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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现代汉语动词带谓词性宾语的述宾结构，本文利用大规模语料库，针对“V单+A单”粘合式述宾结
构，对其句法表现及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对“V单+A单”粘合式述宾结构在语料中三方面的句法表现：1.后
无其他成分；2.带体词性成分；3.带谓词性成分，本文分别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1.V单和A单结合
的紧密程度是影响其句法表现的重要因素；2.体词性成分的性质、“V单+A单”和体词性成分的搭配等也对其
句法表现有重要影响。随后，本文对“打黑”、“招新”这类特殊的“V单+A单”粘合式述宾结构进行了讨论。
最后，本文还发现有一部分“V单+A单”粘合式述宾结构通常不能独立存在，并对这类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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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use a large-scale corpus to study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reasons of the “V单+A
单

” adhesive predicate object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instances in the corpus reveals the following thre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1.without followed by other syntactic elements;2.followed by nominal elements;3.followed by predicative
elements. We think:1.the combination degree of V 单 and A 单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s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2. the properties of nominal elements、the effect of “V单+A单” collocate with nominal elements also have
some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s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Then we discuss a special type such as “dahei”“zhaoxin”. At last,
We find and analysis a part of predicate object structures that usually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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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述宾结构是现代汉语中很重要的一种结构类型，自 1898 年《马氏文通》问世至今近一
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朱德熙（1982）对现代汉语述宾结构进行了较
全面的说明，尤其从语法方面对谓词性宾语进行了相对详细的描写。此后，关于述宾结构的
研究一般按照朱先生的思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动词带体词性宾语组成的述宾结构（以
下简称为“体宾式述宾结构”
）
，如“洗衣服”“吃饭”等，一类是动词带谓词性宾语组成的
述宾结构（以下简称为“谓宾式述宾结构”），如“感到幸福”
“发胖”等。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批准号

13YCX001）。

体宾式述宾结构的相关研究理论比较成熟，在语法、语义等方面都展开了深入分析并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语法方面对动词、宾语的特点、性质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说明，如马庆
株（1985）
提出了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随后对名词性宾语的类别进行了说明；范晓（1991）
、
袁毓林（1993）等利用配价理论对动词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语义方面不断探讨述宾结构
中动词和宾语的各种语义关系，如李临定（1983）、孟琮（1999）等。近年来，逐渐流行的
“述宾结构+宾语”格式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在对该格式构成成分的特点、来源、
搭配关系及语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地探讨，如饶长溶（1984）、邢公畹（1997）、张博
（1999）等。此外，还有学者从韵律方面进行了研究，如冯胜利（1997）等。
对谓宾式述宾结构，已有学者尝试对形容词、动词等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情况进行描写
说明。如对形容词作宾语的分析，从作宾语的形容词的定性分析入手，对述宾结构中的动词
和形容词进行了语法意义、修辞等方面的简单分析说明。这些研究为此结构的进一步探讨提
供了很好的思路，但与体宾式述宾结构相关研究相比，研究尚不够深入，也缺乏整体和系统
性的研究与阐释。
本文将对谓宾式述宾结构进行探索式研究，以大规模语料库为数据及实例基础，研究其
句法表现，期望能够发现该结构在句法表现上的一些规律及原因。基于单音节词使用频率高，
发展变化小的特点，并力求尽可能地聚焦考察对象，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单音节动词（V
单）和单音节形容词（A 单）接续出现时形成的述宾结构（这是一种粘合式述宾结构，以下将
简称为：
“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
，如“发白”“转好”
“嫌贵”等。

2 “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实例获取与句法表现考察
结构实例获取
为了对“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进行相对全面的分析，本文将考察语料定位在网络小说
及新闻两个领域。网络小说用词灵活，偏重口语；新闻语料较正式，偏重书面语。
我们从网上搜集并下载了网络小说文本语料，
共计约 1.57 亿字次；下载了新浪新闻 2012
年 6-12 月的全部新闻文本语料，共计约 2.88 亿字次。随后，利用中科院的分词系统 ICTCLAS
1
进行了分词和词性标注 ，建立了网络小说及新闻语料库，语料总量为 4.45 亿字次，作为本
文研究的数据统计及实例提供语料库（以下简称“小说新闻语料库”）。
抽取小说新闻语料库中所有的“V 单+A 单”结构，共计 28487 个。逐一判断 28487 个结
构，排除掉述补结构、主谓结构、非粘合式的结构以及非合法搭配结构，最终得到 1423 个
“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实例。
2.2 句法表现及分布
借鉴体宾式述宾结构的相关研究，我们对上述实例进行考察，发现“V 单+A 单”粘合式述
宾主要有三方面的句法表现：V 单+A 单+空、V 单+A 单+体、V 单+A 单+谓，即“V 单+A 单”后不带
其他成分、带体词性成分和带谓词性成分。
① 墙壁渗水，地板发黑。
② 他们愿意挨穷，不接受冷暴力。
③ 沈冰作为央视的女主播惊艳了不少人。
④ 保湿喷雾与化妆水、柔肤水有很大区别。
⑤ 红姑娘忍疼点了点头。
从语料中具体的实例来看，很多“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结构都同时具有这三个方面的
2.1

虽该系统基本上是目前中文分词词性标注最好的自动系统，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词与词性标注的错
误。本文没有对其处理结果进行人工辨析与排查，而是直接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与实例抽取。对由此而产
生的实例获取及数据统计的偏差对本文句法表现分布的影响，本文暂不作探讨。
1

2

句法表现。表 1 是这三种句法表现在语料中的真实分布情况 。表 1 显示，从真实语料库的
语言事实来看，在这三种句法表现中，“V 单+A 单+空”的实例所占比例最高，多达 70%；“V
单+A 单+谓”的实例所占比例很低，仅有 2%；“V 单+A 单+体”的实例所占比例居中，为 28%。
表 1 三种句法表现在语料中的分布
表现形式

数量

比例

V 单+A 单+空

991

70%

V 单+A 单+体

395

28%

V 单+A 单+谓

37

2%

3 句法表现分析
“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在语料库中的真实句法表现呈以上分布是不是偶然的？为什么
同为粘合式述宾的“V 单+A 单”具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对所有实例进
行了较为详细地观察与分析。
3.1 V 单+A 单+空
即“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后面一般不带其他成分，其主要语法功能是作谓语，可以受状
语的修饰。有的结构可以出现在能愿动词和心理动词后面作宾语。如：
① 全球股市似乎正在转暖。
② 手摸上去会发黏。
③ 他们喜欢搞怪。
3.2 V 单+A 单+体
根据“V 单+A 单”和体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分为述宾结构与偏正结构两类：
（1） 述宾结构
即“V 单+A 单”是述语，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二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充当宾语的
体词性成分有代词、名词等。如：
① 不是我有意为难你。
② 庄家有意在造热葡萄牙，分流客胜热度。
这些结构还可以与介词“把”“被”“令”等共现，形成对应的“把/被/令+体+[V 单+A
单]”的结构，表达出明显的处置义。如：
③ A)实际上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拉黑我。B)他们会把你拉黑。
④ A)他以一记 360 度胯下扣篮惊艳全场。B)事实就是这样令人惊艳。
（2） 偏正结构
即整个结构是定中式偏正结构，“V 单+A 单”是定语，修饰后面的体词性中心语。根据修
饰体词性成分时带“的”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不能带“的”修饰中心语。如：
① 宝宝发烧不要注射退热针。
② 他连在这里面找片止疼片也找不出来。
第二类：必须带“的”修饰中心语。如：
① 没人给她洗那些白色不耐脏的衣服了。
② 一直躺在地上装死的人突然爬了起来。
第三类：修饰中心语时，可以带“的”，也可以不带“的”。如：
① A)医生给他用过各种滴耳液、抗生素和止疼药。B)莫老说那些止疼的药吃多了不好。
我们按照语料中具体实例占优势的句法表现进行了统计，如：“发暗”在语料中主要作谓语，后一般不
带其他成分，也有少数实例可修饰体词性成分，按照句法表现的数量优势，将其统计为“V 单+A 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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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抢通部队已经组织专家商定排险方案。B)消防官兵立即制定搜救排险的方案。
3.3 V 单+A 单+谓
这种类型的述宾结构后面可以带谓词性成分，如形容词、动词、述宾结构等。如：
① 这些恶性的药品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审丑疲劳”。
② 大家只懂得水会遇热蒸腾，遇冷结冰。
一些带谓词性成分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独立性较差，多出现在四字格式中。如：
① 海面上的鲨鱼闻腥而至。
② 一家三口团团围着子竹嘘寒问暖。
3.4 通过观察与分析，对“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三方面的句法表现，我们有几点认识：
（1）有些“V 单+A 单” 粘合式述宾（如“转暖”“发黏”“嫌贵”“趋稳”“怕胖”等）
后面一般不带宾语，而有些“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如“为难”“造热”“惊艳”“卖空”
“拉黑”等）与一些体宾式述宾结构相似，后面可以带体词性宾语。我们认为 V 单和 A 单结
合的紧密程度是影响该句法表现的重要因素。
“嫌贵”“趋稳”等 V 单和 A 单结合的紧密程度较低，可看作是短语。“造热”“惊艳”
等 V 单和 A 单结合的紧密程度较高，有词化的倾向，可看作是词，它们的及物性较强；词化
的趋向使整个结构的意义逐渐融合，不再是 V 单和 A 单意义的简单相加。张博（1999）指出
带宾语是大多数动词的本质特征，述宾结构后再带宾语，就加快了与单音节动词等纯动词趋
同的过程，逐渐产生自身原本没有的语法特征。“造热”“惊艳”等词化的趋向使得这些结
构后可带宾语，并且可以带“着”“了”等表示动态，如“拉黑了你”“裹杂着树叶”。
（2）语料分析表明，大部分“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都可以作定语。它们作定语时，有
的带“的”，有的不带“的”，有的两可。“V 单+A 单” 粘合式述宾作定语所表现出来的差
异往往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
①所带体词性成分的性质
体词性成分的性质对“V 单+A 单”的句法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有些体词性成分一般需要
粘附在其他成分上，不能单独出现，这时“V 单+A 单”整体可看作是一个合成词，因此作定语
时一般不带“的”。如“止疼片/止疼的片*” “防碎层/防碎的层*”“制热价/制热的价*”。
② “V 单+A 单”与体词性成分搭配的影响
“V 单+A 单”与体词性成分的搭配对其句法表现有重要影响。在不带“的”的结构里，
“V 单+A 单”与体词搭配的能力受到限制。如“装死”“发红”“泛黄”“耐脏”等与体词
性成分搭配组成定中式偏正结构时，需要在“装死人”“发红手”“泛黄报纸”“耐脏衣服”
等结构中间加“的”才更顺畅。这些结构还可以转换为主谓结构，如：“装死的人”→“这
个人装死”“耐脏的衣服”→“这件衣服耐脏”等。有一些可以不带“的”的定中结构也可
以转换为主谓结构，如“止疼（的）药” →“这种药止疼”“耐旱（的）物种” →“这类
物种耐旱”。而有一些可以不带“的”的定中结构却不能转换为主谓结构，如“排险（的）
方案” →“这个方案排险*”“吸湿（的）能力” →“这种能力吸湿*”。
主谓结构中谓语是对主语的陈述，定中结构中定语是对中心语的修饰。由主谓结构转化
为定中结构时，“的”作为一种句法关系的标记，作用是把陈述性的谓语转化为修饰性的定
语。如“这个人装死”中“装死”是陈述人的一种状态，不具有修饰性，由谓语转化为定语
时就需要借助“的”的作用，使其具有描写性，表达对中心语的修饰。而“耐旱物种”“吸
湿能力”中“耐旱”“吸湿”则不同。“耐旱”是“物种”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可以作
谓语表示对主语的陈述，也可以作定语表示对中心语描写性的修饰，其带“的”更凸显其描
写性。再如“防臭鞋垫”“保暖衬衣”等。“吸湿”不是“能力”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它是对“能力”限定性的修饰，旨在与其他“能力”的区别，强调是“吸湿”的能力，不是
“制热”的能力。因此不能作谓语来陈述主语。再如“制热功率”“遇旱面积”等。

（3）从语料中获取的可以带谓词性成分的“V 单+A 单”述宾结构实例很少。“V 单+A 单”
与谓词性成分的内部结构关系是多样的，有连谓关系、修饰关系、并列关系等。“V 单+A 单”
带谓词性成分的原因，尚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3.5 一类特殊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句法表现分析
在语料中，我们发现还存在像 “打假”“打黑”等一类特殊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
结构。与上述所讨论的“V 单+A 单”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结构中的 A 单表示“A 单+体词
性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省略式“V 单+A 单”，在语料中出现了 228 例。如：
① 重庆打黑运动进行正酣。
② 贵州茅台此次公布真酒投放量的目的是为了打假。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原因有：
（1） 音节的省略
V 单、A 单可以看作是双音节并列结构简略为单音节，如“尊老”—“尊敬老人”、“登
高”—“攀登高处”、“招新”—“招收新人”。
（2） 意义的固化
“老人”“高处”“新人”等“A 单+体词性成分”意义凝固化，及 A 单较强的修饰能力，
使得 A 单可以形象化地表示具有该属性的事物或现象，再加上使用频率高，使得这些结构较
固定，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出现后面的体词性成分就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
它们在语料中的句法表现与一般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句法表现基本一致，如：
①生源争夺战升级：高校掐尖，中学纷纷被“加冕”。
②他们什么药都可以作假。
③他可能是个啃老族。
④这正是踏野的情趣所在。
⑤A)一旦商家出现售假的行为，就会受到严厉制裁。B)坚决打击任何售假行为。
这些特殊述宾结构中也有一些结构独立性较差，带谓词性成分时多出现在四字格中。如：
“英雄救美”“截长补短”等。
此外，语料中还存在较多的“吃酥皮”“盖新厂”等 “V 单+[A 单+体]”的格式，其中的
体词性成分并不能省略并组成“V 单+A 单”结构。这不符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在统计分
析的过程中，将这类结构看作了非合法的结构，并未对此类现象进行分析。

4 非独立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结构
在语料中，还存在一些非独立“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它们一般难以独立出现，在语料
中仅出现在四字格里。“四字格”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一种语言格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英雄救美”“返璞归真”等。本文所讨论的出现
在四字格中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结构，所具备的语法特点有：
（1）结构类型上，出现在四字格中的粘合式“V 单+A 单”属于述宾式。
（2）语法功能上，整体可以作谓语，作定语修饰体词时需要加“的”。
（3）表现形式上，四字格中的 V 单和 A 单很多是成对出现的，或为同义词，或为反义词。
根据对语料的统计分析，出现在四字格中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在网络小说中有 176
个，在新闻语料中有 98 个，两个语料中共有的结构有 16 个。按照四字格的内部结构可以分
为：主谓式、并列式、连谓式、偏正式。
表 2 非独立“V 单+A 单”型粘合式述宾结构在语料中的分布
结构类型

数量

并列式

109

举例
避实击虚、惩贪罚恶、携老带幼、知冷知热

主谓式

82

暗影浮香、师直为壮、财不露白、欣喜若狂

偏正式

37

以旧换新、以小衬大、以静制静、以善报恶

连谓式

14

闻腥而至、蓄水备旱、静而生阴、拍手称妙

一些独立性很差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可以四字格的形式作定语修饰体词性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四字格式必须带“的”修饰中心语。如：
① 我最讨厌那种嫌贫爱富的人。
② 卢展工来到了树木成荫的长水村。
一些出现在四字格中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用 A 单表示具有该属性的事物或现象。如：
③ 这种舍易取难的做法令人费解。
④ 两支披坚执锐的军队缓缓逼近。
四字格中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结构独立性较低，一般不能单用，它们很多是从古代
汉语沿袭下来的。古代汉语的文言表达精炼，现代汉语中有不少四字格可以看作古代汉语文
言格式的承袭，因此这些四字格往往多于用文学语言，以及比较正式的场合。

5 结语
本文利用大规模语料，对“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句法表现及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分
析表明其句法表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 V 单和 A 单结合的紧密程度、体词性成分
的性质、“V 单+A 单”和体词性成分的搭配等。随后还对“打黑”等特殊述宾结构及一些以四
字格形式出现的非独立述宾结构进行了讨论。
由于语料所限及自身的不足，本文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缺少对带谓词性成分的“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的有效分析，也没有对带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的“V 单+A 单”作区别说明。
此外，对于带谓宾的述宾结构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如能够进入“V 单+A
单”粘合式述宾结构的限制因素是什么？出现在同样格式中的 V 单和 A 单有什么区别？其中的
限制性条件有哪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下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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