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法的象似性:庭所肤器和庭所蜜器

崔健*

1. 引 E

"受事"寰器是蜜语中最典型的案器，道恐怕是击言的普温现象之→.但是正如

Hopper和Thompson (1 980)所在，及物性同题并不是"有 银(Yes-No)"的阔

题，而是程度罔题.意即"受事"蜜语并赤案甜的尊手1)，其他需表成分也可以而且

也超常无任轰击 ~t叠"奔受事"成分无任寰嚣的现象被稍作及物性上升(transi→

tivity raising). 但是"赤受事"成分无任蜜语并赤氟序自由. 根撩Keenan和

Comrie (1977)的NP Accessibility Hierarchy，名词性成分无任寰嚣的可能性

大致远循如下)顺序.

受事>舆格·受益者·庭所>工具·方法>聊合

值得注意的是赤受事"成分上升篇宣言苦之後， 1盏管仍然保持原来的意恙，但是

被眠予受事的色彩， 2日被视属受勤作影誓的封象.吉普言肇家阔心的是原来的表莲

形式和上升篇寅舌之後二者在言奇袭上的差臭. Haiman ( 1983)指出，麦道形式

上的差真是反映概念(击表)桔情差臭的"象似性(Iconicity) "指棵. 去注形式不

同突黯(salient)"的侧面不同. Givón (1 979)售程指出，蛊撂|哪一撞去注形

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泱于在器人的主酿憨度.如在(lb)和 (2b)宴，在插入韶属勤

词和寰器之用也存在及物性阔i系.

(1) a. She went into the house. 

b. She entered the house. 

(2) a. She swam across the channel. 

b. She swam the channel. 

(1 a)只表示勤作主幢向house移勤， (1b)则主量表示"居住"表. (2a)只麦示勤作主

惶在channel游泳， (2b) ~IJ遣带有"征服"表.就是前，在(la)和 (2a) 中hous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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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只表示庭所，而在(1b)和(2b)中不懂懂表示庭所，而且被视篇因勤作的

影辈辈而费生某幢樊化的事物或封象，并且遣f困蟹化被"突黯

现代i莫哥裹，庭所成分既可以和介前桔合无任升犬器或提前寰亩，也可以占擦勤

词或勤袖桔椿後豆豆的位置无任寰击.阔于虚所i犬吉普相应所寰器在古粪上和器法上

的匾剧，现行的语法教材和研究丈献均有输边.但是我{r，竟得银揄是健i莫言哥本身

遣是徙封外i莫吉普敦擎的角度来看，有些罔题向需注一步探前.本文援徙"象似性"

原理人手，言才揄现代i莫击中舆庭所A犬器和庭所宣言否相阔的主运粗句式在语表. ~击法

方面的差舆.必要跨列出辑圄器的相愿在法，目的在于提供旁器.

2. "徙+鹿所嗣+勤祠"和"勤司+虚所言司"

现代i莫击中，~所言司既可以跟"徒"字桔合椿成庭所1犬霄，也可以芭接位于勤前

言冒器之後充任庭所王军嚣.例如:

(3) a. 他徙山洞爬出来了.

b. 他爬出了山洞.

(4) a. 他徙山上跑了下来.

b. 他胞下了山.

就勤作主惶雕周原来所在的位置而言， (3)和 (4)的各例可需"同哉但是就"突

黯"的侧面来就存在较大的差具山洞"和"山"在(3a)和 (4a)中懂表示移勤的源、

黠，而在(3b)和 (4b) 中 ~IJ不懂懂表示源黠，而且被幌篇有法界的事物，整{固句子

表示勤作主程越边界银，完全雕国原来所在的空回.憧管(3b)和 (4b)也有移勤的

源黠，但是被淡化了.二者的匾另Ij可圄示如下.

(a) 
) 'b ( 

川川队…叫"

雨徨形式语恙上的匾另Ij在器法屠面上也有不同的反映.

(i)疑罔形式不同.前一徨形式既可以用"徙+~所代词十勤词+的"来提罔，也

可以用"徙十庭所祠+勤胡+喝/设有"来提固.後一幢形式只有一徨疑回形式，部

用"勤祠+~所言可十喝h呈有"来提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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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他徙l哪咒爬出来的?

b. 他徙山洞爬出来了喝/在有?

(他徙山洞爬了出来.)

(6) 他爬出山洞了喝/在有?

(他爬出了山洞.)

535 

(ii) 否定形式和否定焦黠不同.前一檀形式既可以用"不"来否定，也可以用"不

是"来否定.後一撞形式则不能用"不是"来否定.

(7) a. 他不徙山洞爬出来.

b. 他不是促山洞爬出来的.

(8) a. 他不爬出山洞-

b. *他不是爬出山洞.

雨徨形式均可以用"不"来否定，但是否定的焦黠不同.前一徨形式否定的焦黠是

庭所，後一徨形式否定整锢勤案桔椿.

(9) a. 他不愿意徙山洞爬出来.

b. 他不愿意爬出山洞.

(iii) 前一植形式的庭所祠後豆豆逼常要使用庭所化襟起一方位祠，後一幢形式 ~IJ

不能.

(1 0) a. 他徙山洞裹爬了出来.

b. ?他爬出了山洞裹.

(iv) 前一徨形式不能表示违勤，後一撞形式则可以.例如:

(11) a~ *率生{内跟着老姚慢慢的走，他操场走出，他校内走出， 1足巷口走出.

b. 肇生{r~跟着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场，走出校内，走出巷口.(老舍)

有阵雨撞形式都能用，但是人例更倾向子使用後一徨形式.

(1 2) a. 中圃足珠膝该早日他E协|衡出去.

b. 中国足球愿该早日衡出亚洲.

(1 3) a. 俄军完全徙草臣撤雕.

b. i我军完全撤离佳草臣.

(14) a. 他问已超徙黄困中徽应摆脱出来.

b. 他问已程微凰操脆贫困.

例(12-14)均合乎百法，但是吉强拥勤作的桔果峙，人{向更倾向于使用(b)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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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勤作主惶涵泊某-~所峙，也可以使用上璋的雨穰形式，但是突额的侧面

仍然有所不同.例如:

(1 5) a. 除f五刚徙校内(前面)走边.

b. 陈伍同u走温校内.

(1 6) a. 火革同U1:是大幅(上面)艘温.

b. 火事刚殴~大椅.

"校内"和"大横"在(15a)和(l6a) 中只表示程由黠，而在(l5b)和 (16b)中刷被视

属事物.因此後一程形式渥可以用来表示"征服"表.例如:

(17) a. T-哇哇仕含\14.

b. ?徙军山爬温去.

C. 爬j邑雪山.

上面前揄的雨植形式在辑圃器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徙十庭所前+勤祠"跟"庭

所言可十叶1 付/立豆(起黠格/路程格)十勤祠"封愿勤前十~所词"刷跟"Jlt所向

+告(寅恪)+勤商"封膝.例如:

(18) a. 他徙山洞爬了出来.

立主去号音叶1λ斗 71 <>11..十鲁士咛.

b. 他爬出了山洞-

Z仨号音含 71 <>1叶数叶.

(19) a. 除f五f是校内走边.

首』哇。1 苛立习吾二三豆:A1叶茶叶.

b. 除伍走边校内.

吉普哇。1 咛立苟吾音又1叶茹τ十.

3. "在+虚所前十勤嗣"和"把+1霆所自+勤司"

现代i莫击中，应所言司既可以跟"在"字桔合无任~所引犬器，也可以跟"把"字桔合

占撩勤词前盟的位置无任提前蜜语

(20) a. 他在墙上卸了钉子.

b. 他把墙前满了钉子.

(21) a. 他在大问上贴了蔷.

b. 他把大r，贴满了蕃.

1 阴于"提前寰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徙王渥先生的翻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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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例中"墙"和"大问"分别表示"缸子"和"畜 勤作所建到的庭所. 就道-黠上

来就，各例可苟同表.但是仍有重大的匾别.在(20的和(21a) 中.JJl&所祠只指部

分.而在(20b)和 (21b) 中自IJ具有赞重性置，既指庭所又指事物，而且指整髓.也

就是在，在(20a)和 (21a)中，勤作只涉及到某一部位，而在(20b)和 (21b) 中剧

涉及到整惶.二者的匾别可圄示如下:

(a) 
) 'hu ( 

l 翻 J
雨捶形式在语表上的匾别反映在下面的事寅上:

(i)疑罔形式不同.前一徨形式的庭所向可用"哪克"来提罔，後一捶形式的庭

所词可用"甚阪"来提罔.例如:

(22) a. 他在墙上街了缸子.

b. 他在哪克主T了全T子?

c. *他在甚阪主丁了钉子?

(23) a. 他把墙去T满了主I子.

b. ?他把哪克辈T满了剑子?

c. 他把什腹牵I满了主I子?

(ii) 前一槌形式的勤词前虫不能出现表示"梅括"袤的祠亩，後一幢形式剧可以.

例如:

(24) a. ?他在墙上全/都钉了幻子.

b. 他把墙全/都去I满了iT子. " 

。ii) 前一徨形式可以出现数量词，後一植形式剧不能.例如:

(25) a. 他在墙上去I了十颗幻子.

b. *他把墙主T满了十颗缸子.

(iv) 前一程形式的庭所祠後豆豆通常用庭所化襟言己一方位祠， 後一徨形式通常不

能.例如:

(26) a. 他在墙上卸了幻子.

b. ?他把墙上街满了钉子.

(v) 雨程形式的勤词後豆豆都可以用"满"字，但是出现"整倒"峙，前-:f.重形式不

能用"满"字，而後一撞形式则不受道一限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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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 他在墙上旬满了缸子.

b. ?他在整锢墙上~T满了主I子.

(28) a. 他在大r~上贴满了畜.

b. ?他在整伺大问上贴满了蔷.
(29) a. 他把墙盘T满了 ~T子.

b. 他把整锢墙幸T满了缸子.

(30) a. 他把大问贴满了畜.

b. 他把整倒大同贴满了畜.

我fm忍篇，道跟"在+庭所词"只指~所， 而"把+庭所词"策指鹿所舆封象有阔.

以上前输的是附着勤剖茵茵句，移勤勤祠言冒商句的情况也大致平行.例如:

(31) a. 他在王府井草草了事事.

b. 他把王府井碍了醇.

(32) a. ?他在整锢王府井都聘了膊.

b. 他把整f固王府井都碍了事事.

(33) a. 他在市场裹远了一逼.

b. 他把市场远了一逼.

(34) a. ?他在整伺市场裹逛了一逼.

b. 他把整倔市场远了一道.

在(31a)和 (33a) 中庭所前只表示移勤的庭所(空回背景)，在(31b)和 (33b) 中目iJ

被视篇具有整幢空罔的却象在十庭所言司"有阵也可以表示整幢空罔，但也只能

是"庭所

(35) a. 他在王府井把每锢胡同都远了一道.

b. 他在市场把每锢植叠都辑了一温.

上面前输的情况在草草固语中有不同的反映在+庭所拥十附着勤司"跟"Jll&所

剖+叶11<位格)十附着勤3司"封靡在十~所前+移勤勤词"跟"庭所向十叶l 付(庭

格)+移勤勤胡"封愿把十庭所言司十附着/移勤勤司"剧跟"Jll&所词+告(王军格)

+附着/移勤勤词"封感.

(36) a. 他在墙上街丁去T子.

zfr 咛叶1 妾含电}'3}q..

b. 他把墙辈I满了缸子.

立主?吗含电]吾'ai 01 妾会>if'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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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他在王府井挥了膊. 

.=z.:::王府井件1λf 号外叶'JJr:十.

b. 他把王府井远了近-

24云王府井含量。十叶'JJ叶.

四.秸 五
口

"=-R 

以上我问徙"象似性"原理入手封包含庭所祠的一些黄例道行了分析. 我{同看

到"赤受事"的庭所成分占 1康"受事"宣言苦的位置以後被R武子明黯的"受事"或"封

象"色彩.道穰现象正反映了人何封空罔道行切分峙的不同的截取角度.道徙辑

圄嚣的不同封愿在法也能受到一定的感渡.

圃向阳习不三少丈献早就j注主意到"在十庭脚1所斤府言祠司矿"和

指出有些‘把，字句， 其中的‘把'徙向表上来看， 住往可以换成其它的介商.

‘把'字相凿子‘在但如果换成‘在'~Ij失去了庭置意味 始日‘特殊簧吉普

如"老人把村南的一魄地橙了辈盘子"中的"把"字可以换成"在"字.但意思明黯不同.

"把"字句主要用来表示街客髓的"庭置道领疑是封的，但是"庭宣"封象并不一

定只限于事物.我{内部属，宋文所在的"特殊寅话"并领特殊之虑，跟"把玻璃打

碎了"之颊并领二致.

签Ij月辈等(1983)也以"跟勤向商舌之罔不存在勤寅阔保篇由"将"把+庭所言司"

蹄入予其他用法中.道程庭理{盏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问ZZ属不直把襟准或

倏{牛走得温死温窄受事"舆"荠受事"只是程度周题弈受事"占1康"受事"的

位置以後被服予"受事"的色彩，而且被得以突黯.

需要就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非受事"成分都能"上升"篇"受事"查亩，也不是

所有的"受事"寰吉普都有相朦的"赤受事"案琵. 如我{问只能在"徙床上跳起来"而

不能就"咱i起床又如只能就"在草原上奔弛"而不能在"*把草原奔弛"或"奔弛

草原逼些罔题所涉及的因素比较搜雄，需要多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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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Gun Choi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ocative expressions in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Haiman (1 980)'s principle of Iconicity which says that the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ons reflect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as well. 

The locative expressions in Modern Chinese consist of 'f:芷十 locative十

verb' , used as either the locative adverb or locative object directly pre

ceded by the verb. To account for the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differ 

ences, we reviewed from the point of questions, negations, locative

marking and the negative focus. Also, we compared ‘在十locative+ verb' 

construction and ‘f巴 +locative十 verb' where the object is preposed. As a 

consequence, w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even though Patient is the 

typìcal obj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 and Non-Patìent is a mat 

ter of degree, so that Non-Patìent can appear in the positìon of Patient 

by means of transitivity rms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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