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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
李 宇 明
提要

本文讨论动词重叠和动词带数量补语两类现象的同异。事实表明它们在共

时平面内已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范畴内部是非匀质的，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范畴
之间不是闭断的，两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存在由实到虚的连续性序列。这一序列是
“动·数·量”结构的历时发展在共时平面中的积淀，与“动·数·量”结构语法化
的进程存在着大体上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为通过内部比较的共时研究来构拟历时发
展提供了根据。因此，语法研究应当是离散性观念和连续性观念的结合、共时性观念
和历时性观念的结合。
关于动词重叠，人们常提到的格式主要有四种：
Ⅰ）Vv 式。如：看看；笑笑。
Ⅱ）V 一 v 式。如：看一看；笑一笑。
Ⅲ）V 了 v 式。如：看了看；笑了笑。
Ⅳ）V了一v式。如：看了一看；笑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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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格式，哪些是动词重叠式哪些不是，常有各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归纳起
来可以分为三类：
a）完全否认动词重叠式的存在，认为它们全都是“动·（数·）量”组合；
b）认为它们全都是动词重叠式；
c）只把前一种、前三种或前三种中的某两种看作动词重叠式。
这些分歧意见的产生，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现象的存在有直接关系。动词重叠式与
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现象，在历史来源上有关系，在共时的句法表现上有纠葛。一方面，
人们对这两种现象的语法特征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与看待语法问
题的视点有关。当把视点聚焦在动词重叠式的历史源头上时，或是把视点聚焦在动词
重叠式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相同句法特征上时，便会产生 a）类意见；当把视点聚焦
在动词重叠式的历时发展的今流上，而看重动词重叠式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不同句法
特征时，便会产生 b）类意见；如果把历时和共时综合考虑，并且一定要在动词重叠
式和动词带数量补语两种现象中间切上一刀时，便会产生 c）类意见。
本文目的是，通过考察动词带数量补语和Ⅰ）－Ⅳ）四种动词重叠式之间的异同
以及这两类现象内部的差异性，试图勾勒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连续性序列；然
后再简单比较这种共时的连续性序列与其语法化进程的关系。本文虽不直接对关于处
理动词重叠的三类意见进行评价，但这些讨论无疑对动词重叠式的确定有启发意义。

一、“动·数·量”结构的特征
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结构（记作 VQ），因数词的实虚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为方便
起见，把数词实用的称为 VQa，数词虚用的称为 VQb。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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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词实用的“动·数·量”结构

VQa 的特征很多，出于讨论动词重叠和“动·数·量”结构关系的目的，本文只
考察它的一部分特征。
2

特征Ⅰ

动词的宾语可以插入动词和数量结构之间 。例如：“去过北京三次、看

了那家伙几眼、打了老曹一顿、 等了您三四天”等。“北京”是处所宾语，“那家伙、
老曹”是名词性的指人宾语，“您”是代词性的指人宾语。
特征Ⅱ

动词可以带粘着性的结果、趋向等补语。例如：“砍伤了人家好几回、

惹恼过他两三遭、嗓子喊哑过两次、放进去四五天了”等。“伤、恼、哑”是结果补
语，“进去”是趋向补语。它们都不须用“得”与动词连接，是粘着性的补语。
特征Ⅲ

动词可以带时态助词“了”和“过”。例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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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Ⅳ 可以出现在“重动”（Verb Copy）结构 中。例如：“去上海去了三趟、
发钱发过四次、考研究生考了好几回、住院住了一个多星期”等。
特征Ⅴ 数词可以是所有的基数词，其中包括概数词语和“多”、“许多”、“两”
等。当数词是“几”、“多”时，其前还可以出现“好”等修饰成分。例见上。
特征Ⅵ 量词可以是专用的，也可以是借用的；可以表示动量，也可以表示时量，
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
特征Ⅶ
§1.2

数量结构可以有重音。
数词虚用的“动·数·量”结构

就上述 VQa 的七种特征而言，VQb 有许多不同的表现。VQb 还具有特征Ⅰ、Ⅱ、
Ⅲ，例如：
特征Ⅰ

来学校一下

吓唬他一下

特征Ⅱ

放进去一下

抬起来一会儿

特征Ⅲ

批评了一下

折腾了一会儿

喊小张一声

等客人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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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三种特征在范围上都有较明显的紧缩。插入 VQb 中的宾语的长度，要求更短
一些；结果补语和时态助词“过”不大能插入其中。VQb 不再具有特征Ⅳ和Ⅶ，即不
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数量结构也不能有重音。例如：
去上海去了一次

考研究生考了一回

这些例子中的数词“一”都是实用的，都需重读，因此“去了一次、考了一回”都不
是 VQb，而是 VQa。此外，特征Ⅴ和Ⅵ在 VQb 中也严重紧缩。VQb 中的数词限于“一”；
表动量的量词主要用“一下”，表时量的量词主要用“一会儿”，其他量词较少使用。
§1.3

虚用数词的省略

数量结构的数词是“一”时，“一”往往可以省略。人们常提到的省略条件是： a)
当数量结构前有“这”、“那”、“哪”等词语时，例如：
这一把刀我切肉～这把刀我切肉
那一个人真厉害～那个人真厉害
哪一本书是你的？～哪本书是你的？
b)当数量结构处于宾语位置且充当宾语的成分以数词开头时，例如：
来了一位朋友～来了位朋友
买一幅羽毛球拍～买幅羽毛球拍
修一条高速公路～修条高速公路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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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省略条件都不适应数量结构充当补语的情况。数量结构充当补语时
“一”省略的前提条件是：“一”必须是虚用的。下面例子中的“一”都不能省略：
看了一遍～*看了遍

批评了一次～*批评了次

走了一遭～*走了遭

学了一年～*学了年

因为其中的数词都是实用的。
数词省略所形成的“动·量”结构（记作 VQc），同 VQb 比较，量词要求更紧地靠
近动词。例如：
a)打他们一下儿

打孩子一下儿

审问他们一会儿

审问小偷一会儿

b)?打他们下儿

*打孩子下儿

?审问他们会儿

*审问小偷会儿

c)打他下儿（怕什么？）

审问他会儿（他就会招供。）

a)行都成立，这些结构中的宾语是双音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一”是虚用的。b)行
中，宾语为指人名词的都不成立（*打孩子下儿、*审问小偷会儿）；即使宾语为双音
人称代词的（?打他们下儿、?审问他们会儿），也不如 c)行中宾语为单音人称代词的
（打他下儿、审问他会儿）接受度高。这说明能插入 VQc 之间的动词宾语多是单音节
人称代词。
VQc 中的量词也受到了比 VQb 更多的限制。当动词的宾语插在 VQc 之间时，或 VQc
的后边不出现宾语时，量词只能是“下儿”和“会儿”，而且必须儿化；当 VQc 之后
有宾语时，“趟、回、阵、顿”等一些特殊的量词才能使用。例如：
a)去趟广州

住回医院

下阵暴雨

挨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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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回、阵、顿”等量词，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像名量词那样加上“一”做后面名
词的定语，例如：
b)一趟广州（也没去过）

一回医院（也不愿意住）

一阵暴雨（下过，凉快多了）

一顿批评（也没挨过）

这类量词在 a)这样的“动·量·宾”结构中出现，很可能是受了一般名量结构的影响，
因为“动·量·宾”是名量较常出现的结构。比较：
c)盖座大楼

修条公路

说段故事

打场篮球

订张机票

当然，a)和 c)只是表面词序相同，结构关系并不一样。a)中的量词仍是动词的补语，
不是直接修饰其后名词的定语；c)中的量词是其后名词的定语，而不是其前动词的补
语。

二、“（动·）数·量”结构的虚化等级及其连续性
数量的虚实用法和数词的省略与否，反映着共时系统中“（动·）数·量”结构的
虚实程度。从实到虚的不同虚实程度，构成了“（动·
）数·量”结构的不同的虚化等
级。但是，这些不同的虚化等级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模糊性，这种关联性和模
糊性又赋予“（动·）数·量”结构各虚化等级之间以连续性。
§2.1

“动·数·量”结构的虚化等级

VQa 最能表现动词带数量补语结构的典型特征。它同 VQb、VQc 之间的一系列差异，
反映了“动·数·量”结构由典型到不典型、Q 由实到虚的三个虚化等级。Q 虚化趋
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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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词与数量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在 VQa 中，V 与 Q 之间可以插入类型较
多、音节较长的动词宾语，可以插入动词的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到了 VQb，V 与 Q
之间能插入的动词宾语，以音节较短的指人宾语为常见，且不能插入动词的结果补语。
到了 VQc，V 和 Q 之间不仅不能插入动词的补语，而且能插入的动词宾语也已主要是
单音节的人称代词了。动词与数量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表明 Q 对动词的依附性
渐次增强，独立性逐渐变弱。
b)时态助词的变化。在 VQa 中，V 与 Q 之间可以插入时态助词“过”和“了”，说
明它还具有经历、完成等时态。到 VQb 和 VQc，V 与 Q 之间只能插入“了”
，不能插入
“过”，表明 VQb 和 VQc 已不能有经历态。
c)使用数词和量词的范围逐渐收缩。在 VQa 中，数词从理论上说可以是任意基数
词，而且数词还可以带“好”等修饰语；各种量词也都可以使用。到 VQb，数词限于
虚用的“一”，量词以“下儿”和“会儿”为主。到 VQc，不仅量词更倾向于用“下儿”
和“会儿”，而且虚用的数词“一”也被省去。
d)Q 由可重读到不能重读。在 VQa 中，Q 可以有重音；重读的语言成分是新信息
或信息焦点之所在，这说明 Q 可以成为表达的新信息或信息焦点。到 VQb 和 VQc，Q
不能重读，说明这两种结构中的 Q 已不能成为语义表达的焦点，逐渐变为动词的附加
性成分，向着专职表达“量”这种特殊的语法意义的方向发展。其他结构中的量词并
不必须儿化，而 VQc 中的量词必须儿化，说明虚化程度加深。VQb 和 VQc 中 Q 作用领
域的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的句法变化，不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就是这些变化的一个具
体例子。
如上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是互有联系的共生现象，从不同侧面共同反映了“（动）
数·量”结构的虚化进程。
§2.2

虚化等级之间的连续性

“（动）数·量”结构的实与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同的虚化等级之间具有
一些中间现象，因此也使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VQa 也不是匀质的，VQa 内部也因数量结构的不同而有虚实程度的差异。首先，
当数词是“两”、“几”、
“多”、“许多”、“好多”
、“好几”和概数词时，由于这些数词
的词汇意义比明确计数的基数词模糊，所以，由这些数词构成的 Q，其意义就有了一
定的模糊性。
其次，不同的量词在计量上也有明确与模糊之别。有些量词，例如表示时量的
“天”、“星期”、“世纪”等，表示动量的“趟”
、“次”
、“回”、“遍”等，要相对明确
些：从日出到日落为一天（或者 24 小时为一天）
，七天为一个星期，100 年为一个世
纪；一去一回为一趟，从头至尾为一遍，等等。而有些量词，如“通”
、“番”
、“阵”、
“气”、“眼”等，则相对模糊些，难以明确说明动作持续多长时间为一通、一番、一
阵、一气；“眼”是借用的动量词，“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虚化的说法，因为一般来
说人们不会只用一只眼睛看。有些量词，在与某些动词相配时计量较明确，在与另一
些动词相配时计量较模糊。例如：
a)喝了一气

演了一场

吃了一顿

b)乱说一气

病了一场

批评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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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的“气、场、顿”要比 b)中的“气、场、顿”计量稍明确些。于此可见，量词计
量的明确与模糊，不仅与量词的语义有关，而且也与量词的句法组合有关。
计数和计量的模糊性必然会使 Q 的意义变虚。特别是一些表量较虚的量词，一般
情况下只同数词“一”结合，例如：
议论一通～*议论三通

调查一番～*调查五番

瞟了一眼～瞟了两眼～瞟了几眼～*瞟了三眼
“通、番”只能同“一”组合，“眼”只能同“一、两、几”等表义较虚的数词组合，
不能同“三”等实实在在的数词组合。这就使得 VQ 结构的虚实划分，特别是“（动）
一·量”虚实的划分，呈现一定的模糊性。
VQb 和 VQc 之间也存在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现象。前面所举的“去趟广州、住回
医院、下阵暴雨、挨顿批评”等例子中的“趟、回、阵、顿”虽然可以省略“一”，
但是，比起“批评他下儿、折腾他会儿”中的“下儿、会儿”，意义还是要实在一些。
而且，一些意义较虚的 Q，“一”并不能省略。例如：
研究了一番～*研究了番

争论了一通～*争论了通

对骂了一场～*对骂了场

胡诌一气～*胡诌气

热闹了一阵～*热闹了

阵
以上这些讨论说明，VQ 不仅可以依照虚实的程度划分为“VQa→VQb→VQc”三个有明
显差异的等级，而且在这些等级之中和这些等级之间也还有一些模糊地带，有各种不
同的中间现象存在。等级的划分使用的是离散性观念，而这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
情况表明，“VQa→VQb→VQc”又是连续性的虚实序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连续统”
(Continuum)。

三、动词重叠的特征及其语法化进程
§3.1

四种动词重叠式的同异

本文开头所列的Ⅰ）－Ⅳ）四种动词重叠现象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一些差异。概
括说这些同异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a)动词重叠式之间不能插进动词的宾语。例如：
*骗他骗

*考你考

*看了他看

*救我救

范方莲（1964）和李人鉴（1964）曾经指出鲁迅、欧阳山、臧伯平等人的作品中有宾
语插在重叠式之间的个别用例：
1)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鲁迅）
2)你能不能让我也考你一考？（欧阳山）
3)…仔细看了他一看。（欧阳山）
4)就前边那两个人救我一救。（臧伯平）
这些例子的特点是：动词都是单音节；重叠方式为“V 一 v”或“V 了一 v”式；插入
的都是单音节代词。仔细品味这些例子，会感到它们带有近代汉语或某些方言的意味，
已非现代汉语的正常用例。
b)动词重叠式一般不能与“过”、“起来”
、“下去”和“曾经”、“已经”、“正在”
、
“即将”等表示“体”的语言成分共现。动词重叠式中出现的“了”是已然的标志，
6

“一”是未然的标志， “V了一v”的意义与“V了v”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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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v”和“V 了 v”中的 V 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V 一 v”和
“V 了一 v”中的 V 必须是单音节动词。例如：
问问

问了问

问一问

研究研究

研究了研究

问了一问

*研究一研究

*研究了一研究

7

d)重叠式中的“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换成其他数词。例如范方莲（1964）和李
人鉴（1964）所举的例子：
1)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鲁迅）
2)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老舍）
3)牛站了好几站才立定。（孙犁）
4)缝一针，看三看。（方纪）
5)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欧阳山）
6)踏一步看了三四看。（叶圣陶）
7)把眼皮往上忽嗒忽嗒的翻了两三翻。（陈士和）
这些例子中的数词，多数是“两、几、好几、三四、两三”等意义较虚的，即使是 4)5)
两例中的数词“三”意义也不是实数“三”。而且以“V 了数 v”格式为最常见，只有
少数是“V 数 v”格式。
从 c)d)两项特点看，
“Vv”和“V 了 v”句法特点比较接近，是典型的动词重叠现
象。“V 一 v”和“V 了一 v”句法特点比较接近，但已带有些许 VQ 的特点。“V 了数 v”
和“V 数 v”这两种数词不是“一”的格式，已经非常接近动词带数量补语的 VQa，似
乎已不应划归在一般的动词重叠式中。根据以上讨论，可以把动词重叠划分为三个等
级：
V了数v/V数v -→ V一v/V了一v -→ Vv/V了v
1
§3.2

2

3

动词重叠式与“动·数·量”结构的比较

人们对动词重叠式资格的认识分歧，主要是由“V 一 v”和“V 了一 v”引起的。
因此，有必要把动词重叠式与“动·数·量”结构进行比较。
a)动词重叠的结构比VQ更紧。三种VQ中都能插入动词的宾语，虽然能插入动词宾
语的范围有大有小；但动词的宾语一般不允许插入重叠式的动词中间。而且，VQa中
可以插入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VQb只能插入趋向补语；动词重叠式不仅在中间不能
8

插入任何补语，而且其后也较难携带补语 。例如：
*吃吃完

*吃完吃

*吃吃一顿

*吃一顿吃

9

偶然也可见到下类的例子 ：
1)哪怕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撞上一撞。（阳翰笙）
2)这还经得住大风旋上几旋，大江摇上几摇？（刘白羽）
3)只要在这小屋里坐上一坐，汗水便会立刻被吹干了。（董均伦、江源）
4)除此之外，他只在门口走上一走。（雷加）
“上”是衬音性的，不是趋向补语。“V 上一 v”有小夸张意味，带有戏曲语言的色彩。
这些结构中的“上”换作衬音性的“他”或“它”，功能没有什么变化：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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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哪怕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撞他一撞。
2’)这还经得住大风旋它几旋，大江摇它几摇？
3’)只要在这小屋里坐它一坐，汗水便会立刻被吹干了。
4’)除此之外，他只在门口走它一走。
b)动词重叠式的时间特征有了较大变化。上面曾经指出，在 VQa 中，V 与 Q 之间
可以插入时态助词“过”和“了”，说明它还具有经历、完成等时态。到 VQb 和 VQc，
V 与 Q 之间只能插入“了”，不能插入“过”，表明 VQb 和 VQc 已不能有经历态。但是，
VQ 都还可以同“曾经”、
“已经”、“将要”等表示“体”的时间副词共现，而动词重叠
式不仅不能与“过”共现，而且也不能与“曾经”
、“已经”
、“将要”等时间状语共现。
例如：
VQa
已经商量了好大会儿

VQb

VQc

动词重叠式

已经商量了一会儿

已经商量了会儿

*已经商量了

商量
曾经议论过几次

曾经议论了一下儿

曾经议论了下儿

*曾经议论

了议论
将要研究几回

将要研究一下

?将要研究下儿

?将要研究研

究
这种情况表明，动词重叠与VQ的时态体系已有较大不同。李宇明（1996b）曾经
指出：“陈平(1988)用时相（phase）
、时制（tense）和时态（aspect）的三元结构来
描述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在论述时态结构时指出，因着眼点不同可以划分出不同的
时态系统：A)经历、完成、进行、开始、继续等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终止点划分出的
时态系统；B)已然和未然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起始点划分出的时态系统。……动词重
叠式排斥A)类时态系统，也可能是因为它使用的是B)类时态系统的着眼点。”如果这
一论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动词重叠式使用的是不同于VQ的时态体系，VQ使用
的是A)类时态体系，动词重叠式使用的是B)类时态体系。而且，动词重叠式在一定条
10

件下还可以表示“惯常、尝试”等语法意义 ，这也是VQ结构所不具有的。
从上节和本节的讨论看：动词重叠式与VQ已有质的不同，动词重叠式的结构更紧，
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时态体系，还表示一些特殊的语法意义。它们已经是不同的语法范
11

畴。VQ的典型形式是VQa ，但VQb和VQc仍属于VQ范畴。Vv和V了v是动词重叠式的典型
形式，但V一v和V了一v仍是两种动词重叠格式，看来，文章开头所说的b)类意见较为
可取。
如果把 VQ 和动词重叠的所有现象放在“动量的虚实程度”这一个维度上来综合
考察的话，那么，从典型的 VQ 到典型的动词重叠式，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具有连续性
的等级：
VQa/V数v/V了数v -→VQb -→ VQc -→ V一v/V了一v -→ Vv/V了v
1

2

3

4

动词带数量补语

5
动词重叠

动词带数量补语是动词的外附表量方式，动词重叠式是动词的内蕴表量方式，上图也
表现了从外附表量方式到内蕴表量方式的连续性的序列。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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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重叠的语法化进程

表示时间短、动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大约起源于宋代，因为在北宋时的《景德传
灯录》和南宋时的《朱子语类》中已可见到。范方莲（1964）曾对动词重叠的历史状
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从她的考察中可以看到：
a)动词重叠的 Vv 式和 V 了 v 式，来自于 V 一 v（包括“V 了一 v”和“V 一 v 了”
两式）中“一”的省略；
b)在近代汉语中，动词重叠属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一种特殊形式。
刘坚（1992）在讨论反映明代前期汉语北方话语言面貌的《训世评话》时也指出：“《训
世评话》里没有 AA 型的动词重叠式，A 一 A 型则多次出现。”
《训世评话》为动词重叠
式来源于 V 一 v 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动词重叠
式由以外加的词汇形式“一 v”来表达动词的动量和时量，逐渐演变为以内蕴的方式
来表达动量和时量。这种变化是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一种表现。李宇明
（1996b）提出了“源形式”和“虚化形式”两个概念：源形式指语法化进程的初始
的语言形式，虚化形式指源形式之后语法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形式。就范方莲（1964）
所提供的语言材料看，作为源形式的 V 一 v，一开始就处在 VQb 的水平上，亦即数词
基本上是虚用的。看几个例子：
1)你的长指甲馈我掏一掏。（朴通事谚解，272）

12

2)我与大嫂也去赏玩一赏玩。（元曲选一，235）
3)且戏言吓他一吓。（京本通俗小说，78）
4)请老相公劝一劝姑姑罢。（元曲选四，1454）
这些例子中的“一”都是虚用的，“掏一掏”不是“只掏那么一下”，“赏玩一赏玩、
吓他一吓、劝一劝”也不表达“赏玩、吓、劝”的具体的动量和时量。因此，这些动
词重叠的源形式是 VQb 而不是 VQa。
后来，源形式V一v向“实化”和“虚化”两个方向发展。源形式受动词带数量补
13

语的数词实用的类化影响，出现了数词非“一”的现象，但用例很少 。如范方莲（1964）
列举的一些例子：
5)那罗刹又煽两煽，果然不动。（西游记，683）
6)我直拜你一百拜。（元曲选二，660）
7)那鸡在地下一连跳了四跳，重复从地跳起，…却好共是五跳。（古今小说，580）
8)把鱼接在手内，拿刀刮了三四刮。（儒林外史，266）
这些例子中的“动·数·动”显然是处于 VQa 的水平。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了语法结
构发展的虚化的方向，而忽视了它还可能因相关现象的影响而出现“逆语法化”的实
化的发展方向。
源形式 V 一 v 发展的另一方向，是省略“一”虚化为 VQc，形成 Vv 式。在§2.1
的讨论中我们已指出，VQb 和 VQc 中的 Q 不能重读，已不能成为语义表达的焦点，逐
渐变为动词的附加性成分，向着专职表达“量”这种特殊的语法意义的方向发展。Vv
在这一方向上又向前推进，最终完成了 Q 作用领域的转移，成为专职表“量”的一种
语法手段，与动词带数量补语发生了本质性的差异。Vv（V 了 v）式脱离动词带数量
补语的范畴而虚化为一个新的语法范畴，其转折的时间和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这一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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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转移现象发生在近代汉语阶段大约不错。Vv（V 了 v）虚化为一个新的语法范畴，
也带动 V 一 v 和 V 了一 v 发展到今天它们所处的虚化水平。虽然现代汉语中还有§3.1
例 1)～7)和§3.2 例 1)～4)等现象的存在，但已是历史的遗迹了。
“动·数·量”格式在语法史上也在不断的语法化，从 VQa 到 Vv/V 了 v 的五个
等级，其实反映了“动·数·量”格式由源形式 VQa 开始的语法化进程和这一进程的
各阶段。就 VQ 而言，这一语法化进程到 VQc 时便停滞了下来，其进一步语法化的任
务由动词重叠式承担了起来。动词重叠式之所以可以完成“动·数·量”格式进一步
语法化的任务，大约同它借用与 V 同形的 v 作量词这一特殊的表达手段有关。而 VQc
没有继续向虚化的方向发展，与动词重叠式的“捷足先登”应该是有关系的，一些方
言的情况可为此说佐证。据刘丹青（1996）的研究，在我国东南部的一些方言中没有
动词重叠式，相当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是由“动＋一下”之类的形式来表
达的，而且这种用法的“一下”之类，大都出现了语音上的合音形式或脱离形式，标
志着它的进一步虚化。
除逆语法化的特殊发展之外，语法化的进程基本上是符合由实到虚的逻辑事理
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语法化进程的各阶段往往可以共存在一个共时的系统中，
虽然其间可能有强式或弱式、常用或不常用的差异。因此，一些语法现象往往可以因
其功能的不同而排出一个共时的逻辑序列，而这一共时的逻辑序列与该现象的语法化
进程便存在着有机的对应性。李宇明（1995）在讨论能受“很”修饰的“有 X”结构
时曾指出，共时的逻辑序列可能反映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路线，隐含着发生学上的序列，
并进一步指出，逻辑序列和发生学序列的对应性，将会向我们展示通过内部比较的共
时研究来构拟历时发展的可能性。本文关于“动·数·量”格式语法化的讨论，特别
是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化的讨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四、结语
1、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结构，根据数量的实用、虚用和数词的有无可分为 VQa、VQb、
VQc 三个等级。数量实用的 VQa 是典型形式，V、Q 之间可以插入宾语、补语和“了”、
“过”等时态成分；可以出现在重动结构中；Q 可以有重音，对数词和量词没有多少
限制。数量虚用的 VQb，V、Q 之间不能插入结果补语和时态助词“过”，并要求插入
其间的宾语的长度要短；不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Q 不能有重音；数词限于“一”；动
量主要用“一下”，时量主要用“一会儿”。数词省略的 VQc，能插入 V、Q 之间的宾语
多是单音节的人称代词；当宾语插在 V、Q 之间时，或 VQ 结构之后不出现宾语时，量
词只能是儿化的“下儿”和“会儿”；其他情况同 VQb。从 VQa 到 VQc，对插入 V、Q
之间的成分要求越来越严，越来越少，Q 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对动词的依附性越来
越强。
2、动词重叠有“Vv”
、“V 了 v”、
“V 一 v”
、“V 了一 v”
、“V 了数 v”
、“V 数 v”六
种形式。“Vv/V 了 v”是典型的动词重叠式，V、v 之间不能插进宾语，不能与补语和
“了”之外的表“体”成分共现。“V 一 v/V 了一 v”中的动词必须是单音节的，但 V、
v 之间有时可插入衬音成分“上/他/它”等，有时也可插入较短的宾语。至于数词不
是“一”的“V 了数 v/V 数 v”，其语法特征与 VQa 接近，不能再看作动词的重叠式。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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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词带数量补语用外附数量词语的方式表达动作量（包括动量和时量）
，动词
重叠式用内蕴的方式表达动动量，其结构更紧，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时态体系，能表达
一些特殊的语法意义。这两种量表达方式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但这两个语法范畴之
间存在着关联，两者典型现象之间有一个由实到虚的连续性序列。从历时上看，这一
序列反映了“动·数·量”结构语法化的进程，是语法化进程中的各阶段在共时中的
积淀，因此，有可能通过内部比较的共时研究来构拟历时的发展。

4、本文所揭示的现象使我们相信：任何一个语法范畴都是非匀质的，有些语法
现象具有该范畴的典型特征，有些语法现象则不具备该范畴的典型特征，而有些语法
现象则可能处在该范畴的边沿地带。从典型现象到不典型现象再到边沿现象，往往形
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序列。同时，相关的甲、乙语法范畴虽然都有自己的典型现象来
作为各自可以成为独立的语法范畴的支撑，但是这两个范畴之间往往不存在可以一刀
断开的边界，从甲范畴的典型现象到乙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存在着若干中间现象。
这些中间现象，有的带有较多的甲范畴的语法特征，有的带有较多的乙范畴的语法特
征，从而在甲乙两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形成一个既连绵不断又有等级差别的过渡带，
从甲范畴的典型现象经由若干等级的中间现象到乙范畴的典型现象，也形成一个甲范
畴特征逐渐减弱、乙范畴的特征渐次增强的连续性序列。而且这一序列往往可从语言
的历时发展中获得一些解释。这种看法反映了语法研究的连续性观念和离散性观念的
结合、共时性观念和历时性观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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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格式中的小写v表示重叠的动词。此外，有人把“V着V着”“V来V去”等也看作动词重叠的格式。

它们是不是动词重叠式，值得作深入考察。但本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些现象。
2

动词的宾语插入在动词和数量结构之间是有条件的，详见方梅（1993）的研究以及该文对以往研

究的总结。
3

关于重动结构的有关情况，可参看秦礼君（1985）和项开喜（1996）。

4

行文中带“儿”的量词，表示该量词是必须儿化的；不带“儿”的是不能儿化或可儿化可不儿化

的。
5

借用量词“声”的情况有些特殊。例如“喊声姐姐”有两个意思：a)喊一声“姐姐”，b)喊一下

姐姐。a)中的“声”是“姐姐”的定语；可以变换为“一声姐姐也不喊”；b)中的“声”是“喊”
的补语。作为b)意的“喊声姐姐”的“声”的这种用法，很可能是由a)意的“声”的用法类推过来
的。
6

详见李宇明（1996b)的有关论述。

7

范方莲（1994）曾经发现柔石等人的作品中有“微笑一微笑”、“冥想了一冥想”、“端正了一

端正”之类的例子。这些例子不符合今天的现代汉语规范。刘坚（1992）认为：“AB一AB型的动词
重叠式见于明代后期的白话文学作品，使用时间不长就消失了。”
8

当前，动词重叠带补语的这种方言现象正在进入普通话。请参见储泽祥（1994）。

9

例 1)2)转引自范方莲（1964），例 3)4)转引自李人鉴（1964）。

10

关于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详见李宇明（1996a）的论述。

11

准确地说，VQ的典型形式是VQa中Q最实在的那一些现象。参见§2.2 的讨论。

12

1)-8)基本照录范方莲（1964），只在出处中添加了个别字以使篇目名称完整。

惧闲聊斋供稿

11

李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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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莲（1964）对近代和现代的 16 种著作的 160 万字（每种抽样 10 万字）进行了动词重叠出

现频率的统计，共得动词重叠式 1601 个，其中数词为“二”、“几”等的动词重叠式有 30 个，不
到 1601 的 2％。

惧闲聊斋供稿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