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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词连用是汉语一种重要的语言机制，它与汉语语法体系相适应，可以弥补汉语词汇方面的不足，
并发挥类似非连动语言中的功能成分的作用，是汉语语法自我调整、自主选择的结果;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结
构，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促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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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Effects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GAO Zengxia
（ School of Liberal Art，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mechanisms． It can remedy
the inadequacy of Chinese vocabular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unctional components similar
to the non －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t results from self adjustment and independent choice of Chinese grammar． Meanwhile，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motivation of the unique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inking mode of Han Nationality．
Key wor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cultural property of language
［1］（ p338）
除了欧洲、亚洲北部、中部没有发现，北美、
世界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语言中存在连动结构 ，
澳大利亚存在少量之外，其他地区的语言中都可以看到连动结构的影子 ，尤其是西非各语言。 可见，连

动结构是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生命力比较旺盛的结构类型。但是，为什么这些语言拥有连动结构？ 哪些
因素导致了连动结构的产生？ 连动结构意义何在？ 在该语言中地位如何？ 这些问题一直是连动语言研
究者关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观察汉语中连动结构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也许会为这些问题
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一、连动式是汉语语法自我调整、自主选择的结果
［2］

连动式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显赫句法结构 ， 从历时角度上看，这一显赫范畴的存在是汉语发展
过程中自我调整、自主选择的结果。
连动式是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连续使用，中间没有标志并列或从 属 关 系 的 联 接 词 语。 魏 兆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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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认为，连用动词之间使用连词的频率，自商周时代至两汉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 ”的变化的过
［3］
程。 甲骨文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连用动词间出现联接词语的情况 ，因为早期汉语连词系统及其表达
［4］

功能不完善，连词比较少。 但后来动词连用的时候，中间多使用连词如“而”、“以”、“然后 ”等连接。
例如下面一段来自《庄子·渔父》的话：
( 1) 孔子推琴而起曰: “其圣人与? ”乃下求之; 至于泽畔，方将杖弩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
孔子反走，再拜而进。
短短一段话共出现了 7 个动词连用形式，其中有 4 个句子使用了连词“而 ”。 跟据张耿光 （ 1996） 的
粗略统计，《庄子》中出现的动词连用形式近三百例，“其间使用了连词‘而’的几占 80% ，不用连词‘而 ’
［5］
的反而成了少数，仅 58 例，不足 20% ”。 魏兆惠（ 2005） 对《左传》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左传 》
中出现的动词连用结构大量使用连词如“而”、“以”、“而后 ”等，尤其是连词“而”； “不用连词连接的连
225 句、
47
动式占劣势”。使用连词“而”、“以”、“而后 ”和不使用连词的动词连用数量分别为： 855 句、
［3］
311 句，
句、
仅仅由“而”连接的句子就几乎是不使用连词的句子的 3 倍。
可见，在上古汉语中，几个动词连续使用，常常需要连词联结。 但是两汉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

化，动词之间使用连接词的频率变少 ，形成了现代汉语连动式这一稳定的语法范畴。 也就是说，动词之
间不需要连接词联结的连动式并没有随着语法系统的精细化越来越少 ，反而地位越来越稳定，越来越重
要。这说明，在汉语中连动式结构并非仅仅为了代替某功能词发挥某功能 ，而是汉语进化过程中自我调
整、自我选择的结果。

二、连动式与汉语语法体系相互适应
在汉语中，一个句子里，几个动词连用在一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资料显示，连动语言中很多都
是缺乏形态的语言； SV 而不是 VS 的语序； 大量使用零形回指； 没有( 或者只有起码的不完全的 ) 格标记
等等。这些特征在汉语中都有所体现。英语是一种非连动语言，同英语相比，汉语更需要连动这种语言
手段。
1． 汉语是一种形态缺乏的语言
同印欧语相比，汉语缺乏屈折变化。例如，同英语相比，汉语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汉语中的动词在形式上没有限定与非限定之别 ，换句话说，汉语的动词可以不受形态变化限
制而灵活使用。但在一个英语句子中，动词的使用受到形态变化规则的限制。 一个句子中只有一个限
定动词，其他动词只能是非限定形式，如下例中两个动词 come 和 discuss 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其中必须
有一个动词带有人称、时、态标志，而且只有动词“came”能进行否定和提问，不能对“discuss”进行否定
和提问：
（ 2） She came here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you．
→She didn’t come here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you．
→＊She came here don’t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you．
→Did she come here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you？
→＊Do she came here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you？
但是汉语中两个动词“来”、“讨论”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形式上没有任何不同，而且针对两个动词都
可以进行否定和提问：
( 3) 她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她没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她来跟你没讨论这件事情。
→她来不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她来跟你讨论不讨论这件事情?

高增霞

第6 期

连动式在汉语中的地位及作用

59

第二，汉语中只有有限的功能词 ( 不完全的功能词 ) ，英语中功能词却非常丰富。 例如汉语中只有
［6］（ P146）
“给”、“被”、“把”、“和 / 同 / 跟 / 与”等几个不完全格标记，而英语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介词 ”，
格标
记多种多样，这样，在英语中可以用格标记引入的语义格 ，在汉语中常常需要用动词引入，例如：
（ 4） My younger brother goes to work by subway．
我弟弟坐地铁上班。
( 5) I’ll come and pick you up at the station this evening if you like．
如果你愿意，晚上我到车站来接你。
汉语的连词也不丰富，尤其是缺乏像“and”这样既能连接小句，又能连接词汇的功能词。
第三，汉语词法手段不丰富，英语词法手段非常丰富。例如英语中有丰富的名词化手段，比如光后
缀就有“－ tion、－ sion、－ ity、－ ment、－ ence、－ ism、－ ness、－ ing”等。由动词派生或转化来的名词可以
表达动词的意义，却不受形态变化规则的约束。“汉语缺乏像英语那样的词缀虚化手段，因此抽象名词
［6］（ P146）
不发达。”
例如：
( 6) 为了参加这个大会，他回到北京进一步收集资料，查证核实。
In order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he returned to Beij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verification．
汉语词汇派生手段不发达，但是组合手段却很发达，在英语中可以用词缀虚化手段来表达的抽象概
念，汉语中是通过表达具体意义的语素按照不同的顺序组合而成的 。例如：
毛 + 皮—→毛皮
来 + 往—→来往

“毛皮”≠“毛”+“皮”
“来往”≠“来”+“往”

这样，几个表达具体意义的具体动词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 ，就可以补充、满足汉语由于缺乏屈
折变化手段而造成的句法、词法需求。
2． 连动结构在汉语中的作用
第一，连动结构可以弥补词汇方面的不足 。
［7］（ P230）
《中华大字典 》收词
尽管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英语词汇量远远高于汉语是无疑义的 ”。
48000 条，《汉语大字典》54678 条，《现代汉语词典 》56000 条，但英语词汇最保守的估计，也有 50 万，汪
［8］（ P173）
荣培等（ 1997） 认为英语词汇总量远远超过 200 万。
同样在动词的数量上，汉语也不及英语。如果
英语和汉语要表示的事物和概念基本相当 ，为什么英语要多出这么多词汇？ 尽管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
不可否认，很多英语中用词汇来表达的事物或概念 ，汉语中是使用了词或词组组合的方式 ( 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连动结构) 表达的，而这些组合在词典中是不能体现出来的 。例如：
使役意义的表达：
discourage“使……丧失勇气”
totalize“使成为整体化的”
结果意义的表达：

derail“使……出轨” benumb“使……麻木”
enrich“使……富裕” empty“使清空”

assemble“聚集在一起”

outgrow“长得太大而不适合”

survive“活下来”

drown“淹死”

方式、手段、伴随状态等偏正意义的表达：
gasp“气喘吁吁地说”
whisper“低声地说”

guffaw“大笑着说”

bet“打赌说”

howl“吼叫着说”

blurt“脱口而出”

accost“走向前与之攀谈”

slouch“将帽沿拉下来遮住”

nudge“用肘轻推让人注意”

涉及论元等动宾关系的表达：
afford“负担得起……的费用”
enlist“谋取……的支持”

patent“获得……的专利权”
disarm“解除……的武装”

tint“给……着色”

impress“给……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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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去商店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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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把钱存进银行”

因此针对词汇量少的情况，汉语用词或词根组合的方法来解决动词词根库有限 、抽象名词不足等缺
陷，这种手段也可在其他连动语言中发现 。
Andrew Pawley（ 2008） 指出，西印度尼西亚语言中的 Kalam 语也是一种连动语言，其连动式的主要
功能就是扩大一个受限的动词词根库。Kalam 语的动词是一个封闭的词类，只有大概 130 个成员，约
400 个语素，所以这种语言中大量存在动词连用的形式表达活动或动作。 例如 Kalam 中没有类似英语
bring、take、fetch、push、pull 这 样 表 达 位 置 移 动 的 动 词，也 没 有 类 似 英 语 swing、sway、vibrate、tremble、
duck、nod 等表达下方固定、上方运动的词汇，这些概念都是由动词组合而成的。同样，一些抽象概念也
是由表达具体动作的动词组合而成 。比如：
d am － ( get go) “拿”

［9］（ p171 － 202）

d ap － ( get come) “带”
d ap tan d ap yap － ( hold come ascend hold come descend) “前前后后地走”
pik am － ( fear go) “逃跑”
kn am － ( sleep go) “打盹”
ag  － ( say transfer) “告诉”
ag ask － ( say avoid) “拒绝”
ag nη － ( say perceive) “问”
ag slok － ( say slip． off) “食言，反悔”
ag g － ( say do) “坚持”
ag ay － ( say stabilise) “约定任命; 挽留”
d nη － ( touch perceive) “感觉到”
b nη － ( consume perceive) “尝”
因此，动 词 连 用 这 种 句 法 手 段 可 以 扩 大 一 个 受 限 的 动 词 词 根 库 ，弥 补 词 法 上 的 不 足。 魏 兆 惠
（ 2005） 在指出从商周至两汉几个连用动词之间使用连词“从少到多再到少 ”的规律时提到，周代以后，
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活用现象比甲骨文时代普遍得多 ，严重得多，最突出的是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的大
量使用，这个时期对应着连用动词之间更多使用连词联结 。使动用法在东汉时期开始衰落，在 6 世纪渐
［3］
趋消亡，这段时期对应的是连用动词之间减少使用连词联结 ，连动结构成熟。 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也从
一个方面说明了连动手段与词汇手段之间的互补关系 。
第二，连动结构可以弥补功能成分不足的问题 。
连动语言一般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 ，功能词不像非连动语言那样完善、丰富，因此连动结构可以
用来表达一些功能成分所表达的句法关系 。
李临定（ 2011） 指出： 连动式在同样的句法结构中隐含着各不相同的语义关系，分别可以放入以下
［10］（ P187）
框架：
用……方式
用……为讯号

为了……
在……地方

靠……

因为……所以……

在状态下
以后

在……的时候
在……上

如果……要( 就) ……
换句话说，汉语连动式是用一个动词发挥了英语中类似“by、for、with”等功能词、动词不定式、状语

从句、分词等功能成分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 = 我有十年用不盖被子的方式睡觉)
你坐火车回去。( = 你用坐火车的方式回去)
鸟儿快飞去报信吧! ( = 鸟儿飞去为了报信)
他穿着一件大衣走进来。( = 他在穿着一件大衣的状态下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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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说话低着点声儿。( = 咱们说话的时候低着点声儿)
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 = 民工们用吹哨子为讯号收工了)
老是站在门边说些什么? ( = 老是站在门边的地方说什么)
他转身走进去。( = 他转身以后走进去)
你买这个吃亏了。( = 你在买这个方面吃亏了)
我挣钱养活你。( = 我靠挣钱养活你)
他学习忘了休息。( = 他为了学习忘了休息)
说谎话要吃大亏。( = 如果说谎话的话要吃大亏)
与前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连动语言研究的结果相比较 ，汉语连动式所体现出来的这些语义关系 ，
基本上把方式、工具、背景、情态、时间、条件、伴随、话题等语义关系都包括在内了。 而且汉语历时研究
也证明，汉语很多标记、伴随介词、目的连词等功能词或标记成分，都是从连动式中的动词语法化而来 。
可见，在汉语中，作为一种语法手段，连动式的作用是用一个动词为另一个动词提供工具、处所、时
间、方式、施事、受事、与事等语义成分，或者为另一个动词提供时态、情态等内容。

三、连动式是一种文化结构，是汉民族认知文化心理的体现
事件结构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取决于民族文化心理
及思维习惯。
首先，英语中倾向于用综合式表达，而汉语喜欢用分析式表达。
Banczerowski（ 1980） 认为，对于一个同样的概念或意义，如果是用一个短语来表达，这种表达法称为
分析型表达法（ analytic expression） ，如果是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表达法称为综合型表达法 （ synthetic
［11］（ P336）
expression） 。
综合型表达法和分析型表达法可以在一个语言中同时存在，例如英语中既有 to
foul，又有 to make sth． dirty； 既有 remind，又有 make sb． think of。同样，汉语中既有“奶( 孩子) ”，又有“给
……喂奶”； 既有“提醒”，又有“使 …… 想起 ”。 但是从整体上看，汉语比较倾向于采用分析型表达法。
因此，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常常输出用分析型表达法的表达 ( 如 a) ，而不会有意识地使用综合表达
［12］（ P135）
( 如 b) 。
a） It is not easy to look after a spoiled child like a mother．
b） It is not easy to babysit a spoiled child．
［13］
现代汉语分析式表达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类 、象分离的编码机制。 在词法上，“象 + 类”是双音
节词的重要编码形式，“象”表示该“类”的类属、性状、形貌、功能、方式、工具、质料、空间、时间、比喻等

等语义特征，如“斑马、儿马、劣马、驽马、铁马、头马、驼马、野马、骏马、战马、河马、木马、纸马 ”等，都是
在表类属的“马”前添加表示区别性特征的“象 ”构成的。 在句法上，“特征 + 类属 ”也是现代汉语重要
的组块方式。例如“大声说、伤心地说、握着手说、赶忙解释说、回头冲他一笑说 ”等等，都是在中心词
“说”前添加各种语义成分构成的。
其次，汉语喜欢具象思维，英语喜欢抽象思维。“如汉语翻译英语电影片名 …… 即使碰到人名地名
［7］（ P314）
要求音译，也必定添出一定的意义，越具体越好。”
比如英语片名“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
桥”，“Memeto”译为“记忆碎片”等。
由于汉民族的具象思维方式和分析式表达倾向 ，现代汉语表达事件结构时倾向于采用动词连用的
编码手段。同时，对于同一个事件来说，选择这个事件中的哪些部分来代表这个事件，不同的连动语言
［14］（ P310）
方法可能不同。例如 Sranan 语用“waka luku”( 走看) 表示“寻找 ”，
选择了“寻找 ”这个事件中的
“走”、“看”两个特征动作，但汉语中的“走着瞧”却不能表达“寻找”的意思，而是表达类似“等着看事情

的最终发展结果”的意思。汉语中表达“寻找 ”这个事件，可能会说“睁大眼睛四处看 ”，选择“四处 ”和
“看”这样的特征。因此，在一个连动语言中，连动式的构成具有不确定性。 如 White Hmong 语中“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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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和“听音乐”通常认为是两件不相关的事，不能组成连动结构，如果放在一起需要用连词联接； 相反，
“吹芦笙”和“跳舞”这两个动作密不可分，是一个整体，因此能组成连动结构： ［14］（ P329）
White Hmong 语
a) nws dhia
3SG 跳舞

tshov

qeej

吹

芦笙

他吹着芦笙跳舞。
b) * nws dhia mloog
3SG 跳舞

nkauj

音乐
* 他听着音乐跳舞。

c) nws dhia
3SG 跳舞

听

thiab
和

mloog
听

nkauj

音乐

他边听音乐边跳舞。
语言是思维和认知的结果。“思想彼此间的关系会明显影响句中词语的安排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
观点，一定的语言的结构体现一定的交际功能 ，语言结构是语言为实现语言的功能而自我调节的结果。
“语言结构反映经验结构，即世界结构，包括说话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15］连动式就是这一特性的体
现。因此，汉语中出现连动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汉语语法体系和文化思维方式合力下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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