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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句法基础  
(Day 3) 

词类（续） 
一、动词 
 “在时间里稳定”的概念 
 形态句法特征（分布特征、结构特征） 

(1) 分布特征：动词可以是动词短语的中心语（head））：
写下、慢慢走 

(2) 结构特征：例如专属动词的人称标记、数、时、体、
情态 

 
常见的几个动词范畴： 
1. 动词的人称标记：动词形态标记随主语宾语等改变 
2. 时：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标示事件发生时间 

 
3. 体：事件本身的时间变化结构，观点 
 完整体（perfective）呈现的是完整的情况，所以

情况的边界（起始点和终端）会出现在视野内。
但是终端更常见。 

 非完整体（imperfective）则是将镜头拉近到事件
或状态的一部分，不交代其起始或终端 

 完成体（Perfect）的语义框架和“时”有很多相同
的地方，都有“说话时间”和“事件时间”的比
对。但是完成式的描写需要特别强调“参照时间” 
事件时间永远先于参照时间。如果参照时间等同
说话时间的话，由现在完成体（present perfect）
来表达 

 

 
4. 情貌：与人对一个情况的态度有关，特别是对这个情

况的真实度 
5. 示证：传达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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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关于动词的重要概念 
 论元：与动词有联系的参与者。一个动词语义上带几

个必要论元。“吃”有几个参与者？ 
 核心论元 vs. 非核心论元 
 常见的语义角色：施事者(agent)、受事者(patient)、、

force、受益者(beneficiary)、接受者. (recipient)、目标
(goal)、经受者(experiencer)、工具(instrument) 

 
 
 

语法关系 

 语法关系论到的是论元(argument)和谓语(predicate)之
间的关系 

 语法关系是布局：作格—通格系统；主格—宾格系统 
 最普遍、简介的界定方式是使用语义—句法角色的概

念：S、A、P 
 作—通格：A vs. S P  ; 主—宾格：S A  vs. P 
 在哪儿看见布局？ 

1. 格标记 (名词或代名词上) 
2. 动词上的参与者参照标记（agreement or anaphoric devices） 
3. 语序 constituent order 
例子： 
a. He left      ‘他离开了’      S= He 
b. He hit him    ‘他打了他’     A= He     P= Him 

 这些布局有可能会分裂：分裂作格 
 
【例 1】 

（英语）walk-ed     walk-ing   

(天祝藏语 དབའ་རིས )  
ཁོས་   ཡི་གེ ཞིག འ ི བཞིན་ ཡོད། 
他 信 不定冠词 写 正在 有 
‘他在写一封信’ 

 
【例 2】西班牙语 

hablo 我说 
hablas 你说 
habla 他说 
hablamos 我们说 
hablais 你们说 
hablan 他们说 

 

习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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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嘉戎语 

 
 

【例 4】嘉戎语 

 

 

 

 
 

【例 5】嘉戎语 

a, kʰri ko-smen 
 饭 完整体-煮熟:词干 2 
   
b. kʰri ka-â-smen 
 饭 完整体-间接示证-间接示证-煮熟:词干 1 

  
‘饭熟了。’ 

 
【例 6】土耳其语 

 

 
【例 7】Quechua 
a． Juan-0 aywan ‘约翰走’ 
 约翰 走  

 
b.  Juan-0 Pedro-ta maqan ‘约翰打彼得’ 
 约翰 彼得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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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Yup’ik 
a. Doris-aq ayllruuq ‘朵丽丝出游了’ 
 朵丽丝 出游  

 
b. Tom-am Doris-aq cingallrua ‘汤姆问候朵丽丝’ 
 汤姆 朵丽丝 问候  

 
【例 9】Quechua 【例 10】Yup’ik 
a. Aywa-n 他去 a. Ayallruu-nga 我出游 
 去-3 单   出游-1 单  
      
b. Aywa-a 我去 b. Ayallruu-q 他出游 
 去-1 单   出游-3 单  
      
c. Maqa-ma-n 他打我 c. Cingallru-a-nga 他问候我 
 打-1 单-3 单   问候-3 单-1 单  

 
【例 11】Kuikuro 
a. karaihá kacun-tárá ‘那位非印第安人正在工作’ 
 非印第安人 工作-持续体  
 S V  

 
b. kuk-aki-sâ ta-lâígo léha karaihá-héke ‘那位非印第安人

会听见我们的话’  咱们-话-领属 听见-未来时 体标记 非印第安人-作格 
 P V A  

 
【例 12】Lakhota 
a. a-ma-ya-phe ‘你打我’ b. wa-0-ktékte ‘我杀他’ 
 方向标记-1 单-2 单-打   1 单-3 单-杀  
c. 0-ma- ktékte ‘他杀我’ 
 3 单-1 单-杀  

 
【例 13】Lakhota 
a. ma-hîxpaye ‘我摔倒’  a. wa-škate ‘我玩’ 
 1 单-摔倒    1 单-玩  
       
b. ma-t’e’ ‘我死’  b. wa-nûwe ‘我游泳’ 
 1 单-死    1 单-游泳  
       
c. ma-č’âča ‘他颤抖’  c. wa-lowâ ‘我唱’ 
 1 单-颤抖    1 单-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