、倒(横躺下来)、定(确定)、懂、会、

哭、灭、怕、破、剩、缩、完、忘、醒、死、走(离去)、醉

刘正光(2006)认为，处于V2(即本文的R)的动词表达的动作事件类型减少

了，发生了非范畴化。这也说明了R位置上的动词应动作性偏弱，状态性偏强。

而那些动作性强的动词则不能充当R。如：

熬、拔、掰、搬、绑、抱、蹦、剥削、擦、猜、踩、藏、插、拆、尝、唱、抄、

吵、盛(饭)、吃、冲、搭、戴、带、登、等、赶、刮、挂、喊、挤

有的动词有多个义项，既有动作性强的义项，也有状态性强的义项，如“打”，

具有①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②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③殴打、攻打；④制造

(器物、食品)等义，其中②义项的动作性比其它义项弱，所以只有②义项能组成

VR结构，如“(鸡蛋)碰打了’’，其它义项不能组成VR结构。

第二，R大都是表变化的非自主动词。因为R表示的是V的致使结果，是使呈现

的状态，包含一些被动、不能自控的语义色彩。能充当R的部分动词列举如下：

穿(破、透义)、倒(横躺下来义)、掉、懂、动(使改变位置)、断(断裂义)、

饿、会、尽、裂、漏、灭、破、伤、输、死、完、忘、笑、醒、赢、晕、走(离开)、

醉

那些表示具体动作的自主动词、不表示变化的非自主动词都不能充当R。不可以

充当R的部分动词列举如下：

赶、刮、挂、喊、挤，寄、剪、拉、看、骂、买、拿、闹、扭、弄，爬、拍、碰、

批评、欺负、骑、牵、抢、敲、切、请、嚷、惹、扔、谈、躺、挖、玩、喂、洗、写、

压。应付、用、扎、栽、转移、指责、治、招呼、遇、生活、暴露

即使有的动词也有自主动词意义，但他们进入R的位置上一般是表示状态变化的

非自主动词义。如：“穿”既有自主动词义(穿衣服)，也有非自主动词义(“透’’

义)，而只有“透”义才能进入VR结构中R的位置，可以构成“看穿、刺穿”等VR

结构。

4肖贤彬．动补结构“语义差”标准例说【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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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R为形容词

2．1．2．1音节方面

单音节形容词基本上都可以作VR的补语，而双音节形容词作VR结构的补语能

力很弱，三音节形容词都不能作补语。《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里所录的单音节形容

词有168个，有153个能作结果补语。双音节形容词789个，却只有63个能作结果

补语5。

2．1．2．2语义方面

高增霞(1999)认为，形容词R是动态性性质形容词，但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有

点不妥。如“笨、错、工整、精确’’等表示的事物都是均质的，没有量的差别，不具

有动态变化性，是非动态形容词，但它们依然可以进入VR结构的R位置。我们以张

国宪(1995)提出的鉴别动态形容词和静态形容词的两个句法槽：“NP+已经+--+了"

和“没L”来考察R位置上的形容词的动态性。能随意进入两个句法槽的是动态形
容词，只能进入第一个句法槽的是相对动态形容词，两个句法槽都不能进入的是静态

形容词6。因为相对动态形容词也具有一定的变化性，为统计方便，我们暂且也算作

表变化的动态性形容词。我们以此标准对《形容词用法词典》里所收录的形容词进行

了计量分析，能进入VR结构的R位置的153个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中，非动态形容词

的有69个，(如“矮、笨、对、俊、真、强、勤’’等)，63个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中，

非动态形容词的有51个(如“安稳、暴躁、充分、聪明、周到’’等)。下面我们就试

着分析VR结构中的形容词性R的特点。

第一，R应是能受“很"修饰的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不能进入。

性质形容词是对事物性质的概括化的陈述，一般都能受“很"饰，可以充当R；

状态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

用发生联系”7，是对事物性质或状态的量化描写，不能受“很"修饰，不能充当R。

如：

涨红——母涨通红、刷白——·刷雪白、买贵——乖买华贵、翻乱——奉翻乱糟糟、

长密——宰长茂密、变绿——宰变嫩绿、晒黑——幸晒黝黑、照亮——}照透亮、放凉——幸

5参看马真、陆俭明．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阴．汉语学习．1997(1)

6参看张国宪．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J】．中国语文．19950)

7朱德熙．朱德熙文集(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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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冰凉、挖窄——·挖狭窄

这是由于VR结构的补语性质和形容词的内部差别决定的。VR结构表达的是一

个致使事件，R表示的是对动作结果的性质或状态的说明，而不是描写。因此R位置

上只允许对结果性质或状态的说明的形容词进入，但不允许对结果性质或状态的量化

描写的形容词进入。状态形容词与VR结构的语义是不相容的，所以不能进入VR结

构。

第二，形容词R应表示人或事物的非定性的状态，该状态是可以改变，可以通

过某种手段达成的。

由于“VR"结构中R是V的致使结果，所以形容词R应能进入“使⋯⋯’’的格

式，其所表示的结果应是能通过某一动作手段达成的，是有条件促成的。一般来说，

外在的或内在的非定质性的意义比较容易用外在的手段促使其改变，而表示内在的抽

象的性质的意义比较难用外在手段使其发生变化。如以下形容词都表示事物的非定性

的状态，可以通过某种手段达成：

亮：照使房间亮(照亮)、擦使玻璃亮(擦亮)、

糊涂：说使人糊涂(说糊涂)、看使人糊涂(看糊涂)、听使人糊涂(听糊涂)

累：看使眼睛累(看累)、干使身体累(干累)、跑使身体累(跑累)

活跃：搞使气氛活跃(搞活跃)

简单：说使话语简单(说简单)、想使问题简单(想简单)

漂亮：打扮使她漂亮(打扮漂亮)、画使她的画像漂亮(画漂亮)

而当形容词表事物内在的抽象的本质，或没有条件、手段促成时，一般不能进入

VR结构的R的位置。如：

真、旱、妙、新、陈、普通、正直、伟大、悠久、要紧、可怜、重大、直接、基

本、正常、正式、灰心、业余、异常，真正、原始，荒谬、幼小、优秀、可贵、可靠、

辛苦、喜悦、显著、险要、相同，凶狠、汹涌、新兴、良好、和蔼、和平、冷静、特

定、深厚、深远、肥沃、愤慨、贫穷、贫苦、弱小、全部、纯粹、慈爱、逼真、安心

2．2“V得／不R”中R的特点

“V得／不R”中R也由动词、形容词、趋向动词这三类词充当。由于趋向动词

也都能构成“V得／不R"结构，所以暂不单独分类讨论，本节继续着重讨论动词性R



第一章VR和“V得／不R”的构成成分比较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和形容词性R的特点。

2．2．1 R为动词

2．2．1．1音节方面

能进入“V得／不R’’结构的动词R数量很少，共有72个动词，其中单音节动词

52个，双音节动词20个。它们分别是：

单音节动词：成、出、穿、倒、到、掉、定、懂、动、断、翻、飞、过、合、回、

会、活、见、进、尽、开、来，落、灭、跑、破、起、去、入、散、上、睡、顺，死、

胜、碎、缩、塌、通、停、透、退、完、下、笑、醒、响、赢、住、转、走、醉

双音节动词：出来、出去、到底、到头、过来、过去、过头、回来、回去、进来、

进去、开来、开去、趴下、散架、起来、上来、上去、下来、下去

2．2．1．2语义方面

第一，R也由动作性偏弱，状态性较强的非自主动词充当。如：

成、穿(破、透)、倒、掉、定、懂、断、会、尽、开、灭、破、散、顺、死、

胜、碎、塌、通、透，醒、响、赢、住、转(旋转)、走(离开)、醉

这些动词都能充当“V得／不R"结构的补语，它们虽都有一定的动作性，但都

不如表具体动作的行为动词的动作性强，如“穿”，《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给

出了4个义项：①破，透；②通过(孔、洞、缝隙等)；③用绳线等通过物体把物品

连贯起来；④把衣服鞋袜等物套在身体上。其中①义要比②③④义的动作性要弱些，

能组成“看得／不穿、刺得／不穿”等。类似的还有“倒、断、散、走"等，它们也有

多个义项，只有表动作性弱、状态性强的意义才能进入V得／不R结构的补语位置上。

这是由于V得／不R结构虽表示能性，但其也是对动作的致使的结果的可能性进

行推测，所以，R依然是V的致使结果，R也要满足变化的状态性、非自主性的语义

特征。

第二，R倾向于由非消极义动词充当。如：

成、出、掉、定、懂、动、飞、过、合、回、会、活，见、进、尽、开、来、跑、

起、去、入、上、睡、顺、胜、碎、通、停、透、退、完、下、笑、醒、响、赢、住、

转、走、出来、出去、过来、过去、过头、回来、回去、进来、进去、开来、开去、

起来、上来、上去、下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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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词的意义一般都是符合主体愿望的，如“(画)成、(打)掉、(搬)动、

嚼(碎)、(爬)出来"，都是非消极义的，都能组成“V得／不R”结构，如：“(画得

／：V)成、(打得／不)掉、(搬得／不)动、(嚼得／不)碎、(爬得／不)出来"。

一般消极义动词不能充当V得／不R结构的R，如：

病、差(错误)、重、抽、串、愁、打、丢、饿、混、渴、哭、裂、上当、扭、

怕、赔、伤、输、疼、晕、砸、炸、肿、瞎、颠倒、没

它们所表示的意义都是消极的，不是主体所希望的，它们都不能组成v得／不R

结构。如：“}办得／不砸、宰看得／不串、幸买得／不上当”等。

但是“V得／不R”中，也有少数消极义动词充当R，如：“灭、破、死、塌”，它

们与特定述语结合，表示人或事物的美好品质，或是动作主体的希望结果，如：“狂

风吹不灭、鞋子穿不破、冰霜冻不死"等，这些短语，补语虽是消极的，但整个结构

所传达的意义依然是积极的，是符合主体希望的。

2．2．2 R为形容词

2．2．2．1音节方面

单音节形容词基本上都可以作“V得／不R”的补语，而双音节形容词作“V得／

不R”结构的补语能力很弱，三音节形容词都不能作补语。《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

里所录的单音节形容词有168个，有94个能作“V得／不R"的补语，双音节形容词

789个，却只有24个能作“V得／不R"的补语。单音节形容词的数量明显多于双音

节形容词的数量。能充当“V得／不R"中R的部分形容词列举如下：

单音节形容词：白、薄、扁，长、沉、粗、脆、大、淡、低，对、多、富、干、

高、光、广、贵、好、黑、红、厚、坏、紧、近、精、久、旧、俊、空、快、宽、蓝、

烂、凉、亮、绿、美、胖、平、破、齐、浅、巧、勤、清、穷、晴、全、软、深、湿、

瘦、熟、顺、松、酥、碎、透、妥、旺、稳、香、响、小、严、硬、圆、远、匀、早、

正、重、直、壮、准

双音节形容词：安生、安稳、干净、合理、结实、均匀、利索、利落、明白、暖

和、漂亮、齐全、清楚、熟练、透彻、妥当、妥善、扎实、整齐、正确、周到、周密、

准确、仔细

2．2．2．2语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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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R应为性质形容词，能受“很”修饰。如：

(抹得／不)白、(炸得／不)脆、(看得／不)淡、(晒得／不)干、(长得／不)高、

(炖得／不)烂、(摆得／不)齐、(捆得／不)结实、(想得／不)周到

形容词“白、脆、淡、干、结实、周到”等都能受“很”修饰，是性质形容词，能充

当R。而那些不能受“很”修饰的形容词则不能充当“V得／不R，’的R。如：“笔直、葱

绿、蓬勃、非凡、通明、滚圆、寒冷”等。

第二，形容词R也应表示人或事物的非定性的状态，该状态是可以改变，可以

通过某种手段达成的。一般而言，表示外在的或内在非本质特征的形容词，较容易通

过某种手段加以改变，可以充当R，如：

白、薄、长、脆、大、淡、低、多、富、干，光、贵、好、黑、红、厚、坏、紧、

近、旧、宽、蓝、烂、凉、亮、绿、美、胖、平、破、齐、浅、清、软、瘦、熟、顺、

松、酥、碎、稳、香、响、小、重、直、壮、整齐、均匀、清楚

这是由于“V得／不R"中R依然是V的致使结果，V的实施定会造成R的变化，

所以R应是可以J'i-力ll手段改变的形容词，而不是不能改变的定性形容词。

第三，R一般由非消极义形容词充当。如：

(选得／不)对，(卖得／不)好、(跑得／不)快、(擦得／不)亮、(看得／不)清、

(办得／；g)妥、(坐得／不)稳、(睡得／不)香、(关得／不)严、(铺得／不)匀、(站得

／不)正、(打得／不)准、(洗得／不)干净、(说得／不)利索、(说得／不)明白、(穿得

／不)整齐

消极义的形容词一般不能充当R。如：“矮、暗、瘪、病、残、惨、草、差、岔

气、馋、钝、翻、疯、复杂、糊涂、昏”等都不能构成“V得／不R”形式。

R一般由非消极义的形容词充当，但也有少数消极义的形容词，这些消极义的形

容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表示人的品质或事物的质地，如：“打不垮、击不败、

掰不断、穿不坏、看不厌"等。

2．3“VR’’与“V得／不R’’中R的特点比较

“VR”与“V得／不R"由于其形式上的相似性，注定了它们的补语R也有一定

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中的R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是同中有

异、异中有同。下面我们将从音节、语义方面(准入条件)分别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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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音节方面比较

根据前面分别对动词性R和形容词性R的数量统计，我们得出：“VR"中单音

节R共有243个，双音节共有89个；“V得／不R"中单音节R共有146个，双音节

共有44个。如下表所示：

单音节R 双音节R 总计

VR 243 89 332

V得／不R 146 44 190

从横向来看，不论是“VR”还是“V得／不R’’，单音节R的数量多于双音节R

的数量。这说明单音节谓词比双音节谓词更容易与述语组合，这主要受到汉语韵律和

动补结构来源的制约：动补结构形成的本质是谓语中心动词和结果成分由两个独立的

句法成分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受双音化趋势的制约，高频率共现的单音节动

词和结果成分在紧邻的句法环境里发生融合。8

从纵向来看，“VR"中R的数量要多于“V得／不R”的数量。这说明由于二者

的结构形式不一样，二者对R的准入条件也有严有宽，总体来说，“V得／不R"对R

的限制要严于VR。

2．3．2语义(准入条件)比较

VR和V得／不R都要求R形应是能受“很’’修饰的性质形容词、并且应是表非定

性、可以加以改变的形容词，R动应是表变化的非自主动词。

总体来说，R的[变化]性是R的语义核心。能最好地体现[变化】这一抽象的语法

意义的谓词，莫过于形容词。而不论是“VR”结构还是“V得／不R”结构，形容词

所占R总量的比重都比较大：“VR"中形容词共有216个，占“VR”中R的总量的

65％，“V得／不R”中形容词R共有118个，占“V得／不R”中R的总量的比重为

62％。

以上所述是它们的共同点，但它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第一，“V得／不R”要求R应是积极义或一般义的，不能是消极义的，而VR结

构对R没此要求。如：

非消极义的形容词或动词：懂、赢、顺、定、起来、清楚、对、齐、动

8参看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音变化对语法发展的影响【J】．语言研究．20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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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义的动词或形容词：矮、差、丢、裂、混、炸、输、难、颠倒、糊涂

非消极义的词不仅可以组成VR结构，如：“看懂、打赢、理顺、说定、振作起

来、问清楚、答对、摆齐、搬动”，也可以组成“V得／不R"结构，如： “看得／不

懂、打得／不赢、理得／不顺、说得／不定、振作得／不起来、问得／不清楚、答得／不对、

摆得／不齐、搬得／不动"。

消极义的词只能组成“VR"结构，如“长矮(了)、(字)看差(了)、走丢、炸

裂、搞混、赌输、(题)出难(了)、写颠倒、听糊涂"，而不能组成“V得／不R"结

构。

第二，“V得／不R”要求R的结果性质义要严于“VR”。这可从“VR"和“V得

／不R"对单、双音节形容词的选择上来获得证明。因为双音节的形容词所表达的语

义附加信息多于单音节形容词，那么其性质性便弱于单音节形容词，状态性则强于单

音节形容词。

一般单音节非消极义谓词R与述语组成“V得／不R"结构后，都能表可能义，

如：

(1)只有作曲家激动了，曲子才有可能写得好。

(2)她从来不对任何人笑，甚至煞费苦心地做出许多可笑的姿势也逗不笑她。

(3)不管走到哪儿，只要借助于这种小小的电话机，就像在家中一样听得见，

看得清。

而一些双音节的非消极义的性质形容词，可以充当“VR”结构的R，却不能充

当“V得／不R"的R。这部分形容词如：

工整、光滑、活跃、机灵、精确、年轻、真实、爽快、随和、兴旺、虚心、匀称、

轻松、确实

它们可以组成“VR"结构：“写工整、磨光滑、搞活跃、变机灵、算精确、变年

轻、写真实、变爽快”等，但当它们组成“V得／不R"结构时，它们已不再表可能，

而表示状态，如：

(4)信封上的邮政编码和收信人、寄信人、地址，写得工整、清楚。

(5)优质表现在产品必须标准化，尺寸、形状或式样必须做得精确。

(6)《情》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这一时代的生活表现得真实、感人，并且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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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代精神和人物的性格。

(7)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今天不但活得年轻，而且活得紧张而充实，因

为我在为社会创造和开拓着未来。

(8)她很矮，可是浑身上下都长得匀称。一张白净的小圆扁脸，哪里都好象会

发笑。

上述各例中的“V得／不R"都表示状态。例中的双音节形容词R的状态性要略

强于一般的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它们可以进入VR结构，但却不能进入能性“V得／

不R”结构。可见，‘‘v得／不R，’对结果性质性的要求较‘‘vR‘‘更为严格些。

总结起来，“VR"中R的数量远远多于“V得／不R"中R的数量。这个数量之

差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能进入“VR"结构，但却不能进入“V得／不R”结

构的消极义R(如：丢、裂、输、钟)；另一部分是那些双音节的状态义较浓的形容

词R(如：工整、精确、年轻)，它们能进入“VR”，但却不能进入能性“V得／不R"

结构。即使能进入，也不表可能了，而表状态了。

小 结

由于“VR”和“V得／不R”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所以二者的V和R虽具有极大

的相似性，但却依然各具特色。

述语V的异同：

从准入条件来看，“VR”和“V得／不R”的V常常采用联合式构词，动宾式和

动补式动词一般不能充当V。在语义上，二者都要求述语动词须具有[+动作性强】、【-

结果】这两个语义特征，但“V得／不R”结构对【+动作性强]这一要求更为严格。此外，

“V得／不R’’结构还要求述语动词须是非消极义的。

从数量上来看，“VR"中述语V的数量比“V得／不R’’多：出现在“VR’’结构

中的V共有1129个，出现在“V得／不R”结构中的V共有787个。能进入“V得／

不R”的动词一般都进入“VR”，能进入“VR”但不一定能进入“V得／不R"，不能

进入的这部分词，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是消极义的词(病、折磨、破、罚)，

还有一些双音节的动词(奔跑、散布)，还有一些使动性不强的动词(变、晴)。

补语R的异同：



第一章VR和“V得／不R”的构成成分比较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从准入条件来看，“VR”和“V得／不R"中，R的【变化】性是R的语义核心：动

词R应是表变化的非自主动词；形容词R应是是性质形容词，并且是非定性的可加

以改变的形容词，具有[性质】、【变化】的语义特征。但“V得／不R”除此之外，还要

求R应具有【-消极义】，并且对R的【性质]义要求也更为严格。

从数量上来看，“VR”的R的数量远远多于“V得／不R"的R的数量：出现在

“VR”结构中的R共有332个，出现在“V得／不R"结构中的R共有190个这个数

量之差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能进入“VR"结构，但却不能进入“V得／不R"

结构的消极义R；另一部分是那些双音节的状态义较浓的形容词R，它们能进入“VR”，

但却不能进入能性“V得／不R’’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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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VR’’和“V得／不R"的结构语义比较

“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在形式上仅有一字之差，那么它们所反映的内

部语义关系及结构体的意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本章将运用语言的象似性原则和构式

语法理论对“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的内部语义关系和整体语义进行探讨。

第一节述语与补语的语义关系

关于述补结构的述语与补语的语义关系，学者们大都认为他,ff]--者的语义关系是

动作和对动作结果的补充说明的关系。吕叔湘(1952)指出：“动词后附加语主要是

表示行为的结果”。王力(1958)指出“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结果在一个动词性词语

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使成式。"也就是说，受事

的结果是由施事施行动作引起的，他们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因果关

系"。朱德熙(1982)指出：“从意念上说，补语的作用在于说明动词的结果或状态”。

这可以说是关于述语补语的语义关系的整体认识。

郭继懋、王红旗认为，粘合式述补结构表示的是规约性的结果，组合式述补结构

表示的是偶发性的结果。

但具体来讲，述语是什么样的因，补语是什么样的果，还有待研究。下面我们将

试着探讨“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中的述语与补语的不同的语义关系。

1．1语言的象似性理论

语言的象似性是相对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言的。它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

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两者的结合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9。语言结构

映照着人们头脑中的概念结构，语言结构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概念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象似性。“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

界的认知介于其间，即所谓的气自生而言立"加。语言的象似性广泛地存在不同类别

的语言的词句构成、组织中，是某些语言共性规律。

9参看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加参看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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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man将句法的象似性分为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成分象似指句法成分与经验

结构的成分(大大小小的概念)相对应；关系象似指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与经验结构

成分之间的关系相对应。n

句法的关系象似性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单位大小方面，概念单位的大小与表达单

位的大小相似，如：简单的概念一般用单纯词、简单旬表达，复杂的概念一般用合成

词、复合句表达。②范畴划分方面，相似的概念划归同一句法范畴，不同的概念划归

不同的句法范畴。③结构异同方面，概念结构与表达该概念的句法结构相似。

关系象似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条：①距离象似原则：概念之间的距离与句法成分

之间的距离相对应。②顺序象似原则：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与它们所表达的事件发生

的先后顺序相对应。③数量象似原则：说话人表达量大的、重要的信息时，一般会采

用句法成分较大、形式较复杂的句法形式表达。

1．2“VR"与“V得／不R"的语义关系

根据距离象似原则，语言形式上的距离与语义上的距离相对应，主体在现实中发

出的动作、过程以及获得的相应结果在语法形式上得到体现。

不同的形式也必然映照着不同的语义。“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的形式上

距离不一致，它们的语义上的距离也不一致。动作语言形式和观念结构的象似性体现

在：当动作的结果是动作的惯常结果时，发生概率较高，在形式上比较简单；当动作

的结果是人们心中的预期目标时，发生概率较低，实现起来较难，在形式上也相对复

杂。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的语义关系。

1．2．1“VR"的内部语义关系

“VR"结构中，动词与结果补语直接组合，映射到在人们的认知领域中，则可

以原型化为动作客体自动作实施开始就直接朝向特定的结果状态演变。由于动作开始

后迅速朝向结果演变，所以，在动作发生并作用于动作客体的过程中，主体并没有太

多时间去监测过程的进展，进而有意识地改变或控制结果，这样的过程呈现的结果往

往是发散性的、多样性的，其中有的结果与主体发出某一动作时的初衷相一致，也有

的结果与主体发出动作时的初衷不一致、甚至相违背。此外，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没

有事物是独立存在的。在动作由开始向结果发展的过程中，也总是会受一些外在因素

¨参看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夕}语教学与研究．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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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使得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如船在水中行驶，总会受到风向、水流等因素

影响，而使得船速发生变化，并非当初的预期速度。所以，虽然动作主体在发出某动

作时往往都是带主观意志的，希望达到某种结果，有一定的预期目标性，但由于过程

本身的发展特质、主体的施行能力、一些外在的非可控因素等影响，使得动作的结果

呈现出多样性结果，或与预期目标一致(摆正)，或与预期目标相偏离(看错)，或是

动作的自然结果，无所谓预期目标(长胖)，我们说“VR”结构中R所表示的结果往

往是动作的一般性结果。由于是一般性结果，且人们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心

理关照，虽然“VR"所表示的实际动作过程有长有短，但在人们的心理距离上却相

对变短了，所以通常选择形式简单的“VR’’结构。

如：“踢球”，预期目标是把球踢进射门，但往往会有“踢进、踢偏、踢歪、踢坏、

踢累、踢破、踢疼⋯⋯”等很多种结果，其中只有“踢进"是预期结果，而其余的结

果，虽不是预期结果，但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却时常发生，较之“踢进’’更容易发生，

他们的发生概率更高，是动作的一般性结果。

述补结构的发展过程也能从侧面印证“VR"结构的语义关系：述补结构来源于

上古两个动词连用，如“战败"、“扑灭’’、“击毁”等。最初，两个动词的联系比

较疏松，彼此之间分用与合用的自由度很大，但由于两个动词在语义上关系比较密切，

并隐含因果关系，再加上二者连用的机会比较多，两个动词便合二为一，融为一个结

构，述补结构就产生了。这里所产生的述补结构一般都是“VR”结构，正是因为第

二个动词往往是第一个动词所暗含的一般性结果，才有了较多的连用机会，进而产生

述补结构。

总结起来，就结果的种类来说，V和R的关系是“动作——多变性结果”；就结

果的发生的频率来说“动作——一般性结果”。

1．2．2‘‘V得／不R，’的内部语义关系

张旺熹在《“V不C"结构实现的语义条件》一文中认为C(即本文中的R)具

有目标性。本文也采用这种观点，认为V与R具有“动作——预期结果"和“动作

——偶发性结果”的语义关系，下面我们将运用语言的象似性原则对其进行解释证明。

“V得／不R"结构中，述语和补语之间插入“得”映射到人们的认知领域中，

可以原型化为动作客体在接受动作并向着结果发展的过程中，动作一如既往地按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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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律发展变化，而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却对动作的结果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但美好的

结果并不是常有的，是偶发的，需要动作主体具备一定的掌控能力、付出一定的艰辛

才能实现，实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样的时间过程，但主体的投

入因素增多了，动作过程也就相对拉长了。此外，在人们心理上，人们希望动作的过

程能够长一些，以方便时时监控、调整动作的过程，以期朝着预定目标发展。但是人
。

们并不确定动作是否能带来预期结果的同时，该动作过程在人们心理上也被相对拉长

了，正如工作悬而未定的面试者在等待宣布面试结果的时刻，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一分一秒都觉得很漫长。因此，能性述补结“V得／不R"表达了人们对预期结果的

祝愿，对偶发性、不容易实现的结果的投入，在形式上要加“得"或“不"。

如：“挂画"，“挂”的结果有很多种可能：“挂正、挂偏、挂歪、挂高、挂住、挂

斜、挂低"等，而对于挂画，为了美观和长久效果，人们自然的期望结果是“挂正、

挂高、挂住"，可以形成能性“V得／不R"结构：“挂得正、挂得高、挂得住”，而

“挂偏、挂歪、挂斜、挂低"却不是人们的期望看到的结果，不能形成“V得／不R"

结构：“木挂得偏、，Ic挂得歪、水挂得斜、术挂得低”。

R既然是述语动词的预期目标，所以一般倾向于由积极义动词、形容词充当。

“V得／不R"结构的V和R的“动作——预期结果"、“动作——偶发性结果"

这一语义关系，也体现了人们的心理因素。人们总是对偶发的不易实现的事情抱有美

好的希望，希望事情顺着自己的意愿发展下去，实现美好结果，害怕不好结果的发生。

所以这种心理映射到语言上，就体现为人们一般倾向用积极义的词来表达客观世界。

语言中的有标记和无标记表达、反义词的不平衡性都体现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第二节构式语义及其对V和R的影响

构式语法认为，每一个构式都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构式本身就表示某种独立的

意义。那么“VR”和“V得／不R"的构式不同，其所表达的构式义又将有什么不同

呢?其构式义对V和R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本节将全面讨论这个问题，并试求找

出答案。

2．1构式理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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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试着用构式语法来进一步分析。

Goldberg对构式的基本观点阐述如下：

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一意义的配对(Fi，Si)，且C的形式(Fi)

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

所谓“构式”，就是任何一个构式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构式本身就表示某

种独立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不能从其构成成分的意义、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所推知，

而是从其构成成分中抽象出来的意义，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构式语法理论还主要探讨了构式与动词之间的关系、构式之间的关系、题元结构

等。构式语法理论认为构式与动词构式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构式与动词之

间有着密切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式意义与动词意义的互动，一是句式

的论元结构与动词论元结构的互动。

构式意义与动词意义的互动表现为：①典型的核心动词语义与构式的意义相同，

如双宾语句中的动词“送、给、借’’等，本身就表示给予，与构式的给予义相同；②

非典型动词并不直接表示与构式相联的意义，但是这些非典型动词在句子中却能够引

申出跟句式意义相吻合的新义项，也就是说，句式意义部分地积淀或固化到词项意义

上，如：“单位分了我一套房子"中，“分”本来没有“给予"义，但出现在这个双

宾语句构式中，便具有了“给予’’义。

句式的论元结构与动词论元结构的互动表现为：①典型的动词参与角色与构式的

论元角色完全融合一直，一一对应；②非典型动词参与角色与构式论元角色误配，构

式增加并非由动词提供的题元角色，如：“王冕死了父亲”中“死”本应有一个题元

角色，但进入表“失去"的构式中，“死’’便有了两个题元角色；③动词的题元角色

被构式遮蔽、剪切、合并。如“杯子被打碎了"遮蔽施事，“这个面包很好切"剪切

施事。

2．2“VR’’的构式语义及其对V和R的影响

2．2．1“VR’’的构式语义

关于VR结构的意义，前人早有研究：王力(1980)将述补结构称为“使成式"：

“从形式上说，外动词带着形容词或者外动词带着内动词，从意义上说，把行为及其

结果在一个动词性词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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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12。朱德熙(1982)指出，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动

词，有的述补结构在语义上也相当于一个动词。如“弄死"相当于“杀”。

前贤们的研究给我们的研究VR结构的语义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而多蒂则给我

们提供了分析方法的指导。

多蒂(Dowty，1979)把生成语义学家的研究成果放入了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框架

中做描写，从而开创了研究词汇意义的新路子。多蒂认为使用基本语义成分DO(做)，

BECOME(变)和CAUSE(使)可以描写不同类别动词之间的意义关系。13

我们认为，DO(做)、BECOME(变)和CAUSE(使)不仅可以用来描写不同

类别动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也可以用来描写VR结构的V和R的关系，即把动作及

其结果描写为DO、BECOME、CAUSE三个语义部分。下面我们就用这种理论来描

写四种不同的VR结构的语义关系，进而试着概括VR结构的构式义。

第一类：R指向施事。

(1)小李读懂了这篇英语短文。

(2)她总算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3)孩子长高了。

(4)我吃饱了。

例(1)补语指向施事主体“小李"，是小李懂了；例(2)补语指向她，是她明

白了；例(3)补语指向孩子，是孩子高了；例(4)补语指向我，是我饱了。这一类

型的VR结构可以概括为：主体施行某一动作，致使主体发生某种变化。用公式表示

为：

X causes X to become Z by V-ing

从这一表达式中，我们可以看出VR结构的致使义。致使范畴包含四个基本要素：

致使者、被使者、致使力、致使结果。14在这一表达式中，X既是致使者，又是被使

者，V是致使力，Z是致使结果。

第二类：R指向施事以外的名词性成分。

(5)他改掉了随地吐痰的坏毛病。

12参看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466

13参看方立．逻辑语义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19

14参看周红．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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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庄稼旱死了。

(7)斧头砍钝了。

(8)他踢破了好几双球鞋。

例(5)补语指向受事“毛病”，例(6)指向受事“庄稼"，例(7)指向工具

“斧头"，例(8)指向与事“球鞋”。这一类VR结构表示(主体)施行某一动作，

致使主体之外的事物发生变化。公式表示为：

(X)causes Yto become Z by V-ing

这个表达式中，X是致使者，且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如例(6)、(7))，Y

是被使者，V是致使力，Z是致使结果。

第三类：补语指向动作本身。

(9)工作做完了。

(10)这事你说晚了。

(11)我猜透了他的心思。

(12)我遇到他了。

这一类VR表示主体施行某动作，致使动作出现了某种结果或发生变化。可表达

如下：

(X)causes V to become Z by V-ing

这个表达式中，施事主体(或致使者)也是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V既是致使

力，又是被使者。这一类结构的语义可以理解为：主体施行动作v，致使动作出现某

种结果。如例(9)可以理解为：“主体施行‘做’这个动作，致使‘完’这个结果的出现。

第四类：自然事件类VR

(13)雨下大了。

(14)风刮猛了。

这一类VR结构表示自然界中的事件，“下"对“雨”、“刮"对“风"都没有

致使义，单纯表示“雨、风”随着动作的时间展开而发生的变化。公式表示为：

YbecomeZwithV 。

由这四类VR结构的表达式可以看出，VR结构都表示某动作致使某客体或动作

发生变化。

(X)causes X to become Z by 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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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uses Yto become Z by V-ing

(X)causes V to become Z by V-ing

Y becomeZwithV

这四个表达式可整合为：X仃Ⅳbecome Z by／with V，由此可推出VR结构的语义

为：由于某一动作的施行，某事物、动作发生致使变化或伴随变化，也就是一事件致

使或伴随另一事件发生变化。VR结构的构式义可概括为：“致使(伴随)变化"义，

其中“致使变化义”是VR结构的典型语义。

2．2．2构式语义对述语动词的影响

构式理论认为，构式语义对动词意义的影响表现为：构式语义会部分积淀或固化

到词项上。所以VR结构表示的“致使(伴随)变化"这一构式义，也将影响到进入

这一格式的动词意义。

由于VR结构的致使义，V理应由具有致使义的动词充当，但V并非都是致使动

词，也有很多非致使动词。如：

(15)虽然这几乎是她早就料到的，可她还是感到心疼如裂，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16)他酷爱读书，经常动手制作小机械，常常为奇妙的自然现象向老师发问。

(17)走进农舍，身穿各种民族服装的“女主人”会按传统方式向你表示欢迎，为

你表演织布、编织，介绍有趣的风俗习惯。

(18)山大沟深，贫穷僻远，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村民们吃了上顿愁下顿，

拿什么去请教师?

上述例子中的“哭、读、穿、愁"只单纯表示动作，并没有对某对象产生处置作

用，致使对象状态发生变化，是非致使性动词。但这些本身没有致使义的动词，～旦

进入VR结构中V的位置，便具有了致使义。如：

(19)她哭哑了嗓子，上了火气，再也说不出话来。

(20)书读累了，便到海边漫步，捡块石头在口袋里，悠游于拍打在岸边的波浪

间。

(21)整个冬天，他人瘦了十几斤，棉鞋穿破了3双，多走邮路9 6 0公里，可

邮件一次也没有耽误。

(22)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少年头。

这些例子中， “哭、读、穿、愁”都致使对象状态发生变化：“哭"使“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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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哑、“读”使“人"变累、“穿”使“鞋子"变破、“愁"使“头发”变白，具有

了致使义。

2．2．3构式语义对谓词补语的影响

2．2．3．1构式语义对动词补语的影响

刘正光(2006)认为，VR结构中的动词补语V2(即本文的R)发生了非范畴化，

V2所表示的事件类型减少了，V2只能表示Vl(即本文的V)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或

带来的状态。但是我们认为，这是VR这一结构所赋予动词补语的变化，v2的状态化

是在VR结构这一框架内产生的，因为VR结构的所表示的“一事件致使(伴随)另

一事件发生变化"义要求R应有“状态变化义’’。V2单独使用时依然表示某一动作

事件，但一旦进入VR结构，便表示Vl引发的结果或状态，动作性减弱，结果状态

性增强。如：

(23)fl,雾散了，天晴了。

b一阵风吹散了缭绕的薄雾。

(24)a如果有人跟着光线跑，并努力赶上它，那么，这个人将看到什么现象呢?

b如有人把虎鲸的叫声在海上播放，可以吓跑危害渔业的海兽。

(25)a围巾掉了。

b案台上的青铜像被她不小心碰掉在地上了。

上述a例中的“散、跑、掉”都是单独使用的简单动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

但在b例中，“散、跑、掉’’表示的是动作完成之后，所出现的结果或状态，已由动

作行为转变为状态。

2．2．3．2构式语义对形容词补语的影响

由于VR结构的所表示的“一事件致使(伴随)另一事件发生变化”义要求R应

有“变化义”，所以对于形容词R而言，R应由含有变化的动态形容词充当。但一些

静态的非变化的形容词也可进入R的位置，并且也获得了动态的变化义。我们说，

这是VR结构赋予了静态形容词R的动态化。我们以张国宪(1995)提出的“NP+

已经+一+了’’和“没+一”两个句法槽来鉴别动态形容词和静态形容词。如：

a黑、红、糊涂、烂、明白、便宜

b漂亮、正、匀、早、简单、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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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词可以自由进入“NP+已经+_j了"和“没+-"，如“天已经黑了／天没黑、

叶子已经红了／叶子没红、肉已经烂了／肉没烂’’等，是动态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状

有着量的变化；b组词不能进入这两个结构，如：“木她已经漂亮了肛她没漂亮、，Ic画

已经正了／水画没正、木颜色已经匀了／术颜色没匀”，是静态形容词，表示事物是均质

的，没有量的差别。

a组词进入VR结构，R有动态义。如：

(26)他白胖的脸晒黑了，和蔼的笑容也不见了。

(27)我被他说糊涂了，头又有些晕，脑筋不大清楚，还以为他和我开玩笑。

(28)将鸡切块，文火炖烂。

句中的“黑、糊涂、烂”是动态的，表示由非黑到黑、非糊涂到糊涂、非烂到烂

的异质变化。

b组词虽非动态形容词，但进入VR结构后，R就获得了动态义。如：

(29)郑姑娘用色笔在元豹鼻梁两边画上两道浅线，用手涂匀，使他鼻梁也变得

高耸、上翘。

(30)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他泾渭分明，在亲情与法的权衡中，他更能摆正心中

的天平。

(31)几年没见，她不但长高了，而且长漂亮了。

“匀、正、漂亮”表示的本是事物静态的均质的性质，但在“涂匀、摆正、长漂

亮”结构中，却表示由非匀到匀、由非正到正、由非漂亮到漂亮的异质变化，具有了

动态变化义。

邢福义(1994)认为形容词的动态化有多种模式，除了趋向态外，还有一些语法

境域也能是形容词产生动态化。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VR结构就是能使形容词动

态化的语法境域之一：VR结构的致使变化义这一构式语义部分让渡给R，使得本身

只表示事物处于均质的性状的静态形容词也可以表示事物处于异质的变化，获得了动

态性。

2．3“V得／不R’’的构式语义及其对V和R的影响

2．3．1“V得／不R”的构式语义

下面我们将仿照分析“VR"的构式义的方法来分析“V得／不R"构式义，我们将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第二章结构语义比较

“V得／不R"分为四类进行研究。(鉴于可能态的语义形式标记复杂，我们所列的公

式暂除去可能的模态标记)。

第一类：R指向主体。如：

(32)她怎么学也学不会开车。

(33)饭这么少，我吃不饱。

公式表示为：(X)causes X to become Zby V-ing

第二类：R指向主体以外的名词性成分。如：

(34)无私的人才能站得稳。

(35)困得我睁不开眼。

公式表示为：(X)causes Yto become Z by V-ing

第三类：R指向动作。如：

(36)挡得住诱惑!

(37)我看不到希望。

公式表示为：(X)causes Vto become Z by V-ing

第四类：自然事件类。如：

(38)春天的雨，下不大。

公式表示为：Y become Z with V

由这四类，也可推出“V得／不R"表示“致使(伴随)变化"。由于R是V的预

期结果，所以“V得／不R”的构式义可概括为：“实现预期的致使(伴随)变化的可

能性’’。

这一语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预期结果实现的主观能力的估测，一类是对预期

结果实现的客观条件的估测。如：

(39)只有他这种聪明人，才会想得出这种聪明主意。他忽然发现自己实在是个

天才。但他却忘了一件事——天才往往总是比较短命的!

(40)我头枕着碧波，环视四周，但见水天一色，天是湛蓝湛蓝，湖是湛蓝湛蓝，

分不清是天溶进湖中，还是湖溶进了天⋯⋯。

(41)男人冷笑一声，说：”你不交钱，老太进不了急诊室，又怎么醒得过来?

(42)她的人缘并非不好，却一直遇不到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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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9)、例(40)表示的是对主观能力的估测，例(41)和例(42)表示的是

对客观条件的估测。

2．3．2构式语义对述语动词的影响

2．3．2．1构式语义对述语动词的一般影响

因为“V得／不R"的构式语义是“实现预期的致使(伴随)变化的可能性”，所

以这一构式义也就要求述语动词须具有“有意"这一特征。张旺熹在《“V不C"结

构实现的语义条件》中认为V具有“自主性”，一般由自主动词充当，也可以由少

数非自主动词充当。我们认为，V之所以可以由自主动词和少数非自主动词充当，是

因为V具有“有意’’这一特征。对于自主动词来讲，自主动词的“有意性"体现为

动作主体有意进行某动作，即“有意为之"。只有动作主体在施行述语动词表示的动

作时心中是有目标的，是有意而为之的，才会对预期结果产生期待，对预期结果出现

的可能性进行估测；而对于那些表示客观变化的非自主动词来讲，也依然具有“有

意"这一特征，非自主动词的“有意性”体现为主体对非自主动作的发生寄予了希

望，即“有意发生”。人们虽然不能掌控非自主动词的发生、进展，但是这些动词却

都是人们希望发生的动作，人们希望能通过这些动作带来好的结果。如：

(43)她还悟出，单靠被动地继承与模仿，创造不出属于自己和当今时代的辉煌。

(44)有一天，我向江南告别，只为自信抵得住漠北的苍茫。

(45)潮水已经开始下降，显然，就是风力再加上潮势，靠这批人，船还是浮不

起来。

(46)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

强糊口。

例(43)和例(44)中的“创造、抵"是自主动词，都是主体有意而为之的。对

于自主动词而言，动词的“有意性’’是体现得比较完全的，因为自主动词是动作主体

自主发出、掌控的动作，是有意识进行的。

例(45)和例(46)中的“浮、得’’是非自主动词，但是它们却都是人们希望发

生的，人们希望“船浮起来、农奴生活得到保障”。

可以说，“V得／不R"的“实现预期致使的变化的可能性"这一构式义赋予了述

语动词的“有意"性语义特征，从另一角度来说，“V得／不R”结构对预期结果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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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义也需要借助述语动词和补语谓词表现出来。所以，像“绊(倒)、蹭(破)、碰

(掉)⋯⋯”等都不能进入“V得／不R"结构。

2．3．2．2构式语义对述语动词的强势影响

“V得／不R"的构式语义赋予了述语动词的“有意性"特征， “有意性"对自

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表现是不同的。但是由于“V得／不R"构式语义的强势影响，

一些非自主动词、介于自主与非自主之间的述语动词体现出了类似自主动词的“有意

为之’’的语义特征。

第一，一些非自主性动词进入“V得／不R”结构，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一构式

义赋予动词的不仅是主体希望发生的动作，而且是主体有意为之的动作，体现了“自

主性”语义特征。如：

(47)歌声响彻整个站区，“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洪水冲不垮的誓言!

(48)只有那苍郁的松树上，虽然结满冰雪，但松针抖掉雪粒，露出葱绿的峰芒，

无论多大的严寒，也冻不死它坚韧旺盛的生命。

(49)狂风吹不落太阳，暴雨冲不垮山岗。那怕白匪逞凶狂，苏区人民坚如钢。

男女老少齐上阵，定把白匪消灭光。”

例中的“冲不垮、冻不死、吹不落"本是人们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变化动词，是非

自主动词，但是它们对于“洪水、严寒、狂风"来说却是自主的，是主体自行发出的

动作，具有自主性。

第二，一些动词的有意和无意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进入“V得／不R”结构后，

该动词也具有了自主性动词的“有意为之”的语义特征。如：“忘、愁’’：

(50)a我忘了告诉他了。 b忘了他吧，以后还会遇到更好的。 c你想忘

记，但你忘得掉吗?

(51)a愁得一宿都没睡。 b别再为这事愁了。 c愁也愁不出个结果来。

当表示东西自然遗忘时(50a句)，这个“忘”体现出非自主性的语义特征，是

无意的；而当表示主体想忘记的时候(50b句)，这个“忘"介入了主体的主观控制

力，具有了“有意”的特征；当“忘’’进入“V得／不R”结构中(50c句)， “忘"

也具备了“有意’’性的语义特征，表示主体想忘记，不管忘的结果如何，但主体已经

”张黎．“有意”和“无意’L汉语镜像表达中的意合范畴【J】．世界汉语教学．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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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了主观控制力去实施“忘"这个动作了。

当表示某事烦扰到某人的时候(51a句)，这个“愁"是非自主的，是无意的；

而当主体对某事作出反应时(51b句)，这个“愁"也介入了主体的主观控制力，

“愁"是有意的。这里的“愁"的有意性与“别”的语义也有关系，但正是因为

“别"的存在使得潜存于“愁”的词义结构中的“有意"性得以实现，这也可以说明

“愁"的“有意”与“无意”是共存的；当“愁”进入“V得／不R’’结构中(51c句)

时， “愁"表示主体主动去愁，想找出事情的解决方案，是有意而为之的。

2．3．3构式语义对补语结果义的凸显

“V得／不R”结构是“实现预期的致使(伴随)变化的可能性’’，这个语义要求

R须是语义表达的重心，需要被凸显出来。因为，R是一个目标，无论是实施动作还

是对可能性的估测都是围绕结果目标而做的，没有目标，就不必施行动作，没有目标，

就没有对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估测。所以在说话者的心理上，相比较述语动词而言，

更侧重于补语谓词。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以验证：

第一，在语音上，R一般都读为重音，不论R是一般动词、形容词，还是趋向动

词。如：“搬得动、看得清楚、猜不透、拿得出、买得起”等。即使“VR”结构里，

有的R读轻声，但在“V得／不R"结构中依然不读轻声，如：“记住——记得／不住、

改掉——改得／不掉、想到——想得／不到、买着——买得／不着"等。

第二，在语义上，“V得／不R”结构一般可以转换为“能／不能VR"，并且语义基

本不变。但是若要检测语义重心究竟是落在述语上还是落在补语上，我们可以分别用

“V而能／不能R"和“能／不能V而R’’检验，如果“V而能／不能R”与“能／不能

VR"语义更接近，则说明重心是在R上，反之，重心则落在V上。如：

甲 乙 丙 丁

摆得／不开 能／不能摆开 摆而能／不能开 能／不能摆而开

站得／不起来能／不能站起来 站而能／不能起来 能／不能那个站而起来

安排得／不好 能／不能安排好 安排而能／不能好 能／不能安排而好

形得／不成 能／不能形成 形而能／不能成 能／不能形而成

以上四例，不论R是动词、形容词还是趋向动词，V是自主动词还是非自主动

词，丙都比丁更接近乙义，所以R是“V得／不R”结构的语义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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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由同一趋向动词、虚化动词的引申或虚化义作结果补语的“VR"和

“V得／不R”来说，“V得／不R"的结果义要比“VR”中的结果义更明显。试比较：

放下(所有烦恼)——放得／不下(所有烦恼) 醒来——醒得／不来

省下(零用钱)——省得／不下(零用钱) 安顿下来——安顿得／不下来

叫上(名)来——叫得／不上(名)来 关上(门)——关得／不上(门)

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放下、醒来、省下、安顿下来、叫上来、关上"的补语

语义仿佛是附属于述语动词的，二者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体，说了述语动词，人

们就会自然知道下面的补语，它们的整体意义单纯从述语动词也可大概推知。虽然这

些补语还表示实实在在的结果义，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却淡化了。而“V得／不R”

结构却将“放得／不下、醒得／不来、省得／不下、安顿得／不下来、叫得／不上来、关

得／不上"等原已在人们观念中淡化的实实在在的结果义凸显出来、呈现出来。

此外，有些“V得／不R’’没有与之相对应的“VR”形式，如：“买得／不起、忙

得／不过来、吃得／不来、说得／不过去"等，在“VR"结构中没有补语语义与之相对

应的，它们只有在“V得／不R”中才会有“买得／不起(表示有无能力做某事、忙得／

不过来(表示有无能力统管全面)、吃得／不来(表示是否适应)、说得／不过去(表示

对事情的态度和评价)"这些意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猜想，会不会是因为“V

得／不R”结构具有凸显结果补语的功能，所以R在这个系统中的原先的意义不断被

得到凸显、强化，最终与“VR”结构中的“R”的语义脱节，造成只有在“V得／不R"

结构中才体现出那些特定意义。

第三节 “VR”与“V得／不R”的结构语义比较

由于“VR’’和“V得／不R’’在形式上既相同又不同，所以在结构语义上二者也

是既相同又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从V-R的内部语义关系、构式义、构式义对V和

R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比较探微，以求获得“不同的格式对其结构的深层语义的影响

也不同”的整体概念。

3．1 V与R的内部语义关系比较

在“VR”和“V得／不R”结构中，R都是V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二者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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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共同点之外，他们还有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就结果的种类来说，VR结构的V和R是“动作——多变性结果"，“V

得／不R”是“动作——预期结果"。如：

动词“看”可以有很多种结果，可以组成很多个VR结构。如： “看清、看混、

看差、看错、看走眼、看累、看烦、看上"等。而这些结果中，只有符合主观预期的

结果才可以组成“V得／不R"结构，如：“她看得／上我’’。而“混、差、错、走眼、

累、烦”则不可能符合主观预期结果，所以它们不能组成“V得／不R”结构。

第二，就结果的出现频率来看，VR结构的V和R是“动作——一般性结果”，

“V得／不R”是“动作——偶发性结果’’。如：

(52)a这件衣服洗干净了． b这件衣服洗得干净吗?

(53)a瓶盖拧开了． b瓶盖拧不开。

(52)a中的“衣服干净"，对“洗"来说或者对说话人来说，干净是很平常的

结果，实现起来较容易，是一般性结果；(52)b中的“衣服洗得干净”预设了这件

衣服很脏，不容易洗干净， “干净"实现起来有难度，是偶发的。(53)b中的“拧

不开”更加说明“拧开"这个结果很难实现，是偶发的。

3．2构式义比较

“VR”表示“致使(伴随)变化”的构式义，而‘‘V得／不R，’表示“是实现预期致

使(伴随)的变化的可能性”的构式义。所以，二者的构式义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

都是表“致使(伴随)变化”义。但它们也有不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V得／不R”除了表示“致使(伴随)变化"义之外，还要表示“可能的、预

期的变化”。如：

(54)遇得见戴晓蕾吗?

(55)她回得来吗?

(56)如果自己的悟性很低，就很难吃得透、弄得通。

上述三例分别表示希望“遇见、回来、吃透、弄通"，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说话人对自己希望的结果能否发生不能确定，话语中仍流露着希望发生的语气。

3．3构式义对V和R的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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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认为，构式义会对其成分产生影响，表现为构式语义会部分积淀或固化

到词项上。由于“VR"和“V得／不R"的构式义的不同，所以构式对其成分的影响

也不同。

3．3．1构式义对V的影响比较

“VR”结构的“致使(伴随)变化义"以及“V得／不R”的“实现预期致使(伴

随)的变化的可能性"义，都使得一些非使动性动词进入VR结构后，变成使动性动

词。如：

(57)小红在看书 小红看懂了这本书 小红看得懂这本书

(58)他在吃饭 他吃饱了 他吃不饱。

“看、吃’’本来都是单纯的动作动词，对宾语没有致使作用，但进入“VR”和

“V得／不R”之后，便致使m瞳、饱’’这一结果出现，变成了使动性动词。

但由于二者的构式义及侧重点不同，二者的构式义对V的影响又有着不同之处，

体现为：

“V得／不R’’对V的[有意性】特征产生影响，而VR结构没有此影响。“V得／不

R”对V的[有意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非自主动词也具有“主体有意发生’’的特

征，有的甚至也具有了自主性动词的语义特征。如：

(59)这么好的机会什么时候轮得到我啊?

(60)安全得不到保障。

(61)巷子里的热气散不出去。

例子中的V虽是非自主动词，但却是主体希望发生的动作，具有有意性。

而VR结构的构式义对V没有此影响。

(62)这么好的机会轮到我了。

(63)安全得到了保障。

(64)巷子里的热气散出去了。

上述三例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句中的“轮到、得到、散出去”也都是已获得的

结果，体会不出主体对动作发生的殷切期望。

3．3．2构式义对R的影响比较

“VR”结构的“致使(伴随)变化”义以及“V得／不R”的“实现预期致使(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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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的变化的可能性"义，都使得一些动词发生非范畴化，动作性变弱，状态性增强，

静态形容词具有动态义。这是二者的共同点。如：

(65)a她动了动嘴唇b搬动石头 c搬得动石头

(66)a他们赢了 b他们打赢了球 c球赛他们打得赢

(67)a颜色淡了 b他看淡了死生 C他对死生看得淡

(68)a办事利索 b事办利索了 c他办事办不利索

前两例的“动、赢”本都是动词，在a句中的他们的动作性还很强，可是在b句、

c旬中，“动、赢”是一种被动呈现的状态，动作性减弱，状态性增强。后两例的“淡、

利索"不能进入“已经+-_+了"，也不能进入“没L"结构，是静态形容词，但它

们在b句、c句中却是非均质的，具有动态变化的过程。

但二者也有不同点，那就是“V得／不R”能凸显结果义，特别是对一些意义引

申或有些虚化的补语，能使虚化义在语义上变得相对实在一点。而VR结构却不能凸

显R的结果义。试比较：

(窗帘)拉上——(窗帘)拉得／．,T-上 潇洒起来——潇洒得／不起来

放下(所有烦恼)——放得／不下(所有烦恼)醒来——醒得／不来

打起(精神)——打不起(精神) 停下来——停不下来

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 “拉上、潇洒起来、放下、醒来、打起、停下来"的补语

语义仿佛是附属于述语动词的，虽然这些补语还表示实实在在的结果义，但是在人们

的观念中却淡化了。而“V得／不R"结构却将“拉得／不上、潇洒得／不起来、放得／

不下、醒不来、打不起、停不下来"等原已在人们观念中淡化的实实在在的结果义凸

显出来、呈现出来。

本章运用了语言的象似性原则和构式语法理论对“VR，’和“V得／不R，’的内部和整

体语义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VR，’所映照的语义关系是“动作——多变性结果”和“动作——一般性结果"；

“V得／不R所映照的语义关系是“动作——预期性结果"和“动作——偶发性结果”。

2．“VR，’结构表示“致使(伴随)变化"的构式义，而“V得／不R"结构表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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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预期的致使(伴随)变化的可能性"的构式义。二者的构式义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这也使得“VR"和“V得／不R’’构式对其V和R的语义特征产生的影响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

对V的影响主要表现在：“VR”和“V得／不R”构式都使得一些非使动性动词

具有了使动性的语义特征。但“V得／不R"的构式义还赋予了动词的【有意性】特征。

对R的影响表现在：“VR”和“V得／不R’’构式都赋予了R[变化性】的语义特征

(动词性R动作性减弱，状态性增强；静态形容词R获得动态义)。但“V得／不R”

的构式义还使得R具有凸显的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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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VR"与“V得／不R’’的转化机制

虽然“V得／不R"结构是由“VR’’结构扩展而来的，但是二者并不是等同的，

语义上不等值，而且在形式上也不是能任意转换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动结式、动

趋式都有可能式；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可能式都能还原为动结式或者动趋式，而且

有的虽然形式上能还原成“VR"结构，但意义却改变了。本章将详细探讨它们二者

的转换规律及制约因素。

关于“VR"与“V得／不R"的转换，前人并无太多涉及。仅范晓(1985)在讨

论VR结构时略有涉及。他认为，大多数VR都可扩展成能否式，但有少数VR不能

扩展成能否式，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公认的已凝固化的复合词；另一种是习惯上或

语义上不能扩展成能否式，如：做错、打输、跑慢、起晚等。还有一些能否式不能转

化为VR结构，如有“来得及、来不及"，而无“来及"等。他认为这种V得R、V

不R在结构上已具有凝固性，在意义上已具有熟语性。

第一节 “VR’’结构扩展为“V得／不R"结构

“VR”结构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VR可以顺利扩展，

有的却不可以扩展，即使能扩展成“V得／不R"形式，但已不表可能了，而表状态。

总体来说，二者能否扩展除了要受述语和补语的语义特征影响外，还要受述语与补语

的语义组合关系影响。

1．1从语义方面的考察

1．1．1 VR结构可以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

1．1．1．1一般情况

当V是主体有意发生的动作，且R是述语动词的预期目标时，“VR”既可以扩

展为“V得R”，又可以扩展为“V不R"结构。如：

a) 吃饱——吃得／不饱 洗干净一洗得／不干净 摆正—罢得／不正
斩断——斩得／不断 捉摸透—足摸得／不透 走动——走得／不动

摆脱掉—罢脱得／不掉抵挡住——j氐挡得／不住做完——做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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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出——揣摩得／不出起来——起得／不来 赶上——赶得／不上

b)长高——长得／不高 冲破(大关)——冲得砌不破

遇到——遇得／不到 散开——散得／不开

轮到——轮得／不到 形成——形得／不成

觉察出——觉察得／不出 升上去——升得／不．Y--去反应过来——反应得／

不过来

a)组中，V都是自主动词，R分别是形容词、一般动词、趋向动词，其中，V

都是动作主体有意进行的动作，R都是V的预期目标。

b)组中，V都是非自主动词，R分别是形容词、一般动词、趋向动词，V的发

生发展虽不是动作主体能控制的，但却都是动作主体希望发生的，也对客观发展的动

作结果寄予了希望，R依然是预期目标，是说话者的目标。

R是V的预期目标，一般体现在R由积极义的词语充当，但是也不全是积极义

的词语。预期目标是否由积极义词语充当，是由述语动词决定的，如“斩断、摆脱掉、

冲破"中的“断、掉、破”，并非积极义的词，却是动词“斩、摆脱、冲”的目标，

所以它们也可以转换为“V得／不R"结构。

1．1．1．2特殊情况

有些V或R虽然是消极义的VR结构，但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扩展为“V得／

不R”结构。我们根据对语料的分析，发现这类特定的语境仅限于否定句和反问句。

jtl]-

(1)我告诉你，别说撞车，摔飞机我都摔不死，我这人后福无穷，将来说不定拿

诺贝尔奖或者当女总统!”

(2)父母都很高，孩子能长得矮吗?

(3)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

这类情况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补语虽为消极义谓词，但它在否定句和反问句中，VR结构整体表示符合

主观预期的变化。这类结构的述语动词大都有“遭受外力”的意味在里面，蕴含被动意

义，所以补语表示的是动作对象遭受外力的结果，如“吹倒、冲垮、早死、摔破’’等，

这些结果虽是外力发出者的预期目标或自然结果，但这些结果却不是说话者希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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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这种由被动义的V、消极义的词R组成的“V不R”结构，倾向于表达说话

者对于这种外界的“打压”显示出的一种坚决抗争、不服输的反抗姿态，体现了人或

事物的坚强品质。如：

(4)雷雨浇不灭他们心头的怒火，山风吹不干他们脸上的泪滴⋯⋯

(5)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

(6)你们可以把我折磨死，将我火化，烧成灰。可是我们的党，你们是砸不烂，

打不垮的。

一类是述语或补语为消极义谓词，但它出现在反问句和否定句中，表示消极义、

非常规的结果R不可能出现，这也从侧面肯定了积极义结果或必然性结果R出现的

必然性。如：

(7)这计算机一个一个地算，算得错吗?

(8)这么多烦心事，你都要愁，愁得完吗?

(9)这真皮的鞋子，穿得坏吗?

例(7)否定“算得错"这种消极义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例(8)否定“愁得完”

这种非常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例(9)既可理解为否定消极义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也可理解为否定非常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消极义的V或R在反问句或否定句的特定语境下依然可以扩展为“V得／不R”

结构，这与“一般情况下，积极义的V或R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并不矛盾。

反问句和否定句都具有否定这一功能，所以这个特定的熔炉可以否定V或R的消极

义，从而使转换后的“V得／不R"结构熔出积极义，符合主观预期目标或现实必然

性。

1．1．2 VR结构只能扩展为“V得R"或“V不R"结构的

第一，只可以扩展为“V得R”，而不能扩展为“V不R”结构的

这种类型仅限于动词与补语搭配上，述语动作的实施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偏差或

否定的结果出现，那么这类VR结构只能扩展为“V得R”，而不能扩展为“V不R”。

如：

剪短——剪得短／宰剪不短 走近——走得近p走不近

照亮——照得亮严照不亮 垫厚——垫得厚／幸垫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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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只可以扩展为“V不R”，而不能扩展为“V得R’’结构的

得到—孚不到，不能扩展为“得得到”
得着——得不着，不能扩展为“得得着”

这主要是语音问题，为避免语音重复，所以不能扩展为“得得到"，而只能扩展

为“得不到"。类似的语音问题还有“记得、认得、值得、舍得、要得、顾得、由得”，

这些词一方面由于它们中的“得”已表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音问题，他们都不能扩

展为“V得得”，而只能扩展为“V不得"。

1．1．3“VR”结构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

不能扩展为“V得／不R’’的“VR"主要有五种类型：

第一，补语是预期目标的偏离，不可以扩展为“V得／不R"结构，如：垫薄、

裁长、安低(架低)、切厚、管宽；

补语是非理想结果的，如：谈崩、看差、跑岔气、吵糊、砍坏、搞糊涂、记混、

打青、变穷。

这类补语都由消极义动词或形容词充当。

第二，补语所表示的结果是述语动词的必然性结果，已没什么预期结果而言，一

般不能转化为“V得／不R’’结构。

补语所表示的结果是述语动词的必然性结果是指：动作的结果隐现于动作之中，

即自动作开始，结果便己形成或毫无疑问地向某结果发展。这种必然性结果大致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动作的结果只有一种；还有一种是该结果实现起

来很容易，所以都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必然性。如：

(1 O)打倒——打得／不倒 跪倒——·跪得／不倒

(11)走近——走得／不近(古墓) 拿近——枣拿得／不近

(12)要回——妥得／不回 发回——幸发得／不回

(13)显示出——显示得／不出 呈现出——幸呈现得／不出

(14)吃剩下——木吃得／不剩下 用剩下——木用得／不剩下

例(10)中“倒"不是“打”的必然结果，可以转换；“倒”是“跪”的必然结

果，不可以转换。例(11)中“近”对“走”来说不一定容易，比如需要走近保卫重

重的地方，可以转换；但“近”对拿来说比较容易实现，不可以转换。例(12)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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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要"的主体来说，不容易实现，可以转换；“回”对于“发”的主体(即东西的

持有人)来说，很容易实现，不可以转换。例(13)中“出”表示的是“使某种现象

或结果得以显现"，“显示"的对象是现象或结果，当现象不能使结果显现是时，可

以说“显示不出"；而“呈现”表示的就是使某种现象得以显现，其必然结果是“呈

现出"，不能说“呈现得／不出"。例(14)中“剩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动

作的必然结果，所以“剩下”类补语都不可以转换。

第三，补语所表示的结果是虚化的结果义，一般不能扩展为“V得／不R"。

这主要是由于“V得／不R"结构对结果义有凸显作用，R是结构的语义重心，这

就要求R应是有一定实在结果意义的谓词，而不能是虚化的结果义的谓词。

补语结果是否虚化，仅限于对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而言。下面我们借鉴朱景松先

生《补语意义的引申和虚化》一文中对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的各义类的解释，在朱景

松先生的解释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搜集的语料，将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作补语的意义

概括为三个层次：相对实在结果、半实在结果和虚化结果。(这部分所列的趋向动词

和虚化动词的本义因都表示实在结果义，所以暂不讨论；另这部分只讨论“VC"结

构中的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

A、相对实在结果

“相对实在结果”是指V对动作对象的致使结果(如致使某对象出现、消失，或改

变位置、状态)以及动作本身的目标结果的实现、达成。如：

①V对动作对象产生致使结果：

V使某对象的状态发生改变：把窗帘拉上／用香蕉叶包裹起来，做成粽子／月牙儿

被云遮住了

v使某对象出现或存留：攻下一个城堡／显示出一种父爱和骄黼空隙留出来／
板壁拆掉了／最下决心忘掉的事，越是忘不掉

V使某物的位置、领域发生改变：赶快搬开傲开距离／想开一点／栽上了地瓜／拿上

燃上衣服
②动作目标结果的实现

表示动作有了结果：终于把密码想起来了／我可以从一草一叶中想象出一个美丽

的花园／没觉察出来／让他把书读出来／找到了原因／陈万利看见她那轻浮样子，已经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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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八、九分／．1slt．住了创作的契机／明天就定下来／把这片地承包下来／看住它／人们在车厢

里安顿下来

表示得到了预期结果，达到了目的：等到八月十五El晚上，才能吃上一个梨／扣

好衣装，没有赶上

表示有无能力达到某种结果、某种要求：能叫上名来压0底没学上来

B、半实半虚结果

“半实半虚结果”是指V的致使结果并不是实际的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是动作或

状态的变化、发展趋势。如：

①动作或动作状态的变化：

表示状态的改变：一觉醒来／明白过来／晕过去了

表示完成，运动中的事物进入停滞状态，某种运动中止：车呢，也就这样长久地

停下来了／风总要在天黑时歇息下来／从此小沙抓长住下来了／文件是他暗自压下来了／

他又停下手

②动作或动作状态的发展趋势：

向上的发展趋势：好起Jb-．．／振作起来／坚强起来／把产量抓上去厂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原有动作或状态得以持续不变的趋势：她悠着长声接了上去／活下来了／一直拖延

了下来／这种情况绝不能继续下去／自己还得活下去／咬着牙干下去

向下的变化趋势：天色暗下来惭渐地平静下来／情绪冷却下来／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了／已经衰落下去了／麦苗渐渐枯萎下去／红光淡下去了

C、虚化结果

“虚化结果”是指补语单纯地表示动作的开始、完成，或动作的方式(多含假设义)，

即表示“动作或动作状态的时间、方式标记”。如：

①动作的时间标记：

表示动作、状态的开始：这话从何谈赳吹起了小喇叭

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周围的人“哄”地笑开了／抽了袋烟，就干开了／指桑骂槐地骂

开了

表示动作的完成：喜欢Jeff．集了／轻轻咬起了嘴唇／干起治沙封沙的匀当

表示完成：说上一阵／来上一两首／向左指上两指／患上了孤独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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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完成：横下了一条心／他沉下黻下宏誓大愿／有人把我告下了
②动作的方式标记(一般表假设)：

叫起来顺口／眯起眼睛打量着我／说起他确实和我们不一样／看来人不能太富哟／看

上去己过不惑之年

这三类结果补语的意义实在程度由高到低，其中只有C类“虚化结果义打补语

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这说明R所表示结果意义的实在程度影响着它们能否

扩展为“V得／不R’’结构。

A类“相对实在结果义”表示的是动作对客体的致使结果，结果义较实在，都能

转换为“V得／不R，，结构。如：“窗帘拉不上／密码想不起来了／想不开／吃不上一个梨／

学不上来"等。

B类“半实半虚结果义”虽意义不如A类实在，有一定程度的虚化，但虚化不彻

底，仍有一定实在的意义，也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如： “明白得过来／车停不

下来／振作不起来／产量抓得上去／干不下去’’等；

C类“虚化结果义’’已完全虚化，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

如：“术谈得起他／：lc骂得开／木说不上一会／水沉得下脸／,ntt得起来顺口"等，都不能成

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趋向动词补语和虚化动词补语的结果语义的虚化程度

来说明“VR'’扩展为“V得／不R，’的可能性，但能不能扩展，除结果虚化程度这一限制

之外，还要看述语与补语的语义组合是否与人们的认识习惯、语感相冲突。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趋向动词和部分虚化动词作补语时，补语所表示的

语义是“动作的状态或结果的改变、致使动作主体或客体发生一些变化”，这类补语都

有较实在的结果义，可以转换为“V得／不R，’结构；而补语所表示的语义是“单纯地表

示动作的完成、动作的开始"，即“动作或动作状态的时间标记"，这类补语已没有

多少实在的结果义，是虚化的结果义，不可以转换。此外，并非所有表实在结果义的

“VR，’都能转换为“V得／不R，’结构，这还要综合考查述语和补语，当补语所表示的语

义是述语的必然性结果(即动作的实施必然会带来某种结果)时，如：“呈现出、发

回”等，依然不可以转换。

通常补语的结果义是否实在和补语的虚化程度并没有严格对应的关系。有时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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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补语也可以理解为述语动词的实在结果义，一是因为补语是否表示实在的结果

义，不仅与补语语义有关，也与述语动词有关，要综合起来看。如：“定下来、安顿

下来"的“下来"；二是因为每个动词义的引申和虚化都有自己的系统，都是与其本

来意义的作比较的，所以有的词与其本来意义相比已经虚化了，但若抛开比较，它本

身所表示的意义也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它依然不妨碍进入‘‘V得／不R，’结

构，如：“关住、撑住"的“住’’、“看到、听到”的“到”等。有时补语的引申义

也能理解为虚化的结果义，如：“无从说起、开起了玩笑"的“起"、“哭开、说开”

的“开”等。

第四，一些“VR，’即使可以扩展成“V得／不R，’，但已不表可能，只表状态。

当R为动词时，‘‘V得／不R，’结构一般都表示可能，没有歧义，但当R为形容词

时，“V得／不R，’结构既表可能也表状态，如：“洗得干净”

a)这件白衬衫洗得干净洗不干净?

b)这件白衬衫洗得干净，一点油渍都没有。

a)句中“洗得干净“表可能，b)句中“洗得干净”表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形容词作补语的“VR，’扩展为“V得／不R，’结构后，只表示状态，如：

V成熟：由于酝酿不成熟而没有写的诗／人过四十以后，生命已变得成熟，心境

也淡了，

V充分：邓亚萍赛前对何智丽的研究不如对手对她研究得充分

V复杂：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不要把事情搞得复杂／怎么会长大一

切就变得复杂了呢?

V紧凑：五官长得紧凑／节目安排得紧凑

V精确：优质表现在产品必须标准化，尺寸、形状或式样必须做得精确。

V入迷：里面的人看得入迷，久久不愿离去／她听得入迷，我讲得入迷，一连

说了几昼夜。

V痛快：玩得痛快／她要在节日里亲手做一顿丰盛晚餐，让家人吃得痛快／干气象，

与蓝天大地打交道，为千家万户作贡献，心情舒畅活得痛快

V巧：来得巧

这可能与这类形容词的特点有关。这类形容词有的是非积极义的，如：“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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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形容词状态义很浓，如： “充分、紧凑、精确、痛快"等，有的暗含时间特征，

如：“入迷、巧”，这些往往是对已经发生的状态的形容。这些形容词都与“V得／不

R’’结构的语义不相容：“V得／不R'’结构的R是V的预期目标，R通常由积极义的词

充当；“V得／不R，’结构表可能，当R为状态义很浓的形容词时，结果的描述义就很

强烈，结果的能性义就凸显不出来；“V得／不R，’结构一般用于将来时，是对还未出现

的结果的预测。所以由这些形容词充当补语的“VR，’扩展后只表状态，不能转换为能

性‘‘V得／不R，’结构。

第五，由于音节上的原因，下面的这些补语虽也满足了积极义的条件，但依然不

能扩展成“V得／不R，’结构。

“遍”类补语：参观遍、尝遍，吃遍、逛遍、试遍、搜遍、玩遍、住遍

“定”类补语：打定、讲定、看定、买定、下定、住定、走定

1．2从句法层面来考察

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可以扩展为“V得／不R，’结构。这是因为“把一字句

的语法意义与“V得／不R，’结构的语法意义有着想通之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 “把"字句的“激发主体作用”的能动性特征与‘‘v得／不R，’结构的“有意

致使或发生”特征异曲同工，即述语动词一般都是自主动词。

朱景松(2001)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在于激发主体的作用，以达到某种结果，

或表现主体的某种作用导致了出现某种结果。如：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这本书交给他。

以上两例都表示激发主体的能动作用实施某动作，以出现某种结果，达到特定目

的，具有一定的意愿性、能动性。所以这就要求“把’’字句中的述语V是有意致使

的自主动词或希望发生的非自主动词，R是符合主体预期的结果。

第二， “把”字句的“成就"义与“V得／不R”结构的“凸显结果"义异曲同

工。

王政红(1994)认为“把"字句具有[成就]义，所L～n[成就】义是指动词处置了它

的对象后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或状态。如：

他在解释迟到的原因。一 他把迟到的原因解释(了)。一他把迟到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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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解释清楚了。

小李在做这个项目一 小李把这个项目做(了)一小李把这个项目做
好了。

以上两例中的“解释、做”后面没有补语，不能变成“把”字句，但后面加补语

之后，则可顺利变成“把”字句。可以看出，“把”字句中动作要对动作对象产生处

置作用，造成一定的结果，这就表明了“把’’字句对VR结构的结果义的强调，因此，

结果意义实在的VR结构可以进入“把"字句，结果意义虚化的VR结构不能进入

“把"字句。

所以， “把"字句对VR结构的V与R的要求，也大体相同于“V得／不R'’结构

对V与R的要求，因此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也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

如：

赶走 把他赶走 他赶得走

拔掉 把牙拔掉 牙拔得掉

摆平 把事情摆平． 事情摆得平

考虑清楚 把事情考虑清楚 事情考虑得清楚

关上 把门关上 门关得上

拉开 把距离拉开 距离拉得开

想起来 把密码想起来 密码想得起来

这些例子中的VR结构，V都是自主动词， R有一般动词和形容词，也有结果

义实在的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但它们都表示施行V的有意性和结果的目的性。所

以，它们都可以扩展为“V得／不R，’结构。所以“平静下来”指心情的时候，可以说“把

心情平静下来"，也可以说“心情平静得下来"；但当指外界环境时，不可以说“把

环境平静下来"，也不可以说“环境平静得／不下来”。

但是，不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也不一定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下面

我们将不能进入“把’’字句的“VR’’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

a)不能进入“把”字句也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VR”结构。如：

吹起 把小喇叭吹起 吹得／不起小喇叭

笑开 把她笑开 笑得／不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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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起来 把这名字叫起来顺口 叫得／不起来这名字

飘来 把饭菜的香味飘来 饭菜的香味飘得／来

凝住 把血凝住 血凝得／不住

前三例的“吹起、笑开、叫起来"的R结果义虚化，都不具有【成就】义，都不能

进入“把”字句，也都不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后两例的“飘来、凝住"的R

虽具有【成就】义，但V是非自主动词，也不能进入“把"字句，也不能扩展为“V得／

不R，’结构。

b)不能进入“把"字句却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VR"结构。如：

醒过来 把病人醒过来 病人醒得／不过来

够着 把水瓶够着 水瓶够得／不着

好起来 把生活好起来 生活好得／不起来

活下去 把穷人活下去 穷人活得／不下去

遇到 把他遇到 遇得／不到他

上述各例中的“VR"结构，V都是非自主动词，虽然R都具有【成就】义，却都

不能进入“把"字句，也能进入“V得／不R"结构，这主要是因为“把”字句要求V【自

主】、【及物】，能进入“把’’字句的“VR”，能进行处置的“VR"，当然包含着主观愿

望。不能进入“把"字句的“VR”也可以表示按一定趋势发生变化。变化有符合愿

望的，有与人的愿望相反的。符合愿望的变化，可以构成“V得／不R"。

总结起来，由于“把”字句与“V得／不R’’结构在【有意性】、【成就]义上有着较

多的相似性，并且它们的语义强度存在一定的差别——“把"字句的V的自主性强

于“V得／不R"结构，所以这一语义上的异同也造就了动词V进入“把"字句和‘‘V

得／不R，’结构的不对等情况：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可以扩展为“V得／不R"

结构；不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若R表示[-成就】义，则不能扩展为“V得／

不R"结构，若R表示【成就】义，V是非自主动词则部分能扩展为“V得／不R"结构。

第二节 “V得／不R"结构转换为“VR"结构

2．1“V得／不R"结构可以转换为“VR"结构的

当补语为形容词或一般动词时，都可以转化为“VR，’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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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不清一看清 看得／不透——看透 吃得／不惯——吃惯(了)

望得／不见厂一望见 听得／不懂——听懂 玩得／不转一玩转
当补语为趋向动词和虚化动词时，大部分都可以转换为‘‘VR，’结构。

分得／不开——分开 跟得／不上——跟上 拿得／不出——拿出

记得／不住一己住 借得／不着——借着 洗得／不掉一洗掉
2．2“V得／不R’’结构不可以转换为“VR”结构的

词汇化形式的“V得／不R"都不能转换为VR结构。

词汇化形式是指，当带表现可能性的“得、不”的结构没有相应的不带“得、不”

的结构的时候，带“得、不"的结构可以看成是单词。例如，只有“合得来、合不来"、

“谈得来、谈不来"，没有“合来、谈来"。因此“合得来、合不来、谈得来、谈不

来“分别是单词。16有的既有肯定形式也有否定形式，如： “来得及、来不及；信得

过、信不过”，有的只有肯定形式(过得去、算得上)，有的只有否定形式(看不过、

了不起)，有的只有肯定形式(过得去)。在词汇化形式的“V得／不R，’结构中，R为趋

向动词的居多，也有少数虚化动词。如：

信得／不过看得／不过过得／不去吃得／不开磨得／不开

犯得／不上、犯得／不着说得／不上、算得／不上、称得／不上

谈得／不来、说得／不来、合得／不来、做得／不来玩得／不来吃得／．．T-来

了不起看得／不起、瞧得／不起对得／不起买得／不起、输得／不起、经得／不起

说得／不过去讲得／不过去看得／不过去

靠得／不住、对得／不住、忍得／不住

来得／不及想得／不到

而像“想不到’’、“忍不住’’既可表示可能义，也可表示熟语义。如：

(4)想不到他竟然这么做!

(5)你考虑得真周到，若是我，我可想不到这些。

(6)可怜的老画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忍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的手任报纸飘了

到脚边。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忧新。

(7)随行的将士又饿又疲劳，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心思越想越气，好好的长安

16缪锦安．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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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辛哭。

例(4)中的“想不到”是熟语形式，表示出乎意料的；例(5)中的是能性述补

结构，它与“想得到”相对应，是“想到"的扩展式；例(6)中的“忍不住"是熟

语形式，意思是不能自已、情难自控的；例(7)中的是能性述补结构，它是“忍住"

的扩展式，表示“不能忍住"。

我们认为，这些词正处于由表能性义向熟语形式过渡的阶段，表能性义的起初大

都是一个可和可分的结构，而随着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述语、得／不、补语三者之

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样便凝固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也会带

来意义的变化，结构变得更加整体化，那么意义也变得更加概括化、抽象化，不能从

其组合中简单地推知，具有了熟语性的意义。

所有的词汇化形式都不能转换，因为它们在结构上是一个整体，已具有凝固性，

意义上已具有熟语性，不能拆分或转换。

第三节转换原因及规律

VR结构扩展为“V得／不R"结构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音节方面的原因以外，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而这些都主要受“VR"与“V得／不R”二者结构本身的语义特

征、内在要求决定的。这体现为两大制约因素。

3．1述语与补语的语义关系的差别决定了二者转换的大方向

3．1．1述语与补语的语义关系及对成分的限制

在“VR"结构中，R是V多样性结果，既有符合主体预期希望的结果、也偏离

预期目标的结果，可以说“VR"结构表达的是一个事件，是客观世界中具有丰富性、

多变性的事件，所以“VR"结构对V与R的包容性较大：V既有自主动词也有非自

主动词，既有积极义的词，也有非积极义的词；R既有积极义的词，也有消极义的词。

在“V得／不R"结构中，R是V的预期目标，可以说“V得／不R"结构表达的

是寄予了主观愿望的对事件进行的猜测，相对“VR”结构而言，“V得／不R’’结构的

包容性较小：R一般由积极义的词充当，当然也有少数非积极义的词充当，但它们都

必须满足是述语动词、说话者的预期目标。V一般倾向于由人们有意发出的自主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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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希望发生的非自主动词充当，关键是可能中包含人的愿望。

3．1．2述语与补语的语义关系对转换的限制

因为“VR，’结构的包容性比“V得／不R”结构大，所以一般“V得／不R’’结构除

了词汇化形式都不能转换以外，其余的都可以转换为“VR”结构。而“VR"结构转

变为“V得／不R"却有一些限制：

(1)在“VR”结构中，当R是V的预期目标时，一般都可以转换。如：

看清楚——看得／不清楚 轮到——轮得／不到 把握住一一巴握得／不住

(2)当“VR’’结构中的R不是V的预期目标时，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a)一般情况下，当“VR，’结构中的R不是V的预期目标时，“VR’’结构不能转换

为“V得／不R，’结构。如：

裁长(了)——·裁得／不长 搞糊涂(了)——+搞得／不糊涂 打青(了)——幸

扣褥|不专

b)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在否定句和反问句的语境下，一些由消极义充当的

V或R的“VR”结构也可以有“V得／不R”形式。因为反问旬和否定旬具有否定的

功能，否定了VR结构的消极结果义，也就获得了积极的结果义，因此，可以扩展为

“V得／不R"结构。这类情况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坚贞品质或常规结果实现的必然

性。如：

冲垮——冲不垮／冲得跨吗? 淹没——淹不没／淹得没吗? 吹倒——吹不倒／

吹得倒吗?

3．2构式语义的差别决定了进一步细化的转换

3．2．1“V得／不R"构式对结果义的凸显及其对转换的影响

“V得／不R”结构对结果义的凸显，要求R须是有实在结果意义的谓词，而不

能由虚化的结果义谓词充当。因为虚化的结果义无所谓结果而言，更无所谓的预期目

标而言，所以“VR"结构中R为表虚化结果义的趋向动词时，不可以转换为“V得／

不R"结构。如：

“没有追上、赶上时代的潮流”中的“上’’表示实现了目标，达到了目的，有实

在的结果义，可以扩展为“追得上、赶得上"。

“说上一阵、来上两首"中的“上’’表示完成，相当于动词的时间标记，无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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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义，所以“说上、来上”不能转换为“V得／不R”结构。

“吹起了喇叭、打起了呼噜"中的“起”表示动作的开始，也是动作的时间标记，

无实在结果义，“吹起、打起”也不能转换。

3．2．2“V得／不R"结构的能性义对转换的影响

“v得／不R"结构表示的“实现预期致使的变化的可能性”这一能性义，要求R

须是V的实施起来有点难度或不确定的结果，而不能是V的必然性结果。如：

联系起——幸联系得／不起 呈现出——·呈现得／不出 发回——·发得／不

回

这主要是因为，“V得／不R”结构中R是V的预期目标，R寄予了人们的殷切希

望和些许担心，而这些担心正源于R实现起来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所以“V得／不R"

结构的R应该是动作多样性结果中的一种结果，或者是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的结果。

这是人们对能性述补结构“对预期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的估测"的潜在要求。

由于“V得／不R"是由“VR"扩展来的，所以“V得／不R"(除了词汇化“V

得／不R")都能转换为“VR"结构。但由“VR"扩展为“V得／不R”的情况还是比

较复杂的，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V或R是由非消极义的动词或形容词充当的，可以扩展；而由非消极义

的动词或形容词充当的，则不能扩展。这是由二者的内部语义关系、构式义的差别决

定，这是一个扩展的大方向。

第二，R是V的偶发性积极结果，较容易扩展；而R是V的必然结果，实现起

来很容易，则不能扩展，这是由二者的内部语义关系决定的。

第三，R的结果意义实在的VR，可以扩展；而结果意义虚化的则不能扩展。这

是由“V得／不R，’构式对R的凸显作用决定的。

我们还可以从句法上验证二者的转换规律：能进入“把’’字句的VR结构都可以

转换为“V得／不R"结构。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结语

结 语

由于“VR’’结构和“V得／不R”结构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引发了我们对这两个

结构的形式、语义的探索。本文在大量分析语言用例的基础上，运用语言的象似性原

则、认知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对这两个结构的准入条件、结构语义进行比较，并探求

二者的转换规律。

总体来说，“V得／不R"的V和R的准入条件要严于“VR"结构：二者的V都

应是联合式或偏正式动词，此外还应具有[动作性强】、【一结果】的语义特征，“V得／不

R"还要求V须具有【-消极义】；二者的R都应具有[性质】、[变化】的语义特征， “V

得／不R”还要求R须具有[-消极义】。

这一构成成分的准入限制，是由二者的内部语义、构式语义差别决定的。二者的

“动作——多变性结果”与“动作——预期结果”、“动作——一般性结果"与

“动作——偶发性结果”的内部语义关系差别；“VR"的“致使(伴随)变化"与“V

得／不R”的“实现预期的致使(伴随)变化的可能性"的构式义的差别不仅影响着V

和R的选择和意义变化，还影响着“VR’’和“V得／不R’’的转换机制：“VR’’中V

或R是消极义的不能扩展为“V得／不R"；R是必然的结果或虚化的结果都不能扩展

为“V得／不R"。

65



参考文献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Adele E．Goldberg．Construction：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眦．吴海波译．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2．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一言语研究导ee[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北京语言学院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社．1992．

4．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5．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嗍．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 范 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7． 方 立．逻辑语义学【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8．杰弗里彳q奇．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9．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0．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李临定．现代汉语动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8．

13．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话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6．

14．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5．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16．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开明书店．1952．

17．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8．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19．孟琮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缪锦安．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1．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参考文献

22．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3．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24．宋玉柱．语法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5．太田辰夫冲国语历史文法[M】．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6．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7．王砚农．汉语动词——结果补语搭配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28．王 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9．王自强．现代汉语虚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0．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1．张旺熹．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

3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3．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4．郑怀德，孟庆海．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5．

36．周 红．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7．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8．朱德熙．朱德熙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9．朱景松．汉语研究论稿[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40．朱景松．语法理论研究[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41．朱景松．语义学要点【M】．硕士研究生课程讲义(未刊)．

论文类：

1．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中国语文．1988(6)．

2．崔希亮．‘‘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

3．范继淹．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J】．中国语文．1963(2)．

4． 范 晓．略论v_R【A】．语法研究和探索(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 范 晓．‘‘v上”及其构成的句式[J】．营口师专学报．1991(1)．

67



参考文献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6． 范 晓．关于动补格句式的句义重心[J】．中国语文通讯．1984(4)．

7． 高增霞．*-Y青g式“V得A'’的条件限制叨．山东师大学报．1999．(1)．

8．郭志良．可能补语“了”的使用范围【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1)．

9．郭锐，叶向阳．致使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致使表达[J】．第一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

圆桌会议论文．2001．

10．柯理思．北方官话里表示可能的动词词尾“了”[J】．中国语文．1995(4)．

1 1．柯理思．从普通话里跟得有关的几个格式去探讨方言类型学[J】．语言研究．2001(2)．

12．力 量．‘‘v得⋯‘V不得”结构中“得”的语义和词性之考察[J】．徐州师范学院学

报．1990(3)．

13．李锦姬．两种可能式的语用分析[J】．南京：南京师大学报．1996(3)．

14．李浚平．试析带“得”动补结构多义现象【J】．昆明师专学报．1984(3)．

15．李晓琪．关于能性补语式中的语素“得”阴．语文研究．1985(4)．

16．李宗江．“V得(不得)”与“V得了(不了)”川冲国语文．1994(5)．

17．李临定．动补格句式[J】冲国语文．1980(2)．

18．李临定．究竟哪个“补”哪个—“动补格”关系再议[J】-汉语学习．1984(2)．
19．李小荣．对述结式带宾语的功能考察[J】-汉语学习．1994(5)．

20．蔺 璜．八十年代以来动结式研究综述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 998(2)．

21．林焘．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题【J】．北京大学

学报．1 957(2)．

22．刘丹青．“唯补词”初探[J】．汉语学习．1994(3)．

23．刘月华．可能补语用法的研究【J】．中国语文．1980(4)．

24．陆俭明．“V来了”试析[J】．中国语文．1989(3)．

25．陆俭明．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02(1)．

26．陆俭明．说量度形容词【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3)．

27．陆俭明．《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序[A】．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

语补语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28．吕叔湘．疑问肯定与否定【J】．中国语文．1985(4)．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参考文献

29．e,*xN．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A】．吕叔湘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0．

30．马希文．与动结式动词有关的某些句式【J】．中国语文．1987(6)．

31．马真，陆俭明．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二)(三)[J】．汉语学习．1997(1)(4)(6)．

32．梅立崇．也谈补语的表述对象问题四．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2)．

33．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J】．语言研究．1981．(1)．

34．梅笑寒．可能补语“动”的语义分析【J】．汉语学习．1996．(4)．

35．穆力．两种带“得”的动补结构比较[J】．汉语学习．1981(2)．

36．聂志平．有关“得”字句的几个问题【A】．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C】．1992(7)．

37．任鹰．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分析[J】冲国语文．2001(4)．

38．杉村博文．V得C、能V C、能V得C[J】．汉语学习．1982(6)．

39．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音变化对语法发展

的影响[J】．语言研究2002(1)．

40．宋文辉．再论现代汉语动结式的句法核心[J】．现代外语(季刊)．2004(2)．

41．宋文辉．动结式在几个句式中的分布【J]．语文研究．2004(3)

42．王红旗．动趋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J】．语言研究．1999(1)．

43．王红旗．动结式述补结构在把字句和重动句中的分布【J】．语文研究．2001(1)．

44．王红旗．动结式述补结构语义是什么【J】．汉语学习．1996(1)．

45．王俊毅．形容词带“得”字补语的考察【J】．延安大学学报．1996(2)．

46．王政红．‘‘把”字句的情状类型及其语法特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47．魏立湘．可能补语与结果补语[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4)．

48．汪国胜．可能式得字句的句法不对称现象【J】．语言研究．1998(1)．

49．吴福祥．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了”的产生【J】冲国语文．1998(6)．

50．吴福祥．能性述补结构琐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5)．

51．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J】中国语文．2002(1)．

52．肖贤彬．动补结构的“语义差”标准例说冲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53．熊仲儒，刘丽萍．汉语动结式的核心【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4)．

54．熊仲儒．时制、时体与完成式【J】．外国语言文学．2005(4)．



参考文献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55．邢福义．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

56．薛红．后项虚化的动补格[J】．汉语学习．1985(4)。

57．严辰松．构式语法论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7)．

58．杨德峰．“动+趋+了”和“动+了+趋”补议【J】．中国语文．2001(4)．

59．杨德峰．用于将来的“动+了+趋”初探【J】．语言研究．2002(4)．

60．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A】．语法论集(三)[C】．北京：中华书局．1959．

61．岳俊发．“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J】．语言研究．1984(2)．

62．袁毓林．述结式的结构和意义的不平衡性【J】．现代中国语研究．2000．

63．袁毓林．述结式配价的控制——-还原分析[J】．中国语文．2001(5)．

64．詹人凤．动结式短语的表述问题【J】冲国语文．1989(2)．

65．张伯江．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J】冲国语文．1991(3)．

66．张全生，王宇轩．述结式的致使语义范畴[J】．汉语学报．2008(2)．

67．张黎．“有意”和“无意’’L汉语镜像表达中的意合范畴【J】．世界汉语教学．2008(12)．

68．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J]冲国语文．1998(6)．

69．张国宪．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J】．中国语文．1995(3)．

70．朱景松．补语意义的引中和虚4E[J]．安徽师大学报．1 987(4)．

71．朱强．谈双音节动词作补语[J】．郑州大学学报．1983(1)．

70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1．试论粘合式述补结构的正反问类型，《安徽文学》，2009年第10期。

2．参与编写《现代汉语反义词词典》(朱景松主编)，语文出版社，撰稿8万余字，

近期出版。

71



致谢 “VR”与“v得／不R”结构比较

致 谢

随着这篇论文的完成，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也将结束。论文的顺利完成、三年充实

愉快的生活，都离不开老师同学们的关怀与帮助。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帮助、关心、支

持过我的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朱景松教授。有幸跟随朱老师学习现代汉语语法，先生渊

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宽厚真诚的人格魅力让我终身受益。

本文从选题、资料的搜集

到具体的写作、定稿，无一不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每次修改稿上先生认真细

致的笔迹都让我感叹老师治学的严谨，每次困顿时先生给予的指导总会让我顿感醍醐

灌顶。三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给予我的关心鼓励都将让我铭记在心。在此，我谨

向朱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我还要感谢汪平老师、王建军老师、李明老师、高永奇老师等等，他们渊博的知

识拓宽了我的视野，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谢谢各位老师的教导和培养!

另外，我衷心感谢我的同门、室友和身边的同学，在这三年的生活中，他们不断

给予我关心和帮助。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启迪。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