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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考察的“把+o+Ⅵt+L”构式。指的是与处所范畴相关，动词短语后带处所宾语的“把啤句式。o是

‘‘把”后的宾语．VR是动介式结构或动趋式结构．L是语K．Y-表处所的处所宾语。从认知语法的角度来看，“把+

o“，R+L”构式的信息安排完全符合由旧到新的信息格局。体现了路径囤式；该构式在实际使用中绝大部分都具

有明显的主观性。该构式的构式叉为“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的着落点”，而根据结构中主语的心理预期。这

一基本构式义又可以分为“自主位移”和“非自主位移”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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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的“把+O+VR+L”构式．指的是与处所范畴①

相关，动词短语后带处所宾语的“把”字句式。0是“把”后的

宾语．VR是动介式结构或动趋式结构，L是语义上表处所

的处所宾语。下列结构都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1)把儿子送往美国(ilk送往美国里)

(2)把她摔倒在地(摔倒在地上)

(3)把关怀的目光投向他身边的旅客

(4)把他们按坐在凳子上(·按坐在凳子)

(5)把“祖国”藏在心中(·藏在心)

(6)把自己的血汗洒在祖国的航海事业上(·洒在祖

国的航海事业)

在文章正式展开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构式中的“处

所宾语”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在这一结构中，充当处

所宾语的L有的是典型的处所词．如(1)中的“美国”．这类

处所词的后面不能再跟方位词；有的是表普通事物的名词。

同时又兼表处所，它们凭借自身的语义获取了处所角色的

地位，如(2)句中的“地”是兼表处所的名词，其后的方位词

可有可无；也有的本身不表达处所义．但是受VR(如“投

向”)的影响．在该结构中临时具有了处所义．如(3)中的“他

身边的旅客”。口还有一些主要是处所化后的名词(短语)。它

们常常要加上“上、里”等方位词后才能表处所。通过处所化

以后表达处所义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主要有以下两类：一

类表达的是具体的物理空间．如(4)句中的“凳子”．在不加

方位词的情况下．只能指称具体的事物概念．方位词的加入

使其空间概念义得以突显；还有一类表达的不是具体的物

理空间．而是物理空间的抽象表现形式．即通过隐喻化的形

式来表达虚指的心理空间或社会空问，如(5)(6)中的“心

中”、“祖国的航海事业上”。以第(6)句为例，“祖国的航海事

业”作为一种领域．属于社会空间范畴。似乎与处所并无关

联。但是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结构本身赋予了其处所宾语

“祖国的航海事业”以“处所”义。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隐喻用

法所在的构式中．如果其动词后的R由“在”或者“到”来充

当。隐喻用法的处所词后通常要加上方位词“上”、“中”、

“里”等才能成立。而方位词的使用起到了突显空间维度的

作用。

为了掌握更多类型的“把—)+VR+L”构式，为了对该构

式的特征进行整体把握和全面总结．从而避免语料的局限

性和结论的片面性．本文所用的语料不再局限于我们【-】8】之

前仅在(王朔文集)中考察到的构式．而是增加了更多新的

语料。我们主要通过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

代汉语语料库中的“把+0峰VR+L”构式进行检索．在兼顾南

北方作家数量的前提下．选取了15∞条相关语料(不包含

语料库中检索到的王朔的语料)。

本文将在前贤对该构式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语法的

角度对“把+0峄VR+L”构武进行整体的认知分析。

一、“把+o+VR+L”构式的路径圈式

认知语法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认知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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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处所范畴”既包括具体的物理空闱．也包括隐喻化的抽象的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等。
⑦之所以认为。他身边的旅客”在此句中具有了处所叉．表方向．是因为谊句可以变换成“把关怀的目光投向他身边的旅客

这边”。可以时比一下“他把饭盒蛤了他身边的旅客”。此句中“他身边的旅客”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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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反映到语言结构上，语言结构和概念结构及客观世界

具有某种程度的象似性。口按照人们的一般认知心理，在一

个线性符号的序列中。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往往最容易引

起人们的洼意。“把+oⅣR+1．”构式的线性安排符合语言学

领域内的组织信息的原则，即新旧信息前后顺序的安排。这

同时也说明了句法结构对客观世界具有临摹性。这与L在

该构式中表达的是动作的结果有关系。VR与L构成了动

宾结构．动宾结构即体现了动作在先、结果在后的顺序，即

VR—L。而“把”后宾语O又往往是有定的，即作为话题出现

的，自然也是旧信息。故该构式的信息安排完全符合由旧到

新的信息格局。

通常认为“把”后宾语是话题，是旧信息。“把”的作用在

于将旧信息放到动词前．把句末位置让给带有新信息的词

项。“】人们对“把”字句的理解就是“把某个东西怎么样了”．

似乎“怎么样了”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新信息。如“把书扔了”．

对“书”的处置结果是“扔了”。这类“把”字句的结果作为关

注点被突显。

但是在“把“)+VR+r构式中，“把书放在桌子上”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把书怎么样了”。虽然从句子的信息流来看，

该构式的新信息是“放在桌子上”．但由于该构式体现了一

个位移轨迹，也就是说，“书”原本是不在“桌子上”的．由于

动作“放”的实施．使“书”有了一个新的着落点。位移轨迹一

定是从源点到终点或某个方向，只不过有的源点是省略的。

这也是为何“他把花浇在院子里”一类句子不能成立的原

因：“花”没有受到动作“浇”的影响而有一个新位置．“花”原

本就在。院子里”。这类病句出现错误的根源是它们运用了

这一构式的形式．却因为缺少位移轨迹而没有体现出这一

构式的意义，造成了形式与意义的矛盾。

自从Talmy把“图形一背景”理论运用到语言研究上．认

知语言学家就把图形一背景分离原则看成是语言组织信息

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b叩aImy认为：“图形”是一个移动的

或概念上可移动的实体。它的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认为是一

个变量，相关的问题就是这个变量的具体的值：“背景”是一

个参照实体．它有一个相对于参照框架静止的场景．焦点的

位置、路径和方向可以通过这个参照框架来描述。刚

“把书放在桌子上”表达的是“书”由原来的位置转移到

了现在的位置“桌子上”，整个构式在语义的理解上．体现的

是一个完整的位移过程，而不是在强调现在的处所“桌子

上”。因此，“把”后的宾语“书”作为位移主体应该被视为图

形(Figure)．它的位移过程也显示了它的位移轨迹．而VR

后的处所L作为相对静止的场景．更适合于看作背景

(ground)。这一解释不仅适用于动介式结构．也适用于动趋

式结构。如：

《7)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奎。

<8)他把痛苦埋在心底。

<9)大伙把小李托出水面。

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是人瞄基于对外部客观事

物及其关系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结构化模式。意象图

式正是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结构。它是联

系感觉与理性的一道桥梁。旷我们可以用意象图式中的路

径图式来说明“把+O+VR+L”构式(以“把书放在桌子上”为

例)的语义表达：

四$—三◆书-—l’◆冈I兰生l

二、“把+o+vR+L”构式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主观性”fsubi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

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

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

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3悟言中

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是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的，只不过程度

大小不同罢了。如：

(10)^他杀了自己的父亲。

b．他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c．他竟然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a句是动宾句，主观性不明显，客观叙述的意味更浓．b

句用“把”字将宾语“自己的父亲”提前，表达了说话人对这

件事情的不满；c句用副词“竟然”加深了育者的不满情绪。

由此可见．三句的主观性逐渐增强。

在语言主观性的分析过程中．“言者主语”(speaker

BUbiect)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与“句子主语”(sentence

subject)相对的。在很多情况下。。句子主语”都能出现在句

子的表层结构．而“言者主语”常常隐含在句子之中，属于高

层次的概念。如：

(11)漫山遍野的松树．依旧把树枝直挺挺地伸向天

空，像一个个光明磊落的铮铮铁汉。

该句的“句子主语”是“松树”，其深层还隐含一个。言者

主语”。整个句子承载的信息是说话者对该事件的主观认

识．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的个人判断和评价。该句的主语

“松树”只是说话人选掸的陈述的对象。所以．该句体现了语

言主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即“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

主观化是为了体现主观性而形成的相应的结构形式。

按照Langaeker的观点．主观化的程度高低跟语言编

码形式的多少成反比：主观化程度越高．观察对象越是脱离

舞台，在语句中登台呈现的语言形式就越少。ⅢL些表示位

移起点和位移方向的L，由于受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在

该构式的句法结构的强烈压制下．常常也由动词前移到了

VR的后面，这使得符合“把+0+vR+L，t线性排列的句子越

来越多。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信息流从旧到新的倾向。如：

(12)王立强一把捏住我的胳膊．把我提出了李秀英的

怀抱．扔在了地上。(从李秀英的怀抱里提出来)

(13)身在北京的汪锋听到这反映，并没有喜形于色．

而是把深邃的目光投向窗外．久久地沉思。(把深邃的目光

向窗外投去)

(14)日本兵指挥官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他让翻译官告诉壬香火．要立刻把他们带离这里。(把他们

从这里带走)

以上表示起点或方向的句子中．动词后的R通常由

。出、向、下、离”等充当．L紧跟在VR后。这类使用。一方面

使许多表示位移方向或位移起点的处所紧跟在动词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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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使得动词与处所的关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由于高

频使用．也造成了不少双音节动词因长期组合而形成的逐

渐同化，如“贴近”、“带离”、“投向”等等。这也是语言主观化

的表现之一。

当然，在“把+O+VR+L．t构式出现的语境中．并不是所

有的该构式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一个句子中，如果只有

。句子主语”．则客观性强，如(15)句；如果在“句子主语”之

外，还隐舍_r一个高层次的“言者主语”，则主观性更强，如

(16)句。

(15)唐生明把徐来、张索贞暂安顿在东安老家．自己

一人先去重庆。

(16)她破口骂人．把这几天的无名火全发泄到唐纳身

上．完全丧失了理智。

以上所分析的“把+0+VR+L”构式的主观性．主要是从

“言者主语”的角度来谈的。从“句子主语”的角度来看。该构

式中绝大部分句子都是正面突显了结构中主语的主观意

愿．满足了结构中主语的心理预期。但也有少量构式反映的

是客观事件和主观认识相违背．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不符合

结构中主语的心理预期，但叉缺乏反预期标记。如：

(17)赵老连忙摆手。一面摆手一面笑．笑得把法国酒

呛到喉咙里。

(18)张学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中的他把床头的闹钟碰掉到地上。

这类与主观想法相背的结构没有形式上的标记．我们

对它们的理解完全建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完形心

理的基础之上。

三、“把+()+ⅥHL”构式的构式义
齐沪扬在分析状态。在”字句时，认为这类“在”字句是

表示静态位置的一种甸式．其中的动词都是非移动性的．如

“他在黑板上写字”。9怛是一旦我们对状态“在”字句用“把”

字句进行句式的变换，整个句式表达的语义就会立刻改变。

如：

(19)他在黑板上写字叫电把字写在黑板上。
(20)他在院子里种花叫也把花种在院子里。
由相同成分构成的不同语法格式必然具有不同的语

法意义或者功能．没有两个不同语序的功能是完全等值的

【”l。更何况对于“把+0斗VR+L”这样一类典型的有标记结构。

介词“把”的加入．造成丁左右两边构式义的截然不同。这符

合构式语法的理论。构式语法认为一个构式就是一个独立

的完形结构。上举两例中的左句表示动作“写字”发生的处

所是“黑板上”，动作“种花”发生的处所是“院子里”：右句表

达的是由于“他”对“字”的处置．使得“字”以“写”的方式移

动到“黑板上”；由于“他”对“花”的处置．使得“花”以“种”的

方式移动到“院子里”。而且由于构式义的影响．导致左右两

句相同动词的语义也发生了改变：左边两句中的“写”和

“种”不具有“位移”义，而右边两句中的“写”和“种”受构式

义的影响．riCH,l-具有了“位移”义。

①“蛄构赋义”见石就智《语法的形式和理据》[10】弟71—73,页。

1．构式义

通常来说．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把词汇意义整合进句

式意义的结果。当说话人出于表达语用意义的需要而选挣

了某一构式．就要基本上严格地按照这一构式的形式要求

来使用构式。由几个语符0、V、R、L和介词“把”搭配绢合的

构式“把+0+VR+L”的使用．就体现了该构式由实到虚的演

变过程。这种由实到虚的引申机制是语言中人类经验的认

知现实的系统性反映。该构式的语义核心表达的是“有意识

地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并有新的着落点”．并且有一个明

显的位移轨迹。这一构式义概括了该构式中的绝大部分成

员，是该构式的基本构式义。也就是说．该构式的绝大多数

动词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

根据典型范畴理论．任何一种句法语义范畴都存在着

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的D(别。根据上文对该构式主观性的

分析，也有少部分不符合结构中主语心理预期的构式，其表

达的语义为“无意识地促成了位移主体的位移．导致位移主

体产生新的着落点”。虽然这一“位移”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位

移轨迹，但“新的着落点”却是结构主语不愿意看到的。如：

(21)下车时，人们争先恐后，竟然把数学家给挤踩到

车身子底下，他再一次摔昏过去。

(22)腿不大方便的骡子须费很大的事。才能够迈步前

进．而牧师左摇右晃．手足失措．便把头碰在坚硬的地方。

虽然该构式的少部分成员体现了“非自主位移”构式

语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非自主”语义的动词才能表

达“非自主位移”的构式语义。构式的整体语义表达往往是

多个构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动词的确具有明显的“非自

主”的语义特征，如“忘(在家里)”、“翻(到路边)”、“掉(到水

里)”等，用在构式中，有助于构式“非自主位移”语义的表

达。但也有些动词，孤立地肴，并不具备“非自主”的语义特

征．如“洒”：

(23)他把水洒在花上(了)。

(24)他把水洒在床单上了。

单靠动词“洒”无法判断各自的构式义。我们对二者构

式义的把握是从整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来推断的，这来源予

我们的认知经验和完形心理。这也体现了“结构赋义’qJ白勺原

则。

另外，在表达“无意识行为”造成的“非自主位移”时．旬

尾通常要用体标记“了”煞尾，如(24)句。这个“了”与表示结

果的动宾结构共现，体现了事件的“偶发”、“无意”。如果没

有任何时体标记．脱离语境来看这两个孤立句子：

(25)把水洒在花上。

(26)把水洒在床单七。

以上两句前面没有结构主语．后面没有体标记．自然

构成了祈使句。析使句的语用功能要求听话人去执行说话

人发出的指令，这就使得“把水洒在床单上”一句中的动作

“洒”变成了“有意为之”的行为。

综}：所述，我们可以将“把“hVR+L’’构式的构式义概

括为：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着落点。在此基础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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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根据结构中主语的心理预期，将上述构式义分为两

种：I．有意识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的着落点；II．无意

识造成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的着落点。在“把+0峄VR+L”

构式中，绝大多数情况呈现的是I类构式义，只有少数呈现

Ⅱ类构式。如果我们用S表示“把+oⅣR+Lt’构式的构式义。

就可以用下图来概括：
／—一、、、

／／ l、、

S

2构件与构式义的互动

第一．动词词义与构式义的互动。上文已经提到，“把+

O+VR+L”构式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具有“自主位移”的

特点．一是具有“非自主位移”的特点。不管是哪一种，“位

移”都是该构式一个很重要的语义内容。因此．我们据此可

以将进入该构式的动词分成三类：

A类：进入该构式的动词首先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典型

“位移”特征的动词，如“送、扔、放、拉、推、接、调、引进、召

回、抛、带”等。这些具有典型“位移”特征的动词应该算是该

构式中的原型动词．它们与L结合后．能更好地体现位移轨

迹。而构式义的产生，其实也是基于典型的事件模型和动词

的原型性用法而被提炼出来的。如：

(27)厄运把他抛到一个没有光明的世界。

(28)七天后，李宗仁又把她接到了西总布胡同。

B类：有些动词本身并不具有“位移”的特征．但跟R结

合后就有了“位移”性了．如“装(迸)、背(回)、抱(到)、叫

(到)、请(上)、摄(进)”等：

(29)等鬼子走远后．明德英和丈夫把庄新民背回了

家。这个时候．庄新民已昏死过去。

(30)他久久地凝眸于她．像要把她的身影和灵魂一起

摄进他漆黑的瞳仁中。

C类：还有些动词，即使与R结合，仍然不具有。位移”

性。只是进入到构式以后。在构式义的整体作用下，使得

VR临时具有了。位移”性。这类VR多是动介结构，如“留

在、集中在、记在、停在、讲在、托管在、安排在、冷落到”等：

(31)在文龙从革命与宴践学院“深造”完毕后，蒋介石

不仅没有提升他。反而把他冷落到台湾动力公司．充作法律

顾问。

(32)我把丑话讲在前头。

依据这三类动词“位移’，性的强弱．可以图式为：

位移性：强 弱

动词：A类———————书类——————_c类
以上三类动词。位移性”的强弱可以很好地说明动词

与构式之间的互动性。在表示典受的。位移”事件时，。把+

O+VR+L”构式优先选择具有典型。位移”特征的A类动词

进入构式。这时．动词义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当这类构式在

频繁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结构意义之后，它与具

有非典型“位移”特征的B类动词以及不具备“位移”特征的

C类动词的结合使用，就造成了构式压制现象的出现，即该

构式的构式义迫使进入其中的“非位移”谓语动词具有了

。位移”性。

第二．处所词词义与构式义的互动。由于该构式表达

的是“使位移主体自主或非自主地位移到一个新的着落

点”．并且L作为必有处所元被突显，在该构式使用频度和

语法化的双重作用下．L由最初表达具体的物理空问义引

申为表达抽象的社会空间义或心理空间义。如“把精力放在

学习上”、“把对他的爱埋在心底”两句中。通过方位词“上”、

“底”来突出、强调“学习”和“心”的空间属性。也正是因为方

位词的使用，才使抽象的空问处所化更强。另外，一些原本

不表达处所概念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因为整个构式义的影

响和意义投射．一旦进入到该构式．就临时具有了“处所”

义。如：

(33)现实已把他们推向行动不能由自己作主的地位。

(34)果真如此，文学叉把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境地。

以上两句中的“行动不能由自己作主的地位”和“可怕

的境地”在构式义的压制下临时具有了“处所”义。

四、结语

上文主要从饱+0斗VR+L”构式的路径图式、“把+0+
VR+L”构式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以及“把十oⅣR+L”构式的构

式义这三方面对该构式进行了认知分析。沈家煊认为自下

而上的研究应该同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句子

的合格性做出充分的解释。m甓们相信。在汉语的句式研究

中．将传统研究与认知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

对汉语句式的认识。但是，如何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效结合。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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