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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汉语句式的跨语言观*

———“把暠字句与逆被动态关系商榷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暋北京暋100732

提要 文章针对叶狂和潘海华(2012b)试图证明“把暠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被动句的说法提出事实和理论

两方面不同的意见。首先用事实说明汉语的“把暠字句不一定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然后分别从句法成

分和论元角色两个角度论证“把暠字的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降级,从参与者、影响性、有定性等几个方面论证了

“把暠字句的高及物性。此后,文章在吕叔湘(1987)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论述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讨论

了受格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功能动因,揭示了被动式与逆被动在各自所处的语法系统中分别是一种什么性质

的语法过程。与被动态和逆被动态进行全方位比较,汉语“把暠字句各方面的句法语义特征都与这两种语法过

程渺不相涉。通过汉语“把暠字句的实际运用统计观察,得出“把暠字句在汉语中系统性价值的结论。
关键词 “把暠字句暋逆被动暋作格的话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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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把暠字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各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基
本都是在最初的研究结论(王力1943,1944;吕叔湘1948)基础上不断补正,对这一句式的句法语义特

征的认识日益丰满。最近我们看到叶狂和潘海华(2012b,以下简称“叶、潘文暠)的文章,第一次把汉语

“把暠字句全面比附于其他语言的一个常见句式,该文作者力图挑战“把暠字句为汉语特有的成说,试图证

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动句(antipassive)的一种句式,属于语态(voice)现象,可以归入跨语言

共性行列暠。我们认为,这个新看法的提出,不仅涉及如何认识汉语“把暠字句相关的句法事实问题,更涉

及如何系统地认识一个句式在本族语言中的地位以及句子表达功能的跨语言比较的理论问题。
本文首先讨论汉语“把暠字句的事实认定问题,然后讨论逆被动所牵涉到的汉语与作格语言的功能

异同问题。

2 汉语的“把暠字句是不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

叶、潘文所有讨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把暠字句是“作用于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暠的一种句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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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 叶、潘文没有正面给出定义。在一个题注中,作者谈及受格语言与作格

语言的 A、O和S三个成分时,说“汉语没有格标记,只能从语序和位置上观察暠,这个说法,与国内通行

的以朱德熙(1982)为代表的语法体系宾语定义是一致的。在这样的语法体系里,“把暠字的作用能否看

成是针对宾语的句法操作呢? 我们注意到,朱德熙(1982:187)曾明确地说:“过去有的语法著作认为

‘把暞字的作用在于把动词后头的宾语提前,……这种说法是有困难的,因为大量的‘把暞字句是不能还原

成‘主灢动灢宾暞句式的暠。他举出的例子有:
(1)把换洗衣服包了个包袱暋暋暋暋暋暋暋(2)把壁炉生上火

(3)把铁块儿变成金子 (4)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房子里去

(5)把大门贴上封条 (6)把画挂在墙上

(7)把话说得婉转些 (8)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

事实上,汉语“把暠字句的研究,如果从王力(1943)算起,至少也已有了七十年的历史。从吕叔湘

(1948)起,就对“提宾暠的说法表示了质疑,提出很多“把暠字宾语难以还原为其后动词的宾语的例子,如:
“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暠。吕叔湘(1965)进一步提出了多种不可“改成中性句暠的“把暠
字句例子:

(9)炸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 (10)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

(11)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 (12)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13)我已经把大门上了闩 (14)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搞出个名堂来

(15)把这块地分成三小块 (16)不能把节约叫做小气

这些例子共同的特点在于,句子里动词的后面都有一个宾语,如果把“把暠字的宾语“还原暠到动词之后,
没有合理的句法位置。

句法理论上,自从 Thompson(1973)起直至 Huangetal.(2008)都曾想过各种办法解释这些例子,
用所谓“外宾语暠(受影响者)和“内宾语暠(句法上的受事宾语)给不同的名词以句法安置,这是面对现成

“把暠字句的格局做出的解释,仍然无法证明“操作宾语暠的句法过程。
以上事实数十年来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共同认可,无须赘言。我们重新引述在这里,主要还是想强

调,说“把暠字句是针对宾语的句法操作,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除了以上事实外,我们进一步看到,有些例

子里,与其说“把暠字的句法变化是针对宾语的操作,毋宁说是针对主语。例如:
(17)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红楼梦》)
(18)把你怕成那样? (引自詹开第1983)
(19)真把老太太乐坏了(引自詹开第1983)

有的是针对领有者。例如:
(20)他不服从命令,所以把他免了职

(21)我把论文拟好了提纲

(22)我把牛仔裤剪去裤脚

我们注意到有的句法学派处理上述部分事实的时候采用“小句(smallclause)分析暠的办法,如“炸
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暠这个例子,可以先把“教室楼坏一个角暠分析为结果小句,然后让其中的小句

主语提升为主动词“炸暠的宾语,最后用“把暠提升。即便如此,上面举出的很多例子,也很难推断出所谓

“结果小句暠是什么。例如:
(11暞)* 这段唱词下音来(< 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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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暞)* 这个报告一个草(<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14暞)* 这个工作出个名堂来(<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搞出个名堂来)
(16暞)* 节约做小气(<不能把节约叫做小气)
(22暞)* 牛仔裤去裤脚(<我把牛仔裤剪去裤脚)

形态语言里判断一种句法操作是不是针对宾语的,大多有明确的形式标记可循;汉语尽管没有明确的宾

语标记作为辨识依据,但是,如果断言某种句法成分是宾语句法操作的后果,那就至少应该能够给出操

作过程的令人信服的展示。以上的讨论显示,不论按照传统语法“还原暠为宾语常规句法位置的要求,还
是按形式句法小句分析法来推导,都无法证明汉语“把暠字句是针对宾语的一种系统性的句法操作。这

说明,所谓“把暠字句“作用于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暠的说法,作为一种论证的前提,是面临很大困难的。

3 “把暠字的宾语究竟是句法提升还是句法降级

叶、潘文另一个基本点是:“把暠字的作用是使其后宾语实现句法降级:“把字句的句法派生……就是

对动词的直接宾语进行降级或隐现操作,使其成为间接宾语暠。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叶、潘文把汉语

“把暠字视同英语里那样的介词。汉语介词语法上的虚化并不像英语那么彻底,“把暠字区别于一般介词

的个性更鲜明些(如我们可以说“把不把我放在心里暠),因此,是不是一旦做了“把暠字的宾语就像英语里

做介词宾语那样降级了,需要从更广的视野,综合考虑系统性的汉语事实,才能得出全面的认识。这一

部分,我们将从句法成分的性质和论元角色角度分别摆一摆有关的事实。

3.1 从句法成分看提升还是降级

说“把暠字的作用使其后的角色由原来的直接宾语而降级为低于直接宾语的句法成分,也会遇到困

难。且不说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把“把暠字后的成分看成次话题(次话题与直接宾语句法地位孰高孰低

还未有定论)。例如:
(23)剥了橘子皮铽把橘子剥了皮

(24)教练调整了林书豪场上位置铽教练把林书豪调整了场上位置

(25)他们终于找出了问题症结铽他们终于把问题找出了症结

一般认为,右边的“把暠字句是由左边的定中结构分裂生成。不管“把暠后的“橘子暠、“林书豪暠、“问题暠定
性为什么,至少是独立的论元成分,而相应的非“把暠字句里的“橘子暠、“林书豪暠、“问题暠都是定语。从依

附性的定语变成独立的论元成分,句法地位获得了提升,而不是降低。

3.2 从论元角色看

“把暠字句的“操作宾语暠和“句法降级暠观是相关联的。当我们看到“把暠字操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宾

语、“把暠字的性质也并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介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汉语“把暠字作用的另外一些重要事

实。论元角色就是不容忽视的方面。语法理论中一直有“论元层级暠和“论元选择次序暠的说法,尽管理

论细节尚有分歧(见徐烈炯和沈阳1998),有些基本倾向是有共识的,如施事最高,受事、客体其次,其他

角色低于这几个。“把暠字的宾语是什么角色呢? 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事,徐烈炯(2000)对这一角色做了

更为细致的辨析,主张定名为“置事暠(Disposed灢of)。这个角色与通常所说的“受事暠(Affected,Patient)
和“客体暠(Theme)部分重叠。照徐的文义理解,置事的论元等级地位应该高于工具、处所和受使等角

色。那么,我们看看以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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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把手捂在耳朵上(引自马真1985)
(27)把刀砍在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上(同上)
(28)何必把火烧到你身上去(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工具成分做了“把暠的宾语。
(29)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引自詹开第1983)
(30)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暠字(同上)
(31)把牌子上写个数目(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处所成分做了“把暠的宾语。
(32)把红鱼要一点不差的朝着他

(33)山东话亮响而缠绵,把“腿儿暠等字带上嘟噜(同上)
(34)把壶嘴挨在唇边(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受使(causee)成分做了“把暠的宾语。
“工具暠、“处所暠和“受使暠角色不仅句法上很难做宾语、总是实现为旁语,其论元角色身份也都是明

显低于“置事暠的角色。这些较低的角色,经过“把暠字的处理,成为了置事,如果仅仅看作旁语之间的句

法转换,就会忽略了“把暠字使它们论元角色大幅提升的语法事实。

3.3 从及物性关系看

叶、潘文说:“我们知道,宾语如果由旁格来实现,就意味着动词失去了直接宾语,就是去及物化,失
去及物性,当然更不会有高及物性了。前面已经证明,‘把暞字句的把后 NP,都是来自动词后的宾语论

元,说明动词已经失去宾语,去及物化了。暠我们前边已经说明,“把暠字作为一种句法操作,既不总是针对

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角色的降级,那么这是不是像叶、潘文所说的“去及物化暠,也就大可怀疑了。
及物性概念,涉及多项句法语义参数,如动词编码几个参与者、完全影响还是部分影响、“把暠字宾语

是有定还是无定的等(参看 Hopper& Thompson1980)。这里我们简单讨论几个主要参项。

3.3.1 动词编码几个参与者?
谈及逆被动现象,所有句法论著都认同的一个看法是,逆被动句比起相应的常规句式,减少了一个

主要论元角色,原来的及物句变成了不及物句,也就是说,相对于常规句子里动词编码两个参与者,逆被

动句的动词只编码一个参与者。汉语的“把暠字句也是这样的语法过程吗? 前面的讨论已经显示,语言

事实很难支持汉语“把暠字是使常规宾语降级的说法,现在我们进一步要说明的是,“把暠字的作用不仅不

是降级,它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它至少是编码了动词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许多语法研究论著在讨论到英语句子“loadedthehay…暠的时候,习惯于用汉语“把暠字句来对译:

暋暋(35)a.Iloadedthehayontothetruck.暋暋暋暋b.Iloadedthetruckwiththehay.
暋暋暋暋暋暋暋 我把干草装卡车了。 我把卡车装了干草了。
讨论这一对例子都是为了说明a句里完全受影响的是thehay“干草暠,b句里完全受影响的是thetruck
“卡车暠。英语的句法策略是,让完全受影响的做直接宾语,不完全受影响的使用介词,标记为旁语;汉语

则使用“把暠字来标记完全受影响者。英语的上述策略,只有在两个相关的名词都是有定形式时有明显

的对比,如果hay是不带定冠词的光杆形式,也不一定有完全受影响的意义;汉语则不管名词是定指形

式的(那些干草/那辆卡车)还是光杆形式的(干草/卡车),“把暠字赋予的完全受影响义同样明显。据李

思旭(2012)对世界上属于不同语系的二十几种语言的调查,都是让不完全受影响的那个角色受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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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用介词标记为旁语,或用格标记等其他手段。没有在完全受影响角色上加介词而不完全受影

响角色不加标记的。
这个事实说明,首先,汉语“把暠不是标记旁语的介词;其次,“把暠在汉语里有更重要的句法作用,它

是使完全受影响的成分得到语法编码的一种手段。
这样看来,“把暠字不仅没有使动词减少了一个论元角色,反而更明确地标明了句子里受影响性最强

的那个角色。
另外,叶、潘文强调使用“把暠的句子“动词已经失去宾语,去及物化了暠,“把橘子剥了皮暠这样的句

子,不仅没有失去宾语,而且,使得“剥了橘子皮暠这样的单及物格式变成了双及物关系,不能算作去及物

化,反而是增强了及物性。
大量事实证明,“把暠字的宾语不仅不能省去不说(比较,“被暠字的宾语常常可以省略),而且负载着

重要的句法和语义负担:语义上,它体现了更彻底的受影响性;句法上,它常常是体现为完成体。

3.3.2 完全影响和部分影响

Hopper& Thompson(1980)指出:在作格语言中逆被动结构常用于表达部分意义,该功能在作格

语言的主要群体中都存在,包括澳大利亚语言、波利尼西亚语言、爱斯基摩语言及高加索语言。在汤加

语中允许出现在作格小句中的动词在小句为作格时带完全 O,当小句为逆被动结构时带部分 O:

暋暋(36)a.Na暞e暋kai灢i暋暋暋暞a暋e暋暋ika暞e暋暋hetamasi暞i.
PAST eat灢TRANS ABSDEF fishERG theboy
过去时 吃灢及物 通格 限定 鱼暋作格 那 男孩

Theboyatethefish.
那孩子吃掉了鱼

暋暋暋暋b.Na暞e暋kai暞a暋e暋暋tamasi暞i暞i暋暋he暋ika.
PAST eatABSDEF boy OBL thefish
过去时 吃 通格 限定 男孩 旁格 那 鱼

Theboyatesomeofthefish.
那孩子吃了一些鱼

关于汉语“把暠字句体现的“完全影响性暠,张伯江(2000)有过讨论,举的例证是:

暋暋(37)a.他把酒喝了。

b.他喝了酒。
可以看出,与上面汤加语的例子比照的话,“把暠字句恰恰不是相当于逆被动式。

我们关于“完全影响暠的说法曾经受到这样的质疑:“但是有一些“把暠字句动词后可以带吕叔湘

(1948)所说的‘偏称宾语暞,如‘把一盏酒淹一半在阶基上暞,‘怎肯把军情泄露了一些儿暞,淹的显然不是

全部的酒,泄漏的也不是全部军情。暠(沈家煊2002)这并不能说明“把暠字编码的不是完全受影响的角

色,否则为什么不说“把一盏酒的一半淹在阶基上暠、“把一些儿军情泄露了暠呢? 为显示这种差别,我们

把原编号为(9)-(13)、(15)的例句作了改换,形成六组对比例句:
(9暞)a.炸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暋暋暋 (10暞)a.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

b.? 炸弹把教室楼的一个角炸坏了。 b.? 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的几页翻了。

c.* 炸弹把一个角炸坏了教室楼。 c.* 他随手把几页翻了这本杂志。
(11暞)a.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暋暋暋(12暞)a.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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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已经把这段唱词的音录下来。 b.? 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的草起了。

c.* 我已经把这段音录下唱词来。 c.* 请你今天就把草起个报告。
(13暞)a.我已经把大门上了闩。暋暋暋暋暋暋(15暞)a.把这块地分成三小块。

b.? 我已经把大门的闩上了。 b.? 把这块地的三小块分成了。

c.* 我已经把闩上了大门。 c.* 把三小块分成这块地。
以上对比清楚显示的事实是,“把暠字并不用于编码部分受影响的成分。

3.3.3 “把暠字宾语的有定性和无定性

叶、潘文为了附会逆被动态句子里被降级宾语的无定性,提出了汉语“把暠字所带宾语也可以是无定

性的事实:“‘把暞后 NP通常为有定早已为学界共识,‘把暞后 NP为无定的情况也有,宋玉柱(1981)、王
还(1985)、陶红印和张伯江(2000)、Jiangetal.(1997)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重复。另外,我们也注

意到‘把暞后 NP的有定性没有主语的有定性强。如‘人没了暞可以,‘(一)个人没了暞不好,但‘把个人没

了暞却可以。同样,‘个凤姐病了暞不好,‘把个凤姐病了暞很好,似乎比‘把凤姐病了暞还要好一些。这些差

别和逆动式的旁格宾语通常是无定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暠事实上,陶红印和张伯江(2000)通过大量实例

观察,明确得出结论是:“第一,各类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受限的,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语。
第二,‘把个+不及物动词暞在近代汉语晚期为一常见格式,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

的变化。现代汉语中‘把个+不及物动词暞的格式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句子的基础上讨论‘把暞
字句的理论问题不能不说是十分危险的。暠

汉语“把暠字宾语以有定形式为压倒优势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也就是说,逆被动句里那个降级的

宾语以无定身份为绝对主流,汉语“把暠字句里“把暠的宾语以有定身份为绝对主流。这是明显的对立。

3.3.4 及物性:句法观还是语义观?
汉语“把暠字句的高及物性本是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事实,我们提出上述三点进一步的论证,为的是更

充分地用汉语的句法事实说明:“把暠字的使用,不仅不是降低及物性关系的句法手段,反而是增强及物

性关系的手段。叶、潘文在讨论 Hopper& Thompson(1980)的例子“a.Idrankupthemilk.暠和“b.I
dranksomeofthemilk.暠的对比时不承认a句及物性高于b句,认为“如果我们只从句法上观察动词,
就会发现a句中的drink其实是不及物的,因为其后带介词up,b句的drink则是及物的。暠这样的判断

显然违背了 Hopper& Thompson(1980)所说“及物性暠的原意,拿汉语事实来看,如果说“我爬山了暠及
物性高于“我爬上山了暠、“我推门了暠高于“我推开门了暠,显然不符合我们对“及物性暠的一般理解。

4 作格语言的语法标记理据以及语法过程的目的

4.1 汉语是作格语言吗?

所谓逆被动现象,一般认为是作格语言的主要句法操作,人们称之为“逆被动暠就是因为它在作格语

言里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受格语言里的被动式。“作灢通格语言暠和“主灢受格语言暠(以下简称为作格语言

和受格语言,译名据吕叔湘1987)是人类语言的两个主要大类。一般说来,受格语言大多有被动化的句

法手段,作格语言则大多有逆被动化句法手段。如果汉语在系统上属于作格语言,那么存在逆被动句法

手段才比较自然。
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至少有以下句法证据:
第一,受格语言与作格语言最主要的语法区别,“主要是看二成分句里的名词向三成分句里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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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齐,还是向那里的宾语看齐暠(吕叔湘1987),即,单论元句中的惟一论元(S),在受格语言里是与双论

元句的施事论元(A)取得一致,在作格语言里则是与受事论元(P)取得一致。吕叔湘(1987)明确地给予

了辨析,他明确地否认了汉语动词倾向于进入作格语言那种句法格局里的可能。
他指出,除非是古汉语遗留的“使动用法暠,现代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句“他立在树底下暠、“他坐在床

上暠、“我饿了暠都不采取“树底下立着他暠、“在床上坐着他暠、“饿了我暠的说法。
第二,在吕先生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供些进一步的句法证据,论证汉语的非作格性。从语法

关系上说,受格语言最主要体现的是主格(包括 A和S)和受格(P)的对立,作格语言则主要体现的是通

格(包括P和S)与作格(A)的对立。和绝大多数受格语言一样,汉语是以主格语为句法主导的,而不是

像作格语言那样的以通格语为句法主导。(Palmer1994:Chpt.4)
所谓“句法主导暠,可以清楚地显现在如下句法事实中。
其一,在并置的连续小句之间,两个同指的主格语,不管是 A还是S,后面小句的可以省略(用方括

号标示):
(38)a.宝玉S 没趣。宝玉A 只得又来找黛玉P。

b.宝玉S 没趣,[宝玉A]只得又来找黛玉P。
(39)a.宝玉S 没趣。黛玉A 又来找宝玉P。

b.* 宝玉S 没趣,黛玉A 又来找[宝玉P]。
(40)a.宝玉A 来找黛玉P,黛玉S 没在。

b.* 宝玉A 来找黛玉P,[黛玉S]又没在。
例(38)b句成立,表明汉语里S与 A在句法身分上具有一致性,“宝玉S暠和“宝玉 A暠可以实现同指,因
此可以实现句法省略。例(39)b句不成立,是因为两个小句的主语不同指,处于宾语位置的“宝玉P暠由
于与同指的“宝玉S暠句法身分相对立,不能实现句法省略;例(40)b句不成立,也是因为两个小句的主

语不同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加星号的这两个句子,如果放在作格语言里,恰恰是合法的。这是

因为作格语言一方面S和P标记为同一种句法角色———通格语,另一方面以通格语为主要句法角色,
所以当S与P为同样位置并且同指时,就可以实现同指省略。

其二,在主句及其包孕的小句之间,也存在着 A与 A同指(或S与 A同指)时从句里的主格语隐含

的现象(例42也可以看做主句及其目的从句,这里姑且也跟包孕小句一起讨论;关于省略和隐含的差

异,参看吕叔湘1979):
(41)a.宝玉A 打算[宝玉A]叫上黛玉P。暋暋暋(42)a.宝玉S 闪开[宝玉A]好让着黛玉P。

b.* 宝玉A 打算黛玉A 叫上[宝玉P]。 b.* 宝玉S 闪开黛玉A 好让着[宝玉P]。
同样的道理,受格语言里指同的主格语之间可以实现句法同指隐含,作格语言里,则是像(41)b和(42)b
那样,指同的通格语之间可以实现句法同指隐含。

以上这些句法证据的存在,正如吕叔湘(1987)所说:“这就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的一边了。暠

4.2 受格选择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动因

世界上的人们之所以倾向于选择这两种语法角色排列形式,有其深刻的话语功能动因。DuBois
(1985,1987)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句法形式往往是语用功能凝结的历史结果,“主语灢谓语暠这种句法关

系,就是语用功能“话题灢说明暠关系固定化的结果。在及物动词句里,A常常被选作句法上的主语,同时

它也是语用上的话题,V+P是语用上的说明;在不及物动词句里,S就是话题,V是说明,把S视同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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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动词句里的 A,即处理为句法上的主语,是为了体现S与 A 在语用上相同的话题身份。这就是很多

语言选择受格系统的原因。
那么,另外一些语言选择作格系统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说这些语言的人们不遵从“话题灢说明暠这个

语用原则么? 研究发现,是另外的语用原则在这些语言中起了关键作用,那就是在句子里如何处理新信

息的一条重要原则。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只引进一个新信息成分,及物动词句的 A 偏向于是个已知的

信息成分,新信息成分放在P的位置上;不及物动词句新信息则是在S的位置上。这样看来,S跟P在

新信息这一点上性质相同,句法上作相同的处理,可以让这种信息分布格局有利于听话人自然地接受新

信息。这是以通格为主导的作格系统形成的语用原因。可以这么说,受格系统的形成,是“话题灢说明暠
这条语用原则在与新信息处理原则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作格系统的形成,则是后者战胜了前者。

这样的话语动因,也是理解这两大类语言基本句法格局的根本点。

4.3 逆被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

受格语言以“话题—说明暠原则为主导,无标记句式体现这一原则,语法变化也体现这一原则。受格

语言最常见的语法过程是被动化,被动化就是将非施事成分话题化的一种语法操作。如英语:

暋暋(43)a.WestoletwoMingvasesyesterday.
暋暋暋暋暋 我们昨天偷了两个明代花瓶。

b.TwoMingvaseswerestolen(byus)yesterday.
暋暋暋暋暋 两个明代花瓶昨天(被我们)偷了。

同时,也是将原话题成分降为非话题成分的操作,如威尔士语:

暋暋(44)a.Can灢odd暋暋y暋暋c昲r暋暋neithiwr.
sing灢PAST the choir last.night
单数灢过去时 那 合唱团 昨晚

Thechoirsanglastnight.
合唱团昨晚做了演唱。

暋暋暋暋b.Can灢wyd暋暋暋暋 (gan暋y暋暋c昲r)暋暋neithiwr.
sing灢PAST.PASSIVE by the choir last.night
单数灢过去时.被动 被 那 合唱团 昨晚

昨晚演唱的是合唱团。
作格语言以报道新信息原则为主导,无标记句式体现这一原则,语法变化也体现这一原则。作格语

言最常见的语法过程是逆被动化,逆被动化就是将非受事成分焦点化的一种语法操作。例如:

暋暋(45)a.[ngumai暋暋yabu灢nggu暋暋bura灢n]暋暋[旾i暋banaga灢nyu]

father:ABSO mother灢ERGA see灢PAST []Sreturn灢PAST

爸爸:通格宾格 妈妈灢作格主格 看见灢过去时 []主语 回来灢过去时

Mother(A)sawfather(O)and[he](S)returned.
妈妈看见了爸爸,[他]回来了。

暋暋暋暋b.[yabui暋暋暋暋bural灢nga灢nyu暋暋暋暋nguma灢gu]暋暋[旾i暋banaga灢nyu]

mother:ABSS see灢ANTIPASSIVE灢PAST father灢DATIVE []Sreturn灢PAST

妈妈:通格主语 看见灢逆被动灢过去时 爸爸灢与格 []主语 回来灢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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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sawfatherand(S)returned.
妈妈看见了爸爸,[她]回来了。

普遍的语法调查表明,在主/受格语言里,宾格比主格更常见带有特殊的句法标记;在作/通格语言

里,作格比通格更常见带有特殊的句法标记。这说明,主/受格语言里主格更基本、更重要,作/通格语言

里通格更基本、更重要。明确地说是:
主/受格语言:S+A=SubjectNPs,主语与谓语的关系是主要语法关系

作/通格语言:S+O=AbsolutiveNPs,通格语与谓语的关系是主要语法关系

有了这样的系统性认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作格性的 A曻通格性的S暠的问题,就可以明白,这其

实是一种句法提升,而不是句法降级了。系统地看,主/受格语言的被动态和作/通格语言的逆被动态这

两个句法过程有很强的平行性:
主/受格语言:

暋暋主格 A曻旁格(或删除):句法降级,减少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暋暋受格曻主语S:句法提升,新创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作/通格语言:

暋暋通格P曻旁格(或删除):句法降级,减少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暋暋作格曻通格S:句法提升,新创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我们对这两种类型做了个简单清楚的对比,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语言都可以简单归入这两种类型。
事实上,纯粹的受格语言和纯粹的作格语言都不是很多,绝大多数语言都或多或少是混合型的。重要的

是,混合的方式及其动因,正式基于上述话语原因的。如澳大利亚的 Dyirbal语就是一种混合型的语

言,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种类型不是无规律混合的,明显的倾向性是:主语话题性强的(如人称代词)
选用受格格局,新信息特征突出时选用作格格局(DuBois1985,1987)。恰恰证明了两种类型话语基础

的普遍性。汉语总体上呈现受格语言的特征,有没有一定程度的作格性? 即使有,是不是明显地体现了

作格格局的话语动因? 而“把暠字句的使用场合是不是恰恰对应于体现这种话语功能的场合? 我们的回

答都是否定的。

5 “把暠字句:句法操作还是语用操作?

5.1 “把暠字句系统上无涉逆被动

根据第4节得出的对被动态和逆被动态的系统性认识,我们拿汉语“把暠字句来做个简单的比较:
暋暋暋表1暋被动态、逆被动和汉语“把暠字句的比较

被动态 逆被动态 “把暠字句

主要语法角色:降级(或删除) + + -
次要语法角色:提升 + + (-)
谓语:去及物化 + + (-)
语义:低影响性 + + -

这个表格的内容详述如下:
被动态:施事成分降级为介词的宾语,成为旁语,或删除;受事成分提升为主语;谓语从及物性结构

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降低影响性。
逆被动态:受事成分降级为介词的宾语,成为旁语,或删除;施事成分提升为通格语;谓语从及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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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降低影响性。
“把暠字句:施事成分保持原来的句法地位,既没有降级也没有提升;受事成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用“把暠标记出来;部分谓语从及物性结构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增强影响性。
值得讨论的是“把暠字句里的施事角色。上文我们说“施事成分保持原来的句法地位,既没有降级也

没有提升暠,这是因为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句法证据。但是我们注意到“把暠字句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施事从

缺的现象(见郭圣林2004):
暋表2暋“把暠字句主语隐含与否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

文艺语体 科技语体 政论语体 事务语体

主语隐含句 72 175 202 12
非主语隐含句 1540 60 666 3
隐含非隐含比数 0.047 4.25 0.303 4

我们知道,逆被动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原来的双论元句经逆被动过程变为单论元句,施事成分变成句

子的惟一论元。反观汉语“把暠字句,如果按叶、潘文的观点,“把暠字把原来的受事角色降级为旁语,那么

“把暠字句中的施事成分就成了单论元句的惟一论元,它就是不可或缺的了,这样的话,当施事从缺的时

候,整个句子的结构如何看待呢? 逆被动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的句法关系的创生,主语从缺的“把暠字
句,除了使一个句法角色“降级暠以外,新创的句法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按我们的解释,“把暠字标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施事从缺的“把暠字句就是以“把暠字宾语为主要

角色(即,次话题)的单论元句。
这就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汉语“把暠字句与逆被动句本质上是不同的。

5.2 “把暠字句的句法动因和语义动因

“把暠字句形成的句法和语义动因是什么? 上个世纪中叶,以吕叔湘先生“谓语复杂性暠的说法最具

代表性。这是一种结构角度的解释。近年来延续这一说法的有张敏(2010)的“动后限制暠说以及张伯江

(2011)的“句末焦点竞争暠说。都没有明确说过“把暠字句是一种经历了句法操作的语法过程。
从语义角度的解释,有薛凤生(1989)、张伯江(2000)的“完全影响暠说。这是侧重于对“把暠字标记受

影响者这一事实的解释。
从篇章的角度来看,“把暠字句具有强烈的依赖上文的倾向(张伯江和方梅1996:第一章)。根据郭

圣林(2004)的统计(见表3),依赖上文的现象总计占到80%,这足以说明“把暠字句是一种极度依赖篇章

的句式。
暋表3暋“把暠字宾语与上文的联系情况

与上文联系紧密的 与上文联系不明的

小说 169/69.8% 73/30.2%
散文 209/87.8% 29/12.2%
诗歌 97/82.9% 20/17.1%
戏剧 81/83.5% 16/16.5%
总计 556/80% 138/20%

“把暠字句的上述特点造成两方面的句法后果。
其一,“把暠字句难以实现关系化,例如:

(46)完成了任务的工人们暋暋暋暋暋暋(47)攻下主峰的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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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任务完成了的工人们 * 把主峰攻下的突击队

石毓智(2000)报告了他对《编辑部的故事》的一项统计:“把暠字句出现在句子平面是370例,出现在

从句平面的只有4例。
考察过“把暠字句的篇章属性后,这个现象就不难解释了:强烈依赖上文语篇的“把暠字句,当然很难

独立地出现在从句里。
其二,“把暠字后的宾语不能省略:

(48)我把屋子收拾好了暋暋暋暋暋暋暋(49)这件事你别把它放在心上
* 我把收拾好了 * 这件事你别把放在心上

叶、潘文强调“把暠字的作用是使宾语降级,这是比附逆被动态往往用一个介词使句中的受事成分实

现句法降级的,而那些真正具有逆被动态的语言里受事不仅降级为旁语且往往能省略,就像被动态里被

动标记往往能使被其操作的施事省略一样。汉语“被暠字后的施事常常可以省略,确实是汉语“被暠字句

对应于其他语言被动式的一个特征;而“把暠字句“把暠后宾语的绝对不可省,不仅说明“把暠字的作用不是

让谁降级,而正如我们上面强调的,“把暠字特别强调它所标记的那个宾语。

6 结语:“把暠字句的价值与句式的跨语言比较问题

什么样的句式可以进行跨语言的比较? 应该是在各自的语法系统中具有相当地位的。逆被动句在

一般语法理论看,是与被动句相当的一种句式,是一种句法变换式。汉语里与被动/逆被动相当的可以

说是“被暠字句,无论从句中各个角色的价值看还是从语法过程看都是如此。
汉语的“被暠字句是明显含有被动化过程的。早期的形式句法简单地把句首主语看成宾语移位造成

的,新近有代表性的处理办法尽管不再认为主语是从宾语移位而来,仍然强制性地假定宾语移走,只不

过是通过一个空算子移位实现的(详见 Huangetal.2008:120-124)。这个方案仍然体现了我们上面

描述的“施事成分降级,受事成分提升,及物句不及物化暠的总体特征。与此同时,句法学者也观察到:
“‘把暞字结构的推导方式与‘被暞字结构不同暠,“‘把暞不指派任何论旨角色:‘把暞字句的主语和‘把暞后

NP都没从‘把暞那里获得论旨角色。‘把暞字结构不涉及算子移位暠(Huangetal.2008:154-174)。这

说明他们也观察到“把暠字句并不强制性地使施事和受事提升或降级。
以上是形式句法的理论假设。下面我们试图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对“把暠字句和“被暠字句的实质差异

做出解释。以下是引自郭圣林(2004)的一项统计(表中数字为每万字把/被句数):
暋表4暋“把暠字句和“被暠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

文艺语体 科技语体 事务语体 政论语体

“被暠字句 9.69 4.84 2.43 4.78
“把暠字句 13.66 12.36 0.36 7.82

这个统计说明,“把暠字句对语体选择的倾向性是很强的,这种倾向就是由沈家煊(2002)所论证的“把暠字
句的主观性语义决定的。相比之下,“被暠字句的倾向性就不那么悬殊,在不同语体里显示出一定的普适

性。暡1暢这说明,“被暠字句是汉语里比较正常的句法现象,而“把暠字句则是语用特征鲜明的一种句式。
叶、潘文提出的“把暠字句跨语言观,引发我们对句式研究跨语言观察方法的思考。我们觉得,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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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1暢 石毓智(2000)也对“被暠字句出现在主句/从句里的情况做了统计,是49/11,也与“把暠字句的370/4形成鲜明

对比。



(2001)的几句话值得深思:“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揭示语言共性的方法,可以证明个别语言中句法范畴

与句法关系的存在?暠“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普遍语法。也就是说,没有普适性的句法模板,也没有普遍

的句法范畴、关系或构式。暠“语言共性不存在于句法结构中,而是在语义结构、象征结构中,即从语言功

能到语言形式的映射中。暠
“把暠字句已有的多项研究表明,它是汉语语法系统中一种偏重主观化表达、具有特殊语用价值的句

式,不与一般语法理论中所谓“句法过程暠相关。它是与汉语注重主观性表达、注重话题结构、不重论元

结构的总体语法特征相适应的。其他语言里有没有相应的句式可做对比,在对汉语之外某种语言做全

面、系统的形式和语义、语用观察之前,目前我们还难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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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SyntaxfromaCross灢linguisticPerspective:ACaseStudy
ontheRelationbetween“Ba暠灢constructionandAntipassive

ZhangBojiang

InstituteofLinguist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暋100732

Abstract暋ContrarytoYe& Pan暞s(2012b)viewof“ba暠(把)灢constructionasbeingparallelto
antipassiveinergativelanguage,thearticleholdsthatthestructureinquestionisfirstofallnotneces灢
sarilyasyntacticoperationonobjectandthattheobjectof“ba暠doesnothavetobetheresultofsyn灢
tacticdemotionascouldbeseenfromeithertheperspectiveofsyntacticconstituentsorargument
roles.Inaddition,“ba暠灢constructionisalsoahighlytransitiveclause灢typeintermsofthepartici灢
pants,theaffectednessofOandthedefinitenessofO.BasedonL湽(1987),furtherevidencehasbeen

presentedtodemonstratethatChineseisnotanergativelanguage.Andafterthediscussionofthedis灢
coursemotivationofaccusativityandergativity,thepropertiesofpassiveandantipassivearefurther
revealed,allofwhichhavenothingincommonwith“ba暠灢construction.Insummary,“ba暠灢construc灢
tionisindeedintunewiththegeneralfeaturesofChinesegrammarsystem.

Keywords暋“ba暠灢construction;antipassive;discoursemotivationoferg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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