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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X+)P+Y+一般(+Z)”作为一个框式结构1)，表示比较

或比拟。其中，“一般”为固定项，对其整体意义起决定性作用；P为准固

定项，一般由介词来充当；X为目的物，Y为参照物，Z为与目的物相关

的特征，这三者为该框式结构的变项。根据X和Y的性质，该结构有时表

示比较，有时表示比拟。例如：

(1) 这些顺口溜，如同李有才板话一般质朴、生动，却又比李有才板话

更有气魄和豪迈。2)

(2) 他脸上的表情和池水一般平静,只有不停抖动的双腿显露出他期待

1) 本文将“(X+)P+Y+一般(+Z)”作为一个框式结构来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句法
分析方法，尝试将一个框式结构视为一个句子成分，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句
子，而且还可以为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2) 本文语料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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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撞沉”强硬对手的渴望。

对于“(X+)P+Y+一般(+Z)”结构，迄今尚未有人涉及。而对于“一般”的

研究，也是少之又少。比如，祖生利(2003)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汉语

“一般”与元代直译体文献中“一般”的不同点；田中谦二(1961)和竹越孝

(2011)在谈元代直译体文献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时简单提及了“一般”表示比

较或比拟的用法。

与此相比，“一样”也具有“相同、相似”的意思，在语用上也表示比较

或比拟。与“一般”相比，其由于带有口语色彩，且使用范围较广，所以

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如李成才(1991)、肖奚强、郑巧斐(2006)、李崇兴、

丁勇(2008)，等等。这些研究虽然都是有关“一样”及其相关句式的问题，

但对于我们的研究都很有启发。

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语义、语法和语用的角度去剖

析其构成成分，进而考察“(X+)P+Y+一般(+Z)”表示比较和比拟的情

况。

二.“(X+)P+Y+一般(+Z)”结构的性质

一般情况下，“(X+)P+Y+一般(+Z)”结构表示比较或比拟，而这一结

构由目的物X和参照物Y，表示比较或比拟的词P3)和具有类似特征的“一

般”，以及表示比较点或相似点的Z构成。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些构成成

分的性质和语法特征。

2.1. “一般”的性质

词典对“一般”的解释为：①数量词：一种；②形容词：普通、通常；

③形容词：一样、同样(《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可见，三者的意义和

用法各不相同。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以“一般1”、“一般2”、“一般3”来加

以区分。其中，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一般3”。

如上所述，“一般3”具有“一样”、“同样”之义，在句子中经常与一些介

词构成框式结构，充当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例如：

3) P有时为介词，如“和”“跟”等；有时为判断动词“是”。下文将具体讨论。



“(X+)P+Y+一般(+Z)” 结构辨析 859

(3) 平板式液晶电视机、显像,靠那纵横交错,如同织布机上经纬线一般

的电极。

(4) 可眼看着战东昌烈士坟前没块像样的碑，朱国明心里跟油煎一般。

(5) 文言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几乎与四言诗、古典散文一般

悠久。

(6) 发令枪一响，欧文斯便冲在前，动作轻得简直像飞一般。

例(3)中，“一般”与“如同”构成“如同……一般”结构，充当定语，修饰其

后的“电极”；例(4)中，“一般”与“跟”构成“跟……一般”结构，充当谓

语；例(5)中，“一般”与“与”构成“与……一般”结构，充当状语，修饰其

后的“大小”；例(6)中，“一般”与“像”构成“像……一般”结构，充当补

语。然而，我们发现，有些“(X+)P+Y+一般(+Z)”结构，“一般”有时还

可以拿掉，而不影响句意。例如：

(7) a. 夜里我们挨得很近。他非常沉稳地搂着我的肩膀，就像搂着他的

女儿一般。

   b. 夜里我们挨得很近。他非常沉稳地搂着我的肩膀，就像搂着他

的女儿。

此时，“一般”的意义比较虚，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我们认为，这是

因为其前面的“像”同样具有“一样”“同样”之义，使得“一般”显得羡余，

进而使“一般”的意义虚化。当然，也有一些“(X+)P+Y+一般(+Z)”结

构，其中的“一般”不能省略。例如：

(8) a. 这个希望太大太大了，简直和梦想一般。

   ?b. 这个希望太大太大了，简直和梦想

由此，我们认为，“(X+)P+Y+一般(+Z)”结构中，“一般”有时为形容

词，即“一般3”，不可省略；有时其意义虚化，可看作助词，标为“一

般4”，可以省略。至于“一般”何时为“一般3”，何时为“一般4”，取决于与

之搭配的P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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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的性质

经语料统计发现，P主要由“像”、“如”、“与/和/跟”、“似”、“若”、

“好比”等充当，但有时可以缺省。详见下表1：

表 1. P的统计分析4)

像 如 与/和/跟 似 仿佛 是 若 好比 缺省 合计

频  次 2642 1859 405 217 255 403 22 19 2468 8290

百分比 31.87 22.42 4.89 2.62 3.07 4.86 0.27 0.22 29.77 100

由上表1可见，“像”和“如”的出现频率最高，分别占31.87%和22.42%；

其余所占比率较少，而缺省现象较多，占29.77%。之所以出现这样分配

不均匀现象，主要有两种因素：

第一，其所附有的意义起关键作用。比如，介词“像”表示在形象上相

同或有某些共同点；介词“如”也具有“像，相似，同什么一样”的意思，

而介词“似”“若”与“如”也有类似的意思，只是其使用频率远远低于

“像”、“如”；介词“与、和、跟”表示引进比较或比拟的对象5)。分别举例

如下：

(9) a. 在《农民》中，巴尔扎克形容尼雪龙老爹像铁一般坚硬，像黄

金一样纯净。

b. 长廊、门厅、复道、阶梯相连，千门百户，真如古希腊神话中

的迷宫一般。

c. 外面传九爷在五龙山寨修宅院，与皇帝紫禁城一般式样，此事

可有？

d. 玉米，顶穗及上部一律被冰雹打光，高粱全部倒地；谷子就似

被碾过一般。

e. 有信的日子仿佛节日一般，不管是客信还是球迷来信。

f. 他坐在椅子里捧着头，就觉得头里是火烧一般；他站起来踱了

几步，却又是一步一个寒噤，背脊上冷水直浇。

g. 强壮的胳膊，穿梭于朦胧的蒸气之中，使人恍若置身于“土耳其

4) 此处统计排除“一般1”和“一般2”的相关用例。

5)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12)、《古代汉语词典》(2010)、《古代汉语虚词词典》(2010)以及汉典网(www.zdic.net)。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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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一般。

h. 对于说明管理时间的书籍，几乎完全是这类形式，好比砂子一

般，毫无味道，都是由这缺点引起的。

i. 他不甘心，又来到了北京，可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北京

他也屡屡碰壁。

第二，与P的语法化程度有关。出现在P位置的几个词语的语法化程度是

很不相同的。李剑锋(2000)认为，“和、与、同”的语法化程度最高，不能

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没有实际意义。“跟”的语法化程度次之，多数情况

下已经虚化为介词，但有时还可用为动词。陆俭明(1982)认为，“跟”有两

个，一个是表比较的“跟1”，是介词，语法化程度高；一个是表比喻的“跟

2”，是动词，语法化程度低。“像”、“如”、“似”、“仿佛”、“若”、“好

比”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6)，有比较实在的意义，可以单独充当谓语。

那么，下面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些P的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与“一般”之间的

关系。即，“一般”何时为“一般3”，何时为“一般4”。

前面谈到，“一般3”作为形容词不可以省略，而“一般4”作为助词可以省

略。那么，下面我们就以“一般”能否省略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P缺省的情况。所谓“缺省”，就是在可有可无之间选择

“无”的选项。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缺省项，我们可以对其予以补充。

“(X+)P+Y+一般(+Z)”结构也是如此。例如：

(10) a. 金枝腿骨断了一般酸痛，不敢站起。

b. 金枝腿骨[像]断了一般酸痛，不敢站起。

?c. 金枝腿骨[像]断了[  ]酸痛，不敢站起。

(11) a. 晚间烧饭，金枝过于疲乏了！腿子痛得折断一般。

b. 晚间烧饭，金枝过于疲乏了！腿子痛得[像]折断一般。

?c. 晚间烧饭，金枝过于疲乏了！腿子痛得[像]折断[   ]。

由此可见，对于“(X+)P+Y+一般(+Z)”结构中P缺省的例句，对其予以

补充P，句子仍然成立，但此时省略了“一般”，句子就显得不自足。

其次，我们来看P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

经语料统计分析发现，P为“好比”时“一般”都可以省略。例如：

6) 这些词之间的语法化程度孰高孰低，下文再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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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这类玩艺对写诗有个屁用，他倒夜夜狂读不已，好比吸毒上瘾

一般。

b. 这类玩艺对写诗有个屁用，他倒夜夜狂读不已，好比吸毒上瘾

[   ]。

P为其他如“像”、“如”、“似”、“仿佛”、“若”时，“一般”有时可以省略，

有时则不能省略。例如：

(13) a. 为了适应水上滑行并有利于起落，水上飞机的机身像快艇一

般。

b. 为了适应水上滑行并有利于起落，水上飞机的机身像快艇[   ]。

(14) a. 刘正春仿佛被电击一般，双眼直直地盯着面前一把苍老的古

琴，脸上的神情快速变化着。

?b. 刘正春仿佛被电击[   ]，双眼直直地盯着面前一把苍老的古

琴，脸上的神情快速变化着。

经语料统计分析发现，P由“像”、“如”、“似”、“仿佛”、“若”充当的

“(X+)P+Y+一般(+Z)”结构，当Z不出现时“一般”可以省略，而当Z出现

时“一般”则不能省略。当然，由于“像”、“如”、“似”、“仿佛”、“若”等

词的语法化程度不同7)，“一般”省略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来看P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语法化程度相对较高

的有“和”、“与”、“同”、“跟”，此时“(X+)P+Y+一般(+Z)”结构的语义

重点在“一般”上，故“一般”不能省略。例如：

(15) a. 这时大家胸中境界也和(与/同)天空一般的高旷，什么洪武皇

帝、康熙皇帝这类概念，一概都付之汪洋了！

*b.这时大家胸中境界也和(与/同)天空[   ]的高旷，什么洪武皇

帝、康熙皇帝这类概念，一概都付之汪洋了！

综上所述，“一般”能否省略与P的语法化程度有关，即P的语法化程度越

7) 至于这些词的语法化程度之间的差异，我们另文探讨。此处，我们只是大致分为语法化程度最低的情况(如“好比”)、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如“像”、“如”、“似”、“仿佛”、“若”)以及语法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如“和”“与”“同”“跟”)，以此来说明P的语法化程度与“一般”之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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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般”越可以省略；P的语法化程度越高，“一般”则越不能省略。这

是因为，P的语法化程度越低，表明其有比较实在的意义，使得整个

“(X+)P+Y+一般(+Z)”结构的语义重点倾向于P；P的语法化程度越高，

表明其所具有的语法意义越强，使得整个“(X+)P+Y+一般(+Z)”结构的

语义重点倾向于“一般”。

2.3. X与Y的关系

上文提到，“(X+)P+Y+一般(+Z)”结构有时表示比较，有时表示比

拟。为行文方便，先将其分为两类：“X+ P+Y+一般”和“X+ P+Y+一

般+Z”。其中，“X+ P+Y+一般”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表示比较的A式和表

示比拟的B式。同样，“X+P+Y+一般+Z”相应地区分为A′式和B′式。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这四种句式中X和Y的关系。请看例句：

(16) a. 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远看如小山一般。(A

式)

b. 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远看如小山一般威

武。(A' 式)

(17) a. 母亲和老虎一般。(B式)

b. 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B' 式)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表示比较的A式和A' 式，还是表示比拟的B式和B'
式，其中，X为目的物，Y为参照物，Z为与目的物相关的特征。目的物

是人们所要感知的直接对象，参照物是人们借以确定目的物有关特征的相

关事物。因此，人们在将X和Y加以比较或比拟时，应该是目的物X在

先，然后才能确定相关的参照物Y及其特征Z。那么，X和Y能否换位

呢？试比较：

(18) a. 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远看如小山一般。(A式)

→ 小山远看如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一般。

b. 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远看如小山一般威

武。(A' 式)

→ 小山远看如由大量原生状石头堆砌而成的两座墓葬一般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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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母亲和老虎一般。(B式)

→？老虎和母亲一般。

b. 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B' 式)

→？老虎和母亲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

由此可见，“(X+)P+Y+一般(+Z)”结构只有表示比较时，其中的X和Y才

可以换位，而表比拟时则不然。X和Y换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X和

Y具有同类性；(2)X和Y在某一点上具有可比性；(3)这个比较点所反映的

特性是X和Y所共有的。这是X和Y可以换位的最基本条件。

上例(18)a中，“小山”“墓葬”都由石头组成，所以属于同一范畴，而且

远看“小山”和“墓葬”的样子极其相似，具有可比性，所以换位之后，句

子仍然成立。例(18)b也如此。然而，如上例(19)所示，当“(X+)P+Y+一

般(+Z)”结构表示比拟时，其中的X和Y不可以换位，因为比拟句中最重

要的一项基本因素就是X和Y不同类，这与X与Y可以互换条件中的“X和

Y同类”相悖，所以比拟句中是否存在相似点Z，X和Y都不能换位。

2.4. Z的性质与隐现

“(X+)P+Y+一般(+Z)”结构中X、Y表示相比较的两种事物或性状，Z

是比较点或相似点，其一般由谓词性成分充当。例如：

(20) 列车的窗口放飞我的视线，稻麦、树草刷刷像风一般展翅，飞越

四季斑斓的大地，水辞别故园的高地投向低处的热土。

(21) 他们看到哪家企业创出名牌，他们就会像蝗虫一般飞扑而去，假

冒、仿制。

(22) 据目击者说,最大的冰雹尺寸犹如乒乓球一般大小。

例(20)的“展翅”是动词，表示“稻麦、树草”源源不断地映入我的视线中；

例(21)中的“飞扑而来”是动词词组，表示假冒、仿制名牌的工厂很关注某

个企业创出的名牌，迫不及待地要仿制出赝品的行为；例(22)中的“大小”

是形容词，表示“冰雹”很大。

“(X+)P+Y+一般(+Z)”结构，无论是表示比较还是比拟，“一般”后面Z

的隐现都不那么自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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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个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呆子一般。

(24) a. 高等动物如人体一般由四大组织构成。

?b. 高等动物体如人体一般。

这两个例子是表示比较的情况。例(23)虽然没有Z，但由于“呆子”的特征

义单一，人们头脑中的意义已经确定化，只要把人比作“呆子”，就马上

能想到那个人“笨、傻”的特征，因此，就算没有上下文、不补出Z，人们

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句子。但例(24)的情况就不一样。如果脱离语境，省略

了Z——“有四大组织构成”，就很难理解“高等动物”和“人体”在哪一方面

一样，因为此时X和Y各有很多特征，如果没有Z加以限制，人们就无法

准确地理解这个句子。

再看看表示虚比的情况。例如：

(25) 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般。

(26) a. 我的脸像一团牦牛粪一般黑。

?b. 我的脸像一团牦牛粪一般。

例(25)中的“西北风刮在脸上”和“刀割”虽然其特性不同，但刀割“疼、难

受”的特性较为单一，表述中省略了Z，句子也成立。但例(26)的情况则不

同，例(26)中的“牦牛粪”有“黑”、“臭”、“脏”等特征，把“脸”与之相

比，是为了形容“脸”的“黑”还是“臭”还是“脏”，不得而知。也就是说，

如果脱离了语境，作为始发句省略了“黑”，就不会明白发话人想说的脸

和牦牛粪在哪方面一样，因为X、Y有很多特征，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

限定，信息传递就不顺畅，句子就难以接受。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所在的语境能体现比较的差别，Z的隐现就比较

自由；如果没有适当的语境，Z的隐现则取决于Y的特征义及X和Y之间

的相似度。也就是说，如果特征义单一，Z可以不出现；如果特征义不单

一，那就要求有语境，否则Z就必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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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X+)P+Y+一般(+Z)” 结构的语用分析

上文提到，“(X+)P+Y+一般(+Z)”结构有时表示比较，有A式和A'式
两种情况；有时表示比拟，有B式和B' 式两种情况。下面具体分析。

3.1. 表示比较的A式和A' 式

如前所述，A式和A' 式表示比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X和Y具有类

同性；(2)X和Y在某一点上具有可比性，该比较点所反映的是X和Y共有

的。例如：

(27) a. 张国荣的蜡像与真人一般。

b. 张国荣的蜡像与真人一般大小。

例(27)a中X“张国荣的蜡像”虽然没有生命，但可以象征张国荣其人，因

此与Y“真人”具有类同性；例(27)b中加上了表示比较点的谓词性成分“大

小”。

X和Y具有类同性，Z不出现，句子依然成立；而加以比较的X和Y不具

有类同性，且不出现Z，句子就不能成立，即使Z出现，也很难成立。例

如：

(28)' *a.张国荣的蜡像跟花一般

?b. 张国荣的蜡像跟花一般(大)

因此，A'式中Z所表示的只能是Y的外在特性，而不能是内在特性。比

如，“张国荣的蜡像跟真人一般大小/帅气/好看”成立，而“张国荣的蜡像

跟真人一般善良/心软/狠毒”就不能成立。

3.2. 表示比拟的B式和B'式

B式和B'式表示比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X和Y不具有类同性；

(2)X和Y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也是构成比喻的实质。由于X和Y不

具有类同性，而且在比拟点上所反映的特性有所差异，因此其重音落在Y

上，语义上带有明显的比喻和夸张意味；如果重音落在“一般”上，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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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为比较，语义上则不能成立。例如：

(29) a. 高耸的山峰好像孤岛一般

b. 高耸的山峰好像孤岛一般( ，矗立在云海上面。)

这类用例的B'式，即添加比拟的相似点Z，语用意义上是“把Y作为一种衡

量的标准来比拟、衬托X”。“(X+)P+Y+一般(+Z)”结构表示比拟时，有

的单用B式站不住，只有B' 式才可以成立。例如：

(30) a. 你写稿跟人家太太打麻将一般( ，是个消遣)，何必跟伊们近身

巷战？(B' 式)

?b. 你写稿跟人家太太打麻将一般，何必跟伊们近身巷战？(B式)

我们认为，这跟其结构式是比喻还是比拟有关，B式可以成立的是比喻，

其本体和喻体之间较容易建立联想意义，如“姑娘从前和天使一般”，因

而认同度较大；B式不能成立的往往是比拟，而不是比喻，作为本体的X

和比拟体的Y之间是临时搭配，因而其联想意义不容易建立，如上例(3

0)，认同度较小，需要出现其相似点。

四. 余论

在元代文献中，还有一些缺省介词以“……的一般”的形式表示委婉的

现象(田中谦二1961)。例如：

(31) 江南来的官员客旅军人。并诸色人每。就江南百姓人家的女孩

儿。并无男儿底妇人根脚底。做媳妇来将来。却行瞒昧。卖与诸

人为躯。不便当的一般。(典章十八、户部、躯口不娶良人)

(32) 这般小心常常怕的一般呵。便似在深水薄冰上行。则怕有失错的

一般有着。(孝经直解、诸侯章第三)

田中谦二(1961)认为，此类用法是受蒙古语的影响。8)元代直译体文献中

8) 根据太田辰夫(1954)，这一用法符合“汉儿言语”的特征。所谓“汉儿言语”指受到蒙古、契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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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用于句末，表示说话者对某种情况的委婉肯定。“一般”对译于

蒙古语比较后置词metü。(祖生利2003)

上面这些例子中的“一般”均相当于汉语前置的表示推量语气的副词

“似”、“似乎……”。试比较:

(33) 如故意偷钱物来的贼一般刺字呵，重了的一般。(元典章 · 刑部卷11)

(34) 若与偷盗钱物一体刺断，似涉太重。(同上)

例(33)直译体的“重了的一般”，在例(34)规范的汉语表述中被译为“似涉

太重”。直译体文献中“一般”的这种表示推量、商榷语气的用法，并不是

元代汉语所固有的，而是直译蒙古语比较后置词metü的结果。中古蒙古

语里，后置词metü用于名词、代词、形容词或形动词等静词性成分后表

示比较或比拟；用于形动词后还可以表示对某种情况的推量、不确定。

(祖生利2003)

五. 结语

“(X+)P+Y+一般(+Z)”框式结构中X和Y分别表示目的物和参照物，在

一定条件下X和Y可以换位；P通常由介词或动词充当，但其使用的频率

并不相同；“一般”则是个兼类词，可以是数量词、形容词、助词，在不

同的句子中所表现的词性不一样，“一般”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也不同；Z

表示的是相似点或比较点，能够充当Z的是一些谓词性成分，Z的隐现取

决于Y的特征义及X和Y之间的相似度。

“(X+)P+Y+一般(+Z)”框式结构在语用上表示比较或比拟。要构成比

较就要满足以下条件：(1)X和Y具有类同性；(2)X和Y在某一点上具有可

比性；(3)该比较点所反映的是X和Y共有的。要构成比拟，则要满足以下

条件：(1)X和Y不具有类同性；(2)X和Y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也是

构成比喻的实质。表示委婉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大都是在元代

直译体文献中可以找到。

    

女真、朝鲜等北方诸民族语言的影响，掺有阿尔泰诸语SOV语序因素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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