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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分别考察并验证在状中偏正结构中,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所形

成的果因、因果和并行三种语义关系类型, 并基于不同的语义关系类型, 分别探讨动词结构的语义

类别、语义特征及其句法标记。并由此认为,语义特征决定语义关系,而语义特征如何体现则受制

于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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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本文主要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原则 (邵敬敏 2004) ,以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

同现时的语义双向选择关系为切入点,研究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所构建的不同语义关系类

型,并基于不同语义关系类型, 探讨动词结构的语义类别、语义特征及其句法标记。通过研究

试图明确以下两点认识:一是句法结构上的偏正关系与语义选择上的平等关系是不对称的,即

语义上的 /选择性限制是双向的,偏正结构中的修饰成分同样对中心语有着严格的要求 0 (石

定栩 2007) ;二是当某词类次范畴与某句法结构同现时,其语义关系会随着各自语义特征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能不能同现取决于各自的语义特征,而如何同现则受句法结构的制约。

作为人类独有的心理事件, /情感不仅是有因的, 而且是有果的。0 (赵春利 2007) 是时间

序列中因果事件逻辑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汉语使令结构与 /得 0字补语所组合成的句法结构

能使情感形容词同时显示出情感事件的 /前因之果 0和 /后果之因0两种语义功能。例如:

  ¹ 这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戏剧悬念   使人紧张得   几乎透不过气来。

           (原因 )        (前因之果 /后果之因 )   (结果 )

这样, /紧张 0这一情感事件就在 /这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戏剧悬念 0与 /几乎

透不过气来 0在因果关系上铺设了一条情感之桥。

可以说,变动不居的人类情感始终处于某种因果关联之中,为了较为深入细致地厘清情感

形容词在因果关联中的句法表现, 本文在对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以下简称

CCL)中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的组合情况进行穷尽式考察的基础上,借助于百度和

谷歌两个搜索引擎,主要分析了以下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间的语义双向选择关系,如:悲哀、

悲伤、悲痛、惭愧、得意、烦躁、愤怒、高兴、后悔、激动、焦急、紧张、沮丧、绝望、苦恼、快乐、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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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难受、内疚、伤心、生气、失望、痛苦、痛心、兴奋、幸福、忧伤、愉快、自豪等。调查发现,在

状中结构这一句法位置上,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之间的语义关系按照时间关系和

逻辑排列可分为三种: a果因关系、b因果关系、c并行关系。例如:

  º a. 我高兴地发现, 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b.客人惊喜地叫了起来。

   c. 她焦急地等了很长时间。

一、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的果因关系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之间存在着果因关系。状位情感形容词所指称的情感事

件是述位动词结构指称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而动词结构所指称的行为则是原因,从状中结构

的前后位置看,情感形容词在前而动词结构在后,即前果后因。例如:

  » a. 他惊讶地发现他自己躺在了地板上。

   b.他伤心地失去了他同族人的同情和关注。

   c. 我欣喜地遇见了那么多优秀的、上进的同学。

从时间先后来看,动词结构所指的行为 (发现、失去、遇见 )发生之后才触发了形容词所指

的情感事件 (惊讶、伤心、欣喜 ), 因此, 二者属于先行后情的因果关系。不过从状中句法位置

的先后顺序来看,结果处于在前的状位,原因处于在后的述位,二者是先情后行的果因关系。

如何验证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的这一果因关系呢?

首先,从句式分解的角度看,当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间存在着果因关系时,句子可以分

解为表因果关系的复句: /主语 +因为 + 述位动词结构, 所以 + 状位情感形容词 0。上述例 »

可做如下分解:

  » ca.他 (因为 )发现他自己躺在了地板上。      (所以 )很惊讶。

   b.他 (因为 )失去了他同族人的同情和关注。 (所以 )很伤心。

   c. 我 (因为 )遇见了那么多优秀的、上进的同学。 (所以 )很欣喜。

无论从语感上还是逻辑上,我们都能根据自身的认知经验从分解前的句子中解读出分解

后的因果关系。常说的 /喜得贵子 0、/痛失金牌 0其内部语义关系就是 /因得贵子而喜 0、/因

失金牌而痛 0的因果关系。

其次,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 在英语中, /不定式短语可以用在作表语的形容词或过去分

词后作状语,说明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用动词不定式短语表示原因时,不定式的动作先于谓

语的动作,句子的谓语往往是表示情感的动词或形容词 0。 (钟珊辉 2003) 例如:

  ¼ a. I am de lighted to know tha t you have go t a job. (我高兴地得知你找到了工作。)

   b. H e was very surprised to m eet his g irlfriend. (他非常惊奇地遇到了他的女朋友。)

尽管在句法地位上,英语与汉语在表达情感事件与行为事件的关系时是相反的:英语是用

情感形容词作谓语,动词结构作状语;汉语则是情感形容词作状语, 动词结构作谓语。但在语

义关系上,英、汉语都是动词结构指称的行为引发了形容词指称的情感。在空间顺序上,英、汉

语也都是情感事件在前而行为事件在后。从句法形成与语言接触的角度说,英、汉所表现出的

这种一致性是否因汉语受英语影响而形成的, 本文暂不论述, 但对 CCL古代汉语语料库的检

索结果显示,能形成果因关系的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率极低,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具有果因关系的状中结构是现代汉语新近产生的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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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对比角度看,如果把包含情感形容词与其他类动词结构所组成的状中结构的句子

强行分解为表因果关系的句子,那么,分解后,有的句义很难接受 (如下面例½ a1和 a2 ) , 有的

句义发生了变化 (如下面例 ½ b1和 b2 )。例如:

  ½ a1: 孩子高兴地蹦了起来。    X * 孩子 (因为 )蹦了起来, (所以 )很高兴。

   a2: 爸爸苦恼地皱起了眉头。 X * 爸爸 (因为 )皱起了眉头, (所以 )很苦恼。

   b1:同学们都恐惧地盯着老师。 X  同学们都 (因为 )盯着老师, (所以 )很恐惧。

   b2:他紧张地等了半个小时。 X  他 (因为 )等了半个小时, (所以 )很紧张。

从语义上看,例½ a1和 a2分解前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之间是因果关系, 即 /因高兴而蹦

了起来 0、/因苦恼而皱起了眉头 0,变换后的句义则很难为我们的认知所接受;例 ½ b1和 b2分

解前后的句义不同,分解前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是并行关系, 即例 ½ b1表示与 /盯着老师 0

并行的心理状态是 /恐惧0,例½ b2表示与 /等了半个小时0并行的心理状态是 /紧张0, 而分解

后的句义凸显了具有时间先后意义的线性因果关系。

可见,情感形容词作状语时,并不是与所有的动词结构都构成果因关系,那么,状位情感形

容词与什么样的动词结构结合可以构成果因关系呢? 或者说, 可与状位情感形容词构成前果

后因关系的动词结构有哪些语义类别呢? 我们发现,情感形容词主要与 /得、失、遇 0 (广义上,

/遇0也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 /得 0 )三种语义类型的动词结构构成果因关系。

首先, [ +获知义 ]动词结构,常见动词有: 得知、发现、知道、看到、获悉、认识等。¹ 例如:

  ¾ a. 他惊异地获悉, 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

   b.森林得意地看到了他们心中正羞愧不已。

其次, [ +错失义 ]动词结构,常见动词有: 错失、错过、失恋、失去、失却等。例如:

  ¿ a. 我国地震工作者痛心地错失了通过中央向有关地区打招呼的时机。

   b.这个女青年绝望地失恋了。

第三, [ +偶遇义 ]动词结构,常见动词有: 重逢、碰到、碰见、碰上、相逢、相遇、遇到、遇见、

遇上、撞到、撞上、陷入等。例如:

  À a. 你会惊喜地碰到米粒般甚至绿豆大小、半透明、光亮润泽的珍珠。

   b.两位老朋友欣喜地相逢于尼泊尔语意为 /树林和庙宇0的加德满都。

在状中句法位置上,为什么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 /得、失、遇 0这三类动词结构同现时会

表现出 [ +有因性 ]语义特征,从而形成前果后因的线性果因关系呢? 我们认为, 尽管句法上,

很多类形容词都可以进入状位, 很多类动词结构也都可以进入述位。但是, 哪类形容词与哪类

动词结构可在状中结构中同现以及形成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却是由二者的语义特征共同决定

的,是二者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情感形容词具有六种语义特征,为什么与 /得、失、遇 0这三

类动词结构同现时就凸显出 [ +有因性 ]呢? 这是由这三类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决定的。

从句法上看,这三类动词结构都是带结果补语的动补结构, 马庆株 ( 1988)把这三类动词

结构都看作了动词而归入非自主动词类。无独有偶,郭锐 ( 1997)也认为: /带结果补语的述补

结构则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相当于一个复合词, 也只有一个中心。0其实, 之所以将其归入动

词词类主要是基于语义的考量, 即都表示一种行为发生后的结果。可通过下表把 /得、失、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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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揭示出来。具体如下:

动词结构 分析视角 包含义素 语义特征

/得、失、遇0动词

行为起止的主观性

[-预期性 ]

[-自主性 ]

[-可控性 ]

行为过程的时间性

[+瞬间性 ]

[-过程性 ]

[-持续性 ]

行为表现的整体性

[+结果性 ]

[+激活性 ]

[-间断性 ]

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

  /得、失、遇0动词所包含的义素以及所表现出的语义特征可通过 [+获知义 ]动词 /看见 0

与动作动词 /看0的句法行为比较直观地验证出来。 (马庆株 2004) 请见下表:

看见 (获知义动词 ) 义素 看 (动作动词 )

* 我明天看见他。

* 我不看见书。

* 别看见书了。

无

无

无

[预期性 ]

[自主性 ]

[可控性 ]

有

有

有

 我明天看他。

 我不看书。

 别看书了!

 我一看见他就告诉你。

* 我看见 (了 )一个小时书。

* 我在看见书。

有

无

无

[瞬间性 ]

[过程性 ]

[持续性 ]

无

有

有

* 我一看他就告诉你。

 我看了一个小时书。

 我在看书。
 我看见那儿有很多人。

 看见他我就紧张。

* 我看见一下儿你的手。

有

有

无

[结果性 ]

[激活性 ]

[间断性 ]

无

无

有

* 我看那儿有很多人。

* 看他我就紧张。

 我看一下儿你的手。

  当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具有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动词同现时, 就会凸显出 [ + 有因性 ]

语义特征,因为每个人在没有任何预期、警告或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某种意想不到的 /得、

失、遇 0行为结果的刺激时,很自然地会产生某种情感反应。如果有了预期和心理准备,人的

情感往往不容易发生波动,心灵也较少受到震撼。以 /买到0与 /买下0为例:

  Á a. 他高兴地买到了风筝。 (果因关系 )

   b.他高兴地买下了所有的风筝。 (并行关系 )

例 Á a表达了情感 (高兴 )与行为 (买到 )之间的果因关系。因为能不能买到风筝、什么时

候买到、在哪儿能买到等问题都是非预期的、非可控的; 而 b表达的是情感 (高兴 )与行为 (买

下 )之间的并行关系, 因为能不能买下和要不要买下所有的风筝都是可预期的,都可根据自己

的财力和需求做出决定,属于可控的自主行为。当然,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间的果因关系也

可以非毗邻同现。例如:

  Â a. 获悉杭州汽轮动力集团一年巨变, 他很兴奋!

   b.安娜平白失去一个好机会,她十分苦恼。

   c. 李鹏说,他很高兴在时隔两年之后,又与川# 立派总理重逢。

可以说,情感形容词的 [ +有因性 ]与 /得、失、遇 0动词的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决定了二者

在状中结构以及其他句法结构中的果因关系, 符合语义条件的词语都可以进入到该类句法结

构中并形成果因关系。如果把情感形容词换为事体类形容词 (迅速、偶然 ) , 那么,其语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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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是果因关系。例如:

  �lv a. 侯永庚迅速地获得了重新生活的能力。 [事体类速度形容词 ]

   } 侯永庚 (因为 )获得了重新生活的能力, (所以 )很迅速。

   b.我偶然地碰到爱# 泰勒教授 (被誉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 [事体类模态形容词 ]

   } 我 (因为 )碰到爱# 泰勒教授, (所以 )很偶然。

可见,同一句法结构因同现词语语义特征的不同,词语间的语义关系也就不同。句法结构上,

与状位情感形容词形成果因关系的 /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0动词以 /动词+ (到 /见等 )结果补语0为
主,这一句法特点也制约了其再与其他句法形式同现的可能,像时量补语、程度补语、动量补语、趋向

补语、结构助词 /着0等, /得、失、遇0动词结构在句法形式上与其语义特征是一致的。例如:

  �lw* a.我惊喜地闻到了 (一会儿 )玫瑰的香气。

  * b.女孩终于惊悸地明白了 (一下儿 )平凡吸引不了出色的男孩。

  * c. 她惊愕地发现 (出来 )自己的秀发竟在悄悄地无可挽回地失去。

  * d.帝苑娱乐城的负责人沮丧地收到 (着 )停业整顿通知书。

由此可见,状位情感形容词也可与空间位移性动词结构 (跑到、走到 )同现,但一般带有一定的

心理 [ +预期性 ],因此情感形容词与其在状中结构上同现时并非构成果因关系。例如:

  �lx a. 我得意地走到了女孩的面前。X  我 (因为 )走到了女孩的面前, (所以 )很得意。

   b.家丁慌张地跑到他的身边。 X  家丁 (因为 )跑到他的身边。 (所以 )很慌张。

例 �lx a、b两句分解后句法都发生了变化,情感 (得意、慌张 )与位移动词 (走到、跑到 )之间

不是果因关系, /走到、跑到 0也非 /得、失、遇0动词,情感与行为的关系是并行关系。

二、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的因果关系

在状中句法结构中,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之间还存在着因果关系。当状位情

感形容词与具有一定语义特征的述位动词结构同现时, 就会凸显出 [+致果性 ]语义特征。即

状位形容词所指的情感是原因,而述位动词结构所指的反应则是情感引发的结果。例如:

  �ly a. 他    恐惧地  哆嗦起来。

   b.马锐 羞愧地  涨红了脸。

   c. 他 慌乱地  说不出话来。

   d.张立根 焦急地  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时间先后看,是状位情感形容词所指的情感事件 (恐惧、羞愧、慌乱、焦急 )先于述位动

词结构所指的反应 (哆嗦、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不知怎么办 ), 而在句法位置上,也是状位情

感形容词在前,而述位动词结构在后。这样,情感事件与动词结构在线性因果上的时间先后与

二者句法位置上的空间先后是一致的。

通过插入因果关系标记词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上述句子中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间存在的

因果关系,且为我们的认知经验所接受。¹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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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调查发现,汉语在表达情感与其所引发的反应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时主要采用两种句法结构, 一是 /述位情感形容词

+ -得 .字补语 0,一是 /状位情感形容词 + 述位动词结构 0。从使用频次和句法形式的多样性看,前者远远高于后

者;从表达的切入点看,前者基于情感与反应间的因果关系, 着眼于以反应强度凸显情感强度,后者则强调情感与

反应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前者的表达重心是述位情感,后者的表达重心是述位反应。表达倾向上, 前者存

在着基于因果关系的程度夸张性,而后者则存在着基于因果关系的事实表述性。 (赵春利 2007 )



  �lyca.他 (因为 )恐惧 (而 )哆嗦起来。

   b.马锐 (因为 )羞愧 (而 )涨红了脸。

   c. 他 (因为 )慌乱 (而 )说不出话来。

   d.张立根 (因为 )焦急 (而 )不知怎么办才好。

人在一定情感的刺激下会做出一定的反应, 从因果关系的时间先后上说, 作为结果, 反应

滞后于情感刺激;从原因对结果的制约性上说,结果性的反应带有一定的非可控性、本能性和

无奈性,也就是说,当人的情感蓄积到一定程度和强度时, 其所导致的反应带有强烈的不可控

性。主体在自身情感的涌动刺激下一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通过对语料库的考察我们发

现,指称这些反应的动词结构主要有以下四种语义类别。

第一,行动反应类。行动反应是主体在自身情感的刺激下所作出的使用频率最高的常见

反应。主要有: a积极反应 (哭叫、肢体、头部、视觉 )和 b消极反应 (手动、死去、停下 )。例如:

  �lz a1. 小诺诺   恐惧地  哭了起来。

   a2. 她们 激动地  抬起了教练。

   a3. 道静 惊异地  抬起头来。

   a4. 客人 胆怯地  看了一眼钟表。

   b
1
.老大姐 欣喜地  一把抓住杨勇的手。

   b2.崇祯皇帝 绝望地  吊死于煤山。

   b3.其他人都 吃惊地  停下来。

从语义上看,积极的反应主要表起动义, 而消极的反应则表止住义; 句法上,前者主要由

/体口动词 +起来 0为主,而后者主要以 /手部动词 +住0为主。

第二,情态反应类。内在情感的波动会引起外在情态的变化,主要包括脸红、出汗等。例如:

  �l{ a. 梧桐    兴奋地  涨红了脸。

   b.他身上都 惊慌地  渗出汗来。

第三,能力反应类 ¹。内在情感的刺激会导致人的正常能力失常, 主要包括言语能力、呼

吸能力、睡眠能力、自控能力等。例如:

  �l| a. 泰斯   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b.她 痛苦地  喘不过气来。

   c. 房远怀 激动地  一宿没睡。

   d.成员们 惊恐地  不能动弹。

第四,心智反应类。情感波动会导致人的心智发生变化, 主要有神智 ( a1消极: 发疯、发

昏、呆住、僵住、愣住、怔住等; a2积极:醒来、醒过来等 )、知思 ( b1消极: 不知、忘了等; b2积极:

想起、忆起、说起、谈起 º等 )等方面的变化。例如:

  �l} a1. 蒙太尼里  痛苦地  发疯。

   a2. 他突然 惊恐地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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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情态反应和能力反应的出现频次极低,很多属于孤例。我们认为,状语的/地 0如果改为补语的 /得0更合乎语感。与/情感

形容词 + -得 .字补语0一样,该类情感形容词前没有出现程度副词,如 (* 他非常激动地一夜没睡 )。情感刺激下的情态反

应和无能表现主要凸显情感的强度,所以状中结构中的这两类有逐渐并入述补结构/情感形容词 + -得.字补语 0的趋势。

可进入瞬间性的起动结构 / V起来、V起 N来、V起 N0中的主要是心理动词和言语动词,前者如:想、忆、记、畅想、

思念等;后者如:说、讲、念、谈、聊、读、介绍、询问、攀谈等。尽管这些词语都是有意识的理智活动,但受句法结构的

制约,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自觉性和被动性。



   b
1
.孙殿英 尴尬地  不知说什么好。

   b2.我不禁 伤心地  想起许多往事。

值得注意的是,表消极义的 a1、b1中的 /地 0都可以改为 /得 0, 而表积极义的 a2、b2中的

/地0却不能改为 /得0。例如:

  �l~ a1. 蒙太尼里  痛苦得   发疯。

  * a2. 他突然 惊恐得 醒来。

   b1.孙殿英 尴尬得 不知说什么好。

  * b2.我不禁 伤心得 想起许多往事。

在强烈的情感驱动下,人的心智状态往往趋于失智和失忆等异常反应,而不是趋于清醒、理

智等正常反应。因此,例�l~ a1、b1出现在以强调情感强度为表达重心的 /情感形容词 + -得 .字补

语0的结构中便不难理解,而例�l~ a2、b2则不合法,不合法显示了句法结构对语义选择的制约性。

如果只陈述情感所引发的心智反应,尽管清醒和理智等正常心智状态不能显示情感的强度,却可

以作为情感所导致的反应,进入到由 /状位情感形容词 +地+述位动词结构0组成的状中结构中。

指称情感的形容词 (伤心、惊恐 )与指称正常心智的动词结构 (醒过来、想起 )能否同现决定于二

者的语义是否兼容,能否得到人类认知经验的认可。二者如何同现则受句法结构 (状中还是述

补 )对二者语义关系的制约。

为什么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时会凸显 [+致果性 ]语义特征? 这是由指称

反应的四种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决定的。结合述位动词结构的句法形式 (起动结构 / V起

来 0、止住结构 / V住 0以及动量结构 / V一下 0等 ) ,广义上可把 /行动、情态、能力和心智 0这四

种反应的语义特征概括为起止义动词结构。当情感形容词与起止义动词结构在状中位置上同

现时, 就会凸显情感的 [ +致果性 ]形成因果关系。那么,起止义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是什么?

首先,从起止反应的时间性上看,动词结构一般带有 [ +瞬间性 ]。主体受到强烈情感的

刺激后不是慢慢地作出反应而是爆发性地瞬间起动或者止住。情感 (原因 )与反应 (结果 )之

间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比如:他惊慌地哆嗦起来。 /惊慌0这一情感蓄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

爆发 /哆嗦0的反应,而不能说 /* 他惊慌地一个小时后才哆嗦起来 0。从实际语料看, 当情感

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构成因果关系时, 常常伴随一些表示瞬间义的词语 (如一下子、突然、忽然、

猛地、倏地等 )如: /产妇得知后, 突然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0部分动量补语也可表示瞬间义,

如: /他吃惊地咦了一声0/我高兴地点了一下头 0。值得注意的是, 瞬间性是指情感刺激下起

止行为的反应时间,而不是起止反应所持续的时间。一般来说,主体在做出起止反应之后,反

应的动作或者反应后的状态具有持续性。前者如: /他高兴地颤抖起来 (颤抖的动作持续 ) 0;

后者如: /他欢喜地站了起来 (站起来后的状态持续 ) 0。

其次,从起止反应的主观性上看,动词结构一般带有 [-自主性 ]。主体在情感的驱动下所

做出的反应有很强的被动性、非可控性, 比如: /他伤心地醒了过来 0, 不是说 /他想醒就醒,不

想醒就不醒 0,所以 /* 我不醒 0是不合法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非自主性动词结构比马庆株

( 1988)所界定的非自主动词要宽泛一些。比如, 马庆株 ( 1988)认为 /喊 0是自主动词, 而我们

认为, /喊0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中是自主动词, 如 /去喊爸爸吃饭, 你快喊! 0,但是在 /我绝望地

喊了起来0中 /喊 0就是在 /绝望0情感的驱动下所做出的下意识的非自主反应,是自主动词受

句法关系制约所表现出的非自主特征。也正因为如此,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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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常伴随着 /不由、禁不住、止不住、不由得、不由自主、控制不住、情不自禁、迫不得已0等受

迫义词语,如:他将获得自由,不由激动地流下热泪。

可以说,当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存在因果关系时, 动词结构所凸显的主要语义

特征是 [ +非自主 ] [ +瞬间 ] [ +起止 ]。由于该结构表述情感刺激下所做出的非自主的瞬间

起止反应,因此, 在句法结构上也具有明显的特点, 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瞬间起动补语和瞬间动量补语。表示起动义的积极行动反应、积极心智反应和情态

反应主要采用这两类结构。如起动补语: V了起来、V起来、V起 N来、V起 N; 瞬间动量补语:

V了一声、V了一下、V了一 N、V了一下 N、VVN、V了 VN等。

第二,可能补语否定式和瞬间止住补语。表示止住义的消极行动反应、消极心智反应和能力

反应常采用 /可能补语否定式、V住、V下来0等句法结构。
总的说来,由于受语义特征 [ +非自主 ] [ +瞬间 ] [ +起止 ]的约束,起止义动词结构的句法

结构一般不会出现: /时量补语、程度补语、可能补语肯定式、表持续性的结构助词-着 . 0等。

三、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间的并行关系

除了与非预期的瞬间得失义和非自主的瞬间起止义动词结构分别形成时间先后的果因关

系和因果关系以外, 状位情感形容词还可以与述位动词结构构成时间上同时性的并行关系。

以行为为核心,情感是伴随行为持续的心理状态。在并行关系中, 常见的动词结构语义类别有

言视、肢体、期待、头面四类。具体如下。

第一,言视类动词。请看例句:

  �mu a. 她    得意地    说着毒打妇女的事。

   b.致庸 失望地 看了他半晌。

   c. 小伍 兴奋地 讲个不停。

   d.这个人 十分不安地 左顾右盼着, ,避免被人发现。

言视动词主要是指言语动词 (如: 说、谈、问、叫、喊、嚷、念、讲、介绍、交谈、评价、评论、议

论、大叫、呼叫等 )和视觉动词 (如:看、盯、望、瞪、瞅、瞧、呆望、注视、扫视、审视、寻找、搜索、观

察、打量、检查、关注、注意等 ), 在并行关系中, 该类动词的出现最多、使用频次也最高。

第二,肢体类动词。请看例句:

  �mv a. 他         懊丧地   拍着秃脑门。

   b.他料理完养父后事, 伤心地 在床上躺了 20多天!

   c. 他的手 不安地 搓来搓去。

   d.方罗兰叹了口气, 更焦灼地 踱来踱去。

肢体类动词主要包括手部动作动词 (如: 提、挥、搂、拍、敲、掐、摇、握、抬、抱、推、捧、拉、

抓、举、摸、牵、端、捏、擦、拔、揉、揪、刨、掏、挥舞、挥动、抚摸、拥抱、敲击、敲打、推搡、拉扯等 )、

腿部动作动词 (如: 站、走、踱、挪、踏、踢、跺、跳、踩、跑、逃跑、奔跑、奔驰、站立、呆立、直立、蹦

跳、欢跳、跳跃、徘徊等 )和身体动作动词 (如: 坐、躺、偎、靠、骑、转、绕、扑、扭、爬、翻、翻动、翻

滚、抽搐、反侧、旋转、辗转、躲闪、躲避等 ) ,该类词语丰富且使用频次很高。

第三,期待类动词。请看例句:

  �mw a. 我日夜      焦急地     等待着大使馆的正式通知。

   b.为这次远行,她 痛苦地 期待了许久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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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他 惶惑地 沉思着, 神情上显得有些不安。

   d.他们俩都 尴尬和难受地 僵持着、忍耐着。

期待动词主要包括期盼动词 (如:想、盼、猜想、联想、梦想、回想、回忆、沉思、思索、思念、

想念、考虑、猜测、渴望、憧憬、关心、希望、盘算、酝酿、期盼等 )和等待动词 (如: 守、等、忍、期

待、等待、等候、守候、对峙、相持、僵持、保存、忍受、忍耐、压抑等 )。

第四,头面类动词。请看例句:

  �mx a. 他     痛苦地  咬着嘴唇。

   b.孩子们 高兴地  啃着老婆给他们的一些小小的肉骨头。

   c. 川村 惊慌地  眨巴着眼睛。

   d.黑妞只是 腼腆地  低着头。

头面类动词主要包括: 低头、点头、垂头、歪头、皱眉、咧嘴、噘嘴、张嘴、啃骨头、吃饭、喝酒、

饮茶、喘气、睁眼、闭眼、眨眼、伸脖子等。

那么,与状位情感形容词形成并行关系的动词结构具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呢?

首先,从行为过程的时间性看, 四类动词结构所指称的行为状态最明显的语义特征是 [可

持续性 ]。从语料上看,这四类动词结构都可带表示 /持续0的结构助词 /着0,如: /她徘徊在展
厅里,急切地寻找着王建成 0。 /寻找着王建成 0这一行为有一个时间持续的过程, 与这一过程

相并行的情感状态是 /急切 0。除此以外, 言视、肢体和期待这三动词还常伴随着时量补语,

如: /他们生气地争论了半个多小时0。行为 /争论 0的持续时间是 /半个多小时0,在这时间段

里所伴随的主体情感状态则是 /生气 0。另外, 部分肢体动作动词可进入表行为往复的动词结

构中,也包含着极强的持续性,如: /他烦躁地踱来踱去0。 /踱来踱去0不是一次性瞬间完成的

动作, 而是要持续一定时间的行为状态,与这个过程并行的主体情感是 /烦躁 0。
其次,从行为过程的主观性看,与情感形容词形成并行关系的动词结构一般还具有 [ +自

主性 ]语义特征。如: /人们兴奋地议论着 0, /议论 0还是 /不议论 0属于主观可控的自主行为。

再如: /他愤怒地保持缄默 0, 一般人在愤怒的时候会跳了起来, 而他虽然 /愤怒0,却 /保持缄
默 0,可见 /保持缄默0具有很高的自主特征。

由此,可把述位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归为 [ +自主 ] [ +行状 ] [ +持续义 ] ,即当情感形容

词与动词结构之间存在着并行关系时,动词结构所指的行为或状态具有可持续性和自主性。

从句法结构上看,具有可自主的形状持续义动词结构最典型的句法特征就是 V +着、V +

时量补语以及表行为往复的 V来 V去、V个不停等句法结构。除此之外,光杆动词 ( a)以及表

动态位移 ( b)和静态处所 ( c)的部分肢体动词也比较常见。例如:

  �my a. 陈章良   得意地  回答。

   b.殡葬队伍 悲哀地  在路上缓缓行走。

   c. 墨索里尼 尴尬地  站在雨中看群众乱哄哄地躲雨。

从性质上说,这些动词结构在主观上的自主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为情感事件与行为事件

之间的并行关系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状中结构中,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可以形成果因、因果和并行三种语

义关系类型,而决定这种语义关系类型的是情感事件与行为事件基于语义双向选择的语义特

征。下表可将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的语义关系以及动词的语义类别、语义特征和句法结构

表现出来。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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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语义关系 V语义类别 V语义特征 V句法结构

果因关系
获知、错失、

偶遇

非预期的瞬

间得失义
动词 +结果补语 (到 /见 )等

因果关系
行动、情态、

能力、心智

非自主的瞬

间起止义

起动补语、动量补语、可能补语否定式、止住补语

等

并行关系
言视、肢体、

期待、头面

可自主的行

状持续义
动词 +着、动词 +时量补语、往复义动词结构等

  可以说,某一词类次范畴与某一句法结构能不能同现以及形成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取决于

各自的语义特征,语义特征不同所形成的语义关系也就不同。若把情感形容词换为事体类速

度形容词,那么事体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所形成的语义关系就是属性值与属性载体的关系, 而不

同于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所形成的三种语义关系。例如:

  �mz a. 我  慢慢地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盆栽与盆景知之甚少。

   b.她 很快地站了起来, 拉直了她的罩衫。

   c. 他 迅速地盘算着怎么应付当前的局势。

情感形容词与动词结构能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同现,主要受制于句法关系。同样的语义关

系,处于不同的句法结构中,因受句法结构的制约也会凸显不同的语法意义。比如, 状中结构

/高兴地跳了起来 0和述补结构 /高兴得跳了起来 0都是因果关系,但前者凸显动词结构的瞬间

起动义,而后者则凸显情感的强度值。这有力地说明了语义的决定性和句法的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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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inciples on the Co-occurrence

of Affective Adjectives and Verba-l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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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verified that therew ere three types of sem antic relat ions such as effec-t cause,

cause-effect and para lle l betw een a ffect ive adjectives as adverb ial and verb-constructions (VCs) as

predicate. Based on different types o f sem ant ic relations, the paper d iscussed the sem antic ca tego-

ries, sem an tic features and syntactic m arks of the VC s. It can be sa id that the sem antic features

dom inate the sem antic relat ionship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em antic features are subject to the

exerc ise o f syntac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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