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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动结式带宾语使用隔开式的“动词+宾语+补语”( VOＲ) 语序，是绍兴话区别于普通话的重要语序

特点。本文主要讨论绍兴话 VOＲ 动补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限制，并结合汉语史，考察了句法、语义限

制的成因。
关键词 浙江绍兴话 吴语 VOＲ 结构 语类限制 话题显赫 构式竞争

零 引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动结式( VＲ) ①带受事等宾语只有 VＲO 一种语序，而不能使用隔开式

动补结构 VOＲ，例如:

①a．打死他| 吃完饭| 用掉一百块钱。
b．* 打他死| * 吃饭完| * 用一百块钱掉。

吴语则广泛分布着隔开式的 VOＲ 语序，具体请参石村广( 2016、2018) 的综述。例如:

②上海: 烧伊酥煮烂它| 晒伊干晒干它。(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481)

③嘉善: 锅肉烧伊酥把这锅肉煮烂。( 傅国通 2010a: 37)

④嵊州: 缚伊牢系紧它| 张伊清爽看清楚他。( 钱曾怡 1988)

⑤宁波: 敲侬煞打死你| 压其扁压扁它。( 周志锋 2012: 285)

⑥舟山: 敲其碎敲碎它| 压其扁压扁它。( 方松熹 1993: 20)

⑦东阳: 踢渠破踢破它| 敲渠碎敲碎它。( 傅国通 2010a: 37)

⑧武义: 打佢死打死他| 讴佢醒喊醒他。( 傅国通 2010b: 167)

⑨温州: 小李不留心打一个碗破爻小李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 潘悟云 1997)

根据动结式与宾语的语序问题，吴语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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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上海话动词短语

的句法语义研究”( 2019EYY002) 的支持。初稿在首届“句法－语义界面”青年学者工作坊(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年 05 月) 和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 安徽大学 2018 年 6 月) 上报告。文章写作及修改过程中，

承蒙刘丹青、陶寰、陈振宇、石村广、唐正大、李旭平、范晓蕾、邓盾、王芳、卢笑予、杨萌萌、金春华、宋天鸿等师

友指教，一并致谢。
动趋式和能性动补结构带宾语的情况，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趋向补语不表示趋向意义而表示结果

意义或状态意义，则可看作动结式，本文一并讨论。



类型 VＲO VOＲ 方言举例

苏州型 + － 苏州、常州等

上海型 + + 上海、温州等

绍兴型 － + 绍兴

其中，苏州型跟普通话比较一致，例如苏州话只能说“敲碎俚敲碎它”而不能说“敲俚碎敲碎

它”( 石汝杰: 私人交流) 。上海话、温州话则是既可以接受 VOＲ，也可以接受 VＲO。例如:

⑩上海: 敲碎渠| 敲渠碎敲碎它。①

瑏瑡温州: 拖了 = 滞 = 两个间| 拖两个间了 = 滞 =
拖干净了两间房子。( 林依俐 2018)

绍兴型只存在 VOＲ 语序，老派绍兴柯桥话就是如此②，在吴语乃至整个汉语方言中都非

常特殊。例如:

瑏瑢敲渠碎敲碎它| 修只好修好一只| 喫三个患吃掉三个。
瑏瑣* 敲碎渠敲碎它| * 修好只修好一只| * 喫患三个吃掉三个。

王福堂( 1959) 很早就发现，绍兴话存在“打伊败打败他”这样的 VOＲ 语序。陶寰( 1996) 指

出，绍兴话人称代词充当动结式的宾语，一般放在动词和补语之间; 如果宾语为非人称代词，则

一般放在句首作话题，同时在动词、补语之间用一个照应的代词，如“只鸡好杀渠患哉那只鸡可以

杀了”。吴子慧( 2007: 212) 也指出绍兴话存在 VOＲ 结构，所举例句也限于人称代词，同时提出

两点: 第一，这种格式要求句式短，动词以及补语是单音节的，双音节有困难; 第二，用于未然语

境。石村广( 2016、2018) 根据吴子慧( 2007) ，认为包括绍兴话的 VOＲ 多用于祈使句与未然语

境，使用条件也可以概括为情态范畴的非现实( irrealis) 语境。
绍兴话的情况远比先贤所讨论的要复杂: 第一，盛益民( 2014) 已经提及，能进入 VOＲ 结

构的成分不限于人称代词，还包括量词、数量结构等。第二，吴子慧( 2007: 212) 认为动词、补
语限于单音节，实则不然，动词、补语均无音节限制，如例瑏瑤。第三，VOＲ 的宾语位置不仅可以

出现单宾语，也可以出现双宾语。第四，不同类别宾语构成的 VOＲ 结构的语义限制有不同表

现，并不能整体上简单地归结为时间范畴的未然语境或情态范畴的非现实语境。
瑏瑤房间收捉间好收拾好一间房间| 戽三件清爽洗干净三件| 收捉渠清爽收拾干净它。

本文在盛益民( 2014) 的基础上，考察绍兴柯桥话的 VOＲ 结构，语料来源于第一作者的内

省，并得到其他母语者核实。柯桥现为绍兴市的市辖区，柯桥话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

( 《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 2 版) 2012) 。本文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 1) 绍兴柯桥话 VOＲ 结构中

宾语的语类限制; ( 2) 由人称代词宾语和量词、数量结构宾语所构成的单宾、双宾 VOＲ 结构在

语义限制方面的表现; ( 3) 从功能角度解释 VOＲ 结构句法、语义限制产生的原因。部分常用

虚词采用的记音字如下: 伢 a4
我们 | 偌 no8

你 | 倷 na4
你们 | 伽 a2

他们 | 益 ie7
这 | 亨

ha5
那、存续体标记| 带 ta0

存续体标记| 咚 to0
存续体标记| 患 u4

动相补语“掉”| 弗 fe7
不| 嘚

te7
了 1 | 嗰 8

定语标记“的”| 拉 la0
连类标记| 头卯刚才| 奥卯可能| 坎板肯定| 海个谁。

壹 宾语的语类限制

1．1 单宾结构 王福堂( 1959) 、陶寰( 1996) 、吴子慧( 2007: 212) 等均只涉及到由人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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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第二作者的语感，上海话的 VOＲ 结构在使用上有较多限制，必须要有后续句。
新派受普通话影响，也可以部分地接受 VＲO 结构，但是宾语限于量词或者“数量”结构，而且只能用

于已然事件，如“吃患嘚三个吃掉了三个”。当然，更自然的说法还是 VOＲ 结构的“吃嘚三个患吃掉了三个”。



词充当宾语的 VOＲ 结构，吴语较为普遍。柯桥话的这类结构中，当代词宾语回指话题成分时，

可以是同指关系，代词限于第三人称“渠”，如例瑏瑥; 也可以是外位领属关系( external poss-
ession) ，此时代词不限，如例瑏瑦。
瑏瑥个苹果i我想喫渠i患那个苹果我想吃掉它。
瑏瑦个苹果我想喫伽 /偌患我想吃掉他们 /你的苹果。

除了人称代词，进入 VOＲ 结构的宾语语类还可以是无定量词结构、“数量( 名) ”①结构、
其他数量类成分，例如:

瑏瑧头卯杀嘚只鸡患刚才杀掉了只鸡| 苹果喫个患吃掉一个苹果| 芋艿灌脸盆满芋艿装满一脸盆。
瑏瑨啤酒开两瓶好开好了几瓶啤酒| 一顿饭喫嘚几瓶茅台酒患一顿饭吃掉了几瓶茅台酒。
瑏瑩杀嘚呆个人患杀掉了很多人| 写嘚啥星好写好了不少。

名词( 包括普通名词、专有名词) 、非数量疑问代词、定指量词结构( 参看盛益民等 2016) 、
“指量名”结构、领属结构等其他名词性成分，都不能进入 VOＲ 结构，必须将其话题化之后用

代词等回指。例如:

瑐瑠* 开啤酒好～啤酒开渠好开好啤酒| * 戽头卯买来件衣裳清爽 ～头卯买来件衣裳戽渠清爽洗干

净昨天买来的那件衣服。
瑐瑡* 医阿兴好～阿兴医渠好治好阿兴。
瑐瑢* 偌想敲海个杀? ～偌想海个敲渠杀你想打死谁?

瑐瑣#开部车患～部车开渠患开走那辆车。
瑐瑤* 喫益个( 苹果) 患～益个( 苹果) 喫渠患吃掉这个苹果。
瑐瑥* 喫偌个苹果患～偌个苹果喫渠患吃掉你的苹果。

可见，除了代词，只有表示无定的“量( 名) ”结构和“数量( 名) ”结构可以用于 VOＲ。
1．2 双宾结构 绍兴话的隔开式动补结构，可以容纳两个宾语，其中近宾语仅限于人称代

词，远宾语仅限于无定量词结构或者数量结构。例如:

瑐瑦电视机装伢只好装好一台我们的电视机。 瑐瑧喫偌三个鸭梨患吃掉你三个鸭梨。
瑐瑨人敲伽两个杀他们中的人打死几个。 瑐瑩绳拉渠些长绳子把它拉长一点 /把他的绳子拉长一点。

近宾语非人称代词，远宾语非无定量词结构或者数量结构时，均不合法:

瑑瑠* 喫嘚阿兴三个苹果患吃掉了阿兴三个苹果。 瑑瑡* 扯嘚簿子两本破撕破了两本本子。
瑑瑢* 用渠纸头患用掉他的纸。

跟单宾结构一样，当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渠”，既可以回指客体话题，也可以与该客体话

题构成外位领属关系; 如果宾语是其他人称代词，则只能与客体构成外位领属关系。下面举第

三人称单数“渠”和复数“伽”的对照例句来说明:

瑑瑣阿兴i嗰苹果j喫渠i / j些患吃掉点阿兴的苹果。
瑑瑤阿兴拉i嗰苹果j喫伽i /* j些患吃掉点阿兴他们的苹果。

隔开式动补结构可以容纳双宾语表达非给予类事件，可见并非典型的双及物结构。此类

现象之前学界基本没有涉及，汉语史文献中也未见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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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寰( 私人交流) 告知，在绍兴陶堰话中，只允许量词和“数量”结构进入 VOＲ，而很不接受无定“量

名”结构和“数量名”结构，体现出了绍兴话内部的差异性。例如: 修嘞部( * 电视机) 好修好了一台电视机。|
敲嘞渠四个( * 茶杯) 破敲破了他四只茶杯。



1．3 小结 绍兴话允许人称代词和无定量词结构等数量结构构成 VOＲ 语序，同时还允许

出现“V+O 代+O 数量+Ｒ”的双宾式。
大部分吴语的 VOＲ 都是由人称代词( 尤其是第三人称单数) 充当宾语。施俊( 私人交流)

告知，义乌佛堂方言就只允许人称代词用于 VOＲ 结构; 上海话则只允许人称代词和表示无定的

光杆量词构成 VOＲ( 如“拿只脱拿掉一只”) ，并不允许其他的名词性短语，比绍兴话更严格; 林

依俐( 2018: 23) 指出，温州话只有无定成分可以用于构成 VOＲ 结构，人称代词、光杆名词等均

不能接受。由此可见，吴语 VOＲ 结构在语类限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在限制定指和类

指的名词短语方面，也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贰 VOＲ 结构的语义限制

吴子慧( 2007: 212 ) 认为绍兴话的 VOＲ 结构只能用于未然语境; 石村广 ( 2018 ) 根据

Comrie( 1985: 39－40) 等的界定，认为只能用于非现实语境。其实，绍兴话的情况远为复杂，不

同语类宾语构成的 VOＲ 结构所能出现的环境并不相同，可以分三种情况讨论。
2．1 人称代词构成的单宾 VOＲ 结构
不能用 VOＲ 的语境。当小句的命题部分是已然事件时，基本上都不能用 VOＲ，而要用

对应的处置式或话题结构。一方面，与小句的句法地位并没有关系，不论是主句还是宾语从

句、主语从句、关系从句等从句，都是如此，例如:

瑑瑥a．* 本书老早撕我破亨哉早就撕破我那本书了。 b．本书老早捉我撕破亨哉早就把我那本书撕破了。
瑑瑦a．* 我敲嘚伽杀哉我打死了他们。 b．我捉伽敲杀哉我把他们打死了。
瑑瑧a．* 我晓得本书已经撕渠破咚哉我知道那本书已经撕破了。

b．我晓得本书已经捉渠撕破咚哉我知道已经把那本书撕破了。
瑑瑨a．* 渠头卯气到肚皮都气渠破啦他刚刚气得肚子都气破啦!

b．渠头卯气到肚皮都捉渠气破啦他刚刚气得把肚子都气破啦!

瑑瑩a．* 块匾老早搡渠破看得伢难过杀哉早就砸破了那块匾看得我们难过死了。
b．块匾老早捉渠搡□［ta0］①破看得伢难过杀哉早就把那块匾砸破了看得我们难过死了。

瑒瑠a．* 部车弄渠破嗰人弄坏了那辆车的人。 b．部车捉渠弄破嗰人把那辆车弄坏了的人。
瑒瑡a．* 偌是话道已经医伽好哉嚒，偌好归来哉嗰你如果已经医好他们了，你可以回来了。

b．伽偌是话道已经医好哉嚒，偌好归来哉嗰你如果已经医好他们了，你可以回来了。
瑒瑢a．* 阿兴喫渠光才至来嗰阿兴吃光了它才来的。 b．阿兴喫光才至来嗰阿兴吃光了才来的。

另一方面，也与疑问、否定、可能性情态、必然性情态等加在命题之上的操作无关，如果是

已然事件，也都不能使用 VOＲ，例如:

瑒瑣a．* 偌前里两本书有有搬渠光你前天有没有搬光那几本书?

b．偌前里有有捉两本书搬光你前天有没有把那几本书搬光?

瑒瑤a．* 是弗是阿兴敲偌哭嗰是不是阿兴打哭你的? b．是弗是阿兴捉偌敲哭嗰是不是阿兴把你打哭的?

瑒瑥a．* 两只碗还弗用渠好亨唻，用好再还伽还没有用完那几只碗，用完了再还他们。
b．两只碗还弗用好亨唻，用好再还伽那几只碗还没有用完，用完了再还他们。

瑒瑦a．* 梗鱼渠奥卯喫渠患咚哉他可能吃掉那条鱼了。 b．梗鱼渠奥卯捉渠喫患咚哉他可能把那条鱼吃掉了。
瑒瑧a．* 渠些下饭坎板分渠光咚哉他肯定分光那些菜了。b．渠些下饭坎板分光咚哉他那些菜肯定分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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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0］是绍兴话动补结构中表示完结的词缀，相关问题请参盛益民( 2014) 。



此外，还有两种非已然的语境也排斥使用 VOＲ 结构。一种是表达动作行为即将实现，如

例瑒瑨; 另一种是由“看”构成的提醒类祈使句，如例瑒瑩。
瑒瑨* 两株树要吹渠翻快带哉那棵树快要被吹倒了。 瑒瑩* 偌些钞票看无渠患你小心把那些钱弄丢。

许宝华、陶寰( 1999) 、盛益民( 2010) 指出，绍兴话处置式只能用于已然事件，如例瑓瑠瑓瑡; 而

排斥 VOＲ 的环境恰好是可以允准处置式的，如例瑓瑢瑓瑣，两种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显而易见。
瑓瑠阿兴捉渠敲杀哉阿兴把他打死了。 瑓瑡* 扇门捉渠开开把门打开!

瑓瑢要捉两株树吹翻快带哉快要把那几棵树吹倒了。 瑓瑣偌看些洋钿捉渠无患你小心把那些钱弄丢。
可以用 VOＲ 的语境。当小句的命题部分是未然事件( 即将实现除外) 时，基本上都可

以用 VOＲ 结构。一方面，与小句的句法地位没有关系，如例瑓瑤－瑔瑡。另一方面，也与疑问、否
定、可能性情态、必然性情态等命题之上的操作无关，如例瑔瑢－瑔瑥:

瑓瑤我只缸明朝去修渠好我明天去修好那只缸。 瑓瑥两只鸭我想吃伽患我想吃掉他们的那几只鸭子。
瑓瑦块匾去搡渠破我弗同意去砸破那块匾我不同意。 瑓瑧埭路会去修渠好嗰人会去修好那条路的人。
瑓瑨偌弗吃渠光嗰说话，覅归来你不吃完它的话，别回来。瑓瑩偌吃渠光再来你吃完它再来。
瑔瑠顶拣好弄到明朝株树斫渠患最好弄到明天砍掉那棵树。
瑔瑡阿兴是话道去敲渠碎嚒，我就拨渠十块洋钿阿兴如果敲碎它的话，我就给他十块钱。
瑔瑢本书是是我去掼渠患是不是我去扔掉那本书? 瑔瑣本书弗可扯伢破别撕破我们那本书!

瑔瑤渠奥卯本书想一日孤注看渠光他可能想一天之内看完那本书。
瑔瑥偌放心好哉，只电视机我坎板会修渠好嗰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会修好那台电视机的。

意愿性算子所带的补足语都是未实现的，表达意愿性的命题一定要用 VOＲ，不受小句地

位、各种语义的限制。例如:

瑔瑦我要去吃渠患我想去吃掉它。 瑔瑧件衣裳偌覅弄渠湗那件衣服你不要弄脏它。
瑔瑨偌块肉要要烧渠熟你想不想把这块肉烧熟?

瑔瑩只水桶蛮蛮好嗰摆亨，渠日日相似要去踢渠翻那只水桶放在那儿挺好的，他天天要踢翻它。
广义的祈使句包括命令、建议、提醒、劝阻、禁止等多种不同的语义，都是 VOＲ 结构最常使

用的语境，如例瑖瑠－瑖瑣; 由控制动词等构成的兼语句，可以看成是内嵌的祈使结构 ( Givón
1994) ，也需要使用 VOＲ 语序，如例瑖瑤。
瑖瑠快些医我好快点儿治好我! 瑖瑡杯茶偌好吃渠患哉你可以吃掉那杯茶了!

瑖瑢何弗得株树推渠翻哩为什么不把那棵树推倒呢! 瑖瑣本书弗可扯渠破那本书别撕破它!

瑖瑤渠讴我两个苹果吃渠患他让我吃掉那几个苹果。
相当于“在”的助动词“ 带、 亨、 咚”表达进行体，可以与 VOＲ 结构共现①，而且对各

类环境都没有限制。例如:

瑖瑥阿兴本书 亨扯伢破阿兴正在撕我们那本书。 瑖瑦件衣裳渠有有 亨戽渠清爽他在没在洗那件衣服?

瑖瑧本书伽弗 亨扯渠破他们没在撕那本书。 瑖瑨伽只鸡奥卯 亨杀渠患哉他们可能正在杀那只鸡了。
瑖瑩株树伽坎板 亨劗渠患他们肯定在砍那棵树。
瑘瑠渠是话道只电视剧 咚修渠好哉，偌甮去修哉他如果正在修那只电视机，那你就不用去修了。

此外，主句如有反叙实标记( counterfactual marker) “该想早知道”，也可以使用 VOＲ，例如:

瑘瑡我该想医倷好嗰我早知道就医好你了。 瑘瑢只鸡伢该想喫渠患嗰早知道我们就把那只鸡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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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敏感。绍兴话允许 VOＲ 的语境有: 未然事件、现在进行、意愿、非提醒类、祈使、
反叙实主句; 排斥 VOＲ 的语境有: 已然、即将实现、提醒。Mithun( 1995) 认为，跨语言来看，已

经实现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或陈述总是与尚未发生的事件或陈述相对应，前者是现实的，后者

是非现实的; 至于不同句法结构的具体归属，则存在语际差异，如有的语言疑问和否定一律是

非现实的，而另一些语言则依据其中命题是否实现而发生分裂。据此，我们可以像石村广

( 2018) 那样，将绍兴话 VOＲ 的使用环境概括为非现实语境。
当然，绍兴话有几个方面比较特别: 第一，跨语言来看，正在进行的行为是现实性的

( Mithun 1995) ，而在绍兴话中却属于典型非现实的未然情景; 第二，人类语言普遍把假设条件

句处理为非现实( Mithun 1995) ，而绍兴话根据命题的时间属性有不同的表现，也比较特别; ①

第三，跨语言普遍把反叙实情境处理为非现实( Mithun 1995) ，而绍兴话在反叙实方面呈现主

句与从句的分裂性，主句表现与非现实一致，允许使用 VOＲ; 而从句与实现语境一样，排斥

VOＲ，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例如:

瑘瑣* 渠嗰毛病是话道医渠好哉，多少好唻要是治好他的病了，该有多好。
总之，我们虽然把绍兴话 VOＲ 所能出现的环境概括成非现实语境，但是这个非现实所蕴

含的理论问题，尚需另文讨论。
2．2 数量类宾语构成的单宾 VOＲ 结构 由无定“量( 名) ”结构、“数量”结构等数量类构

成，与由人称代词构成的 VOＲ 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并不受到小句现实性的限制。这一结构

可用于非现实语境。可以是简单句，包括未然、意愿、祈使、疑问、可能性情态等，例如:

瑘瑤渠会喫三个患嗰，放心够哉他会吃掉三个的，放心好了。 瑘瑥纸头我想扯两张破我想撕破几张纸。
瑘瑦偌再去喫只香蕉患你再去吃掉一只香蕉! 瑘瑧偌饭是弗是再喫碗患你是不是再吃碗饭?

瑘瑨伽奥卯一年里头屋要造十间好唻他们可能一年之内要造好十间房子。
也可以是复杂句的从句部分，例如:

瑘瑩偌是话道人去救个活，我就拜偌为师你如果能救活一个人，我就拜你为师。
瑝瑠鱼偌是话道要破两梗患嚒，偌去破够哉你如果想要杀掉几条鱼，那你去好了。
瑝瑡我件衣裳弗想偌弄渠湗我那件衣服不想你弄脏它。
瑝瑢我讴渠面粉 三 好我让他揉好三团面粉。

若用于已然语境，相当于普通话“了1”的完整体标记“嘚”绝对不能省略。可以是陈述、疑
问、可能性情态等简单句，如例瑝瑣－瑝瑥; 也可以是关系从句、条件从句等从句，如例瑝瑦－瑝瑧。
瑝瑣我苹果喫嘚个患我吃掉了一个苹果。
瑝瑤阿兴是弗是戽嘚件清爽咚哉阿兴是不是洗干净了一件衣服?

瑝瑥下饭奥卯已经烧嘚两碗好亨哉菜可能已经烧好几碗了。
瑝瑦汽车修嘚三部好嗰人好休息哉修好了三辆车的人可以休息了。
瑝瑧偌是话道已经喫嘚三个患咚哉嚒，弗可喫哉你如果已经吃掉三个了的话，就别吃了。

2．3 双宾 VOＲ 结构 如果是在非现实语境中，双宾 VOＲ 结构使用非常自由，用于主句，

如例瑝瑨－; 也可以用于复杂句的从句，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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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晓蕾( 2020) 认为，假设过去句的“现实性程度”高于假设将来句或其他的非现实句，汉语的假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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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环境”。绍兴话的情况与其观察比较一致。



瑝瑨偌去喫伽三个患嚒你去吃掉他们三个呀! 瑝瑩伽梗绳 亨拉渠些长他们正在拉长那条绳子。
馒头喫渠三个患馒头吃掉它个三个。 我想面包先喫渠个患我想先吃掉一个面包。
偌是话道去医伽两个好，伽坎板会谢偌嗰你如果治他们能治好几个，他们肯定会谢你的。

如果是现实性语境，则与命题是否表达主观受损有关。主观受损的行为，必须用处置式而

不能用双宾 VOＲ 结构，如例－; 非主观受损的句子，可以用双宾 VOＲ，而不能用处置式( 除

非是做主观受损的理解) ，如例。
a．* 苹果喫嘚伽些患吃掉了点儿他们的苹果。 b．苹果捉伽喫嘚些患把他们的苹果吃掉了点儿。
a．* 敲嘚伢三只碗破老倌是海个敲破了我们三只碗的人是谁?

b．捉伢敲嘚三只碗破老倌是海个把我们的三只碗敲破了的人是谁?

a．狗医嘚伽好两只好治好了他们好几只狗。 b．#狗捉伽医嘚好两只好治好了他们好几只狗。
2．4 小结 绍兴话 VOＲ 结构的语义限制，请看下表。从中可以看出，宾语语类的不同，会

直接影响 VOＲ 结构的语义限制。
VO 代 Ｒ VO 数量 Ｒ VO 代 O 数量 Ｒ

现实语境 ×  ×( 主观受损) ; ( 非主观受损)

非现实语境   
石村广( 2016、2018) 认为吴语使用 VOＲ 结构的限制条件是非现实语境。这一论断大大

深化了学界对吴语 VOＲ 结构的认识。由于多数吴语只允许人称代词进入 VOＲ，符合这个限

制条件; 而对于绍兴、温州等方言由数量成分构成的 VOＲ 结构，则不受现实性的制约，例⑨温

州方言的例子就是用于典型的现实性语境。根据现有的观察，吴语 VOＲ 的语类限制与语义限

制基本上呈现如下的对应关系:

VO 代 Ｒ
VO 数量 Ｒ

非现实性语境

现实性语境

叁 句法、语义限制的功能解释

学界对汉语史中的隔开式动补结构 VOＲ 已经有充分讨论( 梅祖麟 1991; 蒋绍愚 2003; 赵

长才 2000、2003; 魏培泉 2005; 等) 。蒋绍愚( 2003)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 2005 ) 、石村广
( 2018) 等认为，吴语的 VOＲ 结构是六朝到唐宋之间汉语语法面貌的一种保留。刘丹青
( 2011) 也认为，吴语“整个‘VOＲ’在句法层面都已很不自由，是一种功能萎缩的中古汉语残留

结构。”绍兴话只有 VOＲ 语序，可能代表了汉语史中比较早期的一种面貌。下面结合汉语史，

考察绍兴话乃至吴语 VOＲ 结构句法、语义限制的成因。
3．1 话题显赫与语类限制 汉语史中，VOＲ 结构中可以出现的宾语既可以是光杆名词，也

可以是人称代词、指示词短语、领属结构、数量短语等，例如:

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絙断。( 《法显传》)

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 《三国志·杨洪传》)

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即便化作大猛威风，吹彼树倒。( 隋·阁那崛多《佛本行集经》)

夫人伺王不在时，遣人伐其树倒。( 《法显传》)

太子执箭一射，便穿七铁猪过。( 隋·阁那崛多《佛本行集经》)

相较于汉语史，绍兴话能进入 VOＲ 的语类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与绍兴话话题显赫有关
( 刘丹青 2003; 盛益民 2014; 盛益民、陶寰 2019) 。

先来看名词短语。根据盛益民( 2014) ，绍兴话各类名词短语的指称表现如下: 光杆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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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能表示类指或者无指，“指量名”结构、定指量词结构、领属结构等表示定指，而无定

量词结构、“数量( 名) ”结构表示不定指。从第 1 节的语类限制可知，只有不定指的名词短语

可以用于 VOＲ，而定指、类指的名词短语都不行。徐烈炯、刘丹青( 2007 /1998) 、刘丹青( 2018)

等均指出，定指、类指与话题具有无标记的关联性。绍兴话具有强烈的话题显赫特征，并出现

了定指、类指名词性成分用于动前而无定名词短语用于动后的较为严格的限制。表定指、类指

的名词短语之所以不能进入 VOＲ 结构，就与这种句法限制具有密切的关系，表定指、类指的成

分在绍兴话中都需要充当话题，这从例⑨－瑏瑤中就可以看出来。
而人称代词，虽然也是唯定指成分，但能用于 VOＲ 结构而不发生话题化，与两方面的原因

相关: 一方面，受事性的人称代词话题化后容易造成生命度的干扰效应( 刘丹青 2003) ，因此

倾向于仍然充当宾语; 另一方面，根据盛益民( 2014) ，绍兴话宾语位置的人称代词为依附性的

附着词( clitics) ，也更容易保留在宾语位置而抗拒话题化。
3．2 构式竞争与语义限制 在中古汉语时期，VOＲ 结构对现实性并不敏感，既可以用于现

实语境，也可以用于非现实语境，例如:

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絙断。( 《法显传》)

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即便化作大猛威风，吹彼树倒。( 《佛本行集经》)

敕使人言:“汝今割我股里肉取。”尔时使人如较，即以利刀割取。( 《贤愚经》)

今当打汝前两齿折。( 《贤愚经》)

我宁刺汝王子咽杀，取血而饮，今终不饮王所送酒。( 《撰集百缘经》)

例－中，“砍断绳索”“吹倒那棵树”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属于现实语境; 例“割取

我的大腿肉”是一个祈使句，例“当”表明是道义情态，例中“宁”所在的是让步小句，都是

典型的非现实语境。
我们认为绍兴话中由代词构成的 VOＲ 结构仅限于非现实语境，是中古以来 VOＲ 结构功

能发生萎缩的结果。关于吴语 VO 代 Ｒ 结构在语义上体现的现实性限制，学界有两种不同的

解释: 林素娥( 2015: 313) 认为，VOＲ 式跟受事话题句有密切联系，这类句子随着处置式的发达

逐渐消退; 而石村广( 2016、2018) 认为，汉语是一种利用语序来表示致使程度强弱的语言，也

就是说，VOＲ 语序对动作对象的致使程度比 VＲO 语序要低，所以它倾向于表达那些未然或非

现实的情景。由于绍兴话由无定数量成分构成的 VOＲ 并不对现实性有限制，因此石村广

( 2016、2018) 的观点恐怕不能成立。我们认为，绍兴话由人称代词构成的 VOＲ 结构之所以只

能用于非现实语境，是其与处置式构式竞争的结果。
绍兴话处置式与 VO 代 Ｒ 结构在使用上基本上呈现互补分布，VO 代 Ｒ 使用的限制，可以看

做是处置式发展之后双方功能分工的结果: 一方面，现实语境倾向于选择及物性较高的构式，

处置式是高及物性构式，优先会用于现实语境，使得 VO 代 Ｒ 结构退至祈使等非现实语境，两

者形成分工; 另一方面，由于处置句宾语位置也是最常容纳定指的语境( Chen 2004 等) ，而数

量类宾语都是表示无定的，因此处置式并不会与之产生竞争，从而使得数量类宾语依旧可以构

成 VOＲ 结构。盛益民( 2010) 指出，绍兴话处置式使用的语用条件是表达主观受损的事件，主

观受损行为必须用处置式。2．3 节提到，双宾 VOＲ 结构只能表达非主观受损的已然事件，否则

必须用处置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 VOＲ 的语义限制是与处置式功能竞争的结果。
肆 结语

本文主要考察了吴语绍兴柯桥话的隔开式动补 VOＲ 结构。VOＲ 结构中宾语允许人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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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无定量词结构、“数量( 名) ”结构构成单宾结构或者双宾结构，而排斥其他名词性成分，这

与绍兴话的话题显赫有密切关系。由人称代词构成的 VOＲ 结构对事件的现实性比较敏感，而

由数量类成分构成的 VOＲ 结构则对现实性并不敏感，这是 VOＲ 结构与处置式之间发生构式

竞争的结果。此外，动结式所体现的论元结构非常复杂，引起学界广泛讨论( 请参看朱佳蕾

2014) 。关于绍兴话 VOＲ 结构所体现的论元结构问题，朱佳蕾和盛益民( Zhu ＆ Sheng 2018)

有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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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Split Ｒesultatives
of Shaoxing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SHENG Yimin ＆ ZHU Jialei
Abstract The Wu dialect in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differs from Putonghua in
having split resultatives in the form of verb-object-result ( henceforth VOＲ ) as its most
productive resultativ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the VOＲ construction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its use． It explores the cause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Shaoxing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e，Wu dialect，VOＲ constructions，categorical
constraint，topic prominence，constructional competition

补 正

本刊 2020 年第 1 期 72 页－77 页刊发张晓静《河北武邑方言“家”的用法》。补题注如下: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河北冀鲁官话语法研究”( 18CYY014) 资助，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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