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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句法基础  
(Day 4) 

 

语态和配价 

 
 语态和配价都是表达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之间的调节

方式。 
 被调节的对象：语义角色所带的语法关系标记 
 调节的原则：那些参与者需要在说话的时候被表达出来 
 语义的价：一个动词所描述的场景中参与者的数量 
 语法的价：一个小句里论元的数量  

e.g. 她吃了一个苹果      vs.    她已经吃过了---配价 
 同样是省略论元，省略宾语和省略主语是不一样的 

e.g. 我在家想，因为∅平时不爱运动所以∅身体很差，∅
打算从现在锻炼身体。----- 零形式代词 

 参与配价调节的有三种参与者：1. 有支配控制力的参
与者（施动者类的）；2. 受影响的参与者（受动者类的）；
3. 边缘的、非核心的参与者 

 
一、 增价的手段 

1. 致使（causative） 
谓语：致使谓语、效应谓语；论元：致使者、被致使者 
 
e.g. 扎西使卓玛笑了 

卓玛强迫扎西吃糌粑 
 

2. 双系式（applicative） 
一个非核心的参与者被赋予了直接宾语的位置。 

 
3. 与格附加（dative of interest） 
有些参与者不是一个场面的必要参与者，它甚至不
是事件常出现的边缘参与者，但是与这个场面有关
联。用与格将边缘参与者表现在句子中。 
 

4. 领格提升（possessor raising） 
宾语的领属者可以被提升为宾语 

 
二、 减价的手段 

1. 反身与相互标记 
反身式：主语和宾语都是同一个个体，施事者和受事

者都是同一个个体。在动词上加反身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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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句里看起来就是只有一个论元 
相互式：一个场景有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而且互为施

事者和受事者 
 
2. 被动    

在判断 passive 的时候，是以 prototype 的观念来运
作的。最典型的，在结构上： 

A： 
另一个核心参与者（P）： 
动词： 

 
3. 反向 
 这个严格说来不是减价，只是配价的重新安排和

指派。 
 在我们的世界里，某几种人事物会比其他人事物

更有可能是施事者，或者说，更常在语言中担任
施事者 

 所以，当这些人事物担任受事者的时候，就是“比
较奇怪”的场景。“反向”标记就是在对遇到这些
“奇怪”场景的时候发出警告，告诉人“这是一
个特殊情况” 

 
4. 中动 
 在‘花瓶打破了’这个例子里面，主语所表达的

参与者既是事件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受结果影响
者。 

 这个动词可以当不及物，也可以及物，而且不及
物的时候，主语是受影响着 

 
5. 反被动 
 将受事者降级成非核心论元（旁格或省略） 

 
【例 1】土耳其语 
a. Hasan  öl-dü ‘哈珊死了’ 
 哈珊 死-过去时 （不及物动词，非致使） 

 
b. Ali Hasan-t öl-dür-dü 阿里杀了哈珊（害死了哈珊） 
 阿里 哈珊-宾格 死-致使-过去时 （及物动词，致使） 

 
c. Dišçi mektub-ü müdür-e imzala-t-tI ‘牙医使领导签了那封信件’ 
 牙医 信-宾格 领导-与格 签名-致使-过去 （及物动词，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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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Dyirbal 
a. yara O yibi-ŋgu A balga-n 
 男人 女人-作格 打-过去时 

‘女人打了男人’ 
 
b. yara O yibi-ŋgu A yugu-ŋgu balga-n 
 男人 女人-作格 棍子-工具格 打-过去时 

‘女人用一根棍子打了男人’ 
 
c. yugu O yibi-ŋgu A yugu-ŋgu balga-ma-n yara-gu 
 棍子 女人-作格 棍子-工具格 打-双系式-过去时 男人-与格 

‘女人用一根棍子打了男人’(女人朝向男人打棍子) 
 
【例 3】西班牙语 
a. Se quemó la cena 
 反身 烧焦:3 单:过去时 定冠词:阴性:单数 晚餐 

‘晚餐烧焦了’（1 价） 
b. Se me quemó la cena 
 反身 1 单:与格 烧焦:3 单:过去时 定冠词:阴性:单数 晚餐 

‘晚餐给我烧焦了’（2 价） 
 
【例 4】Maasai 
N-é-ypid-óki ɔltʊ́ŋání emúrt ây 
语篇连接-3-跳-与格 人 颈子 我的 
‘一个人跳到我的颈子上。’ 
N-áa-ypid-óki ɔltʊ́ŋání emúrt 
语篇连接-3 主语>1 宾语-跳-与格 人 颈子 
‘一个人跳到我的颈子上’ 
 
【例 5】西班牙语 
a. Matilde lavó el carro ‘玛蒂达洗了车’ 
 玛蒂达 洗:过去时 定冠词 车  

 
b. Matilde se-lavó ‘玛蒂达洗（漱）了’ 
 玛蒂达 反身-洗:过去时  
* Matilde lavó  

 
c. Matilde afeitó el tigre ‘玛蒂达给老虎剃了毛’ 
 玛蒂达 剃毛:过去时 定冠词 老虎  

 
d. Matilde se-afeitó ‘玛蒂达（自己）剃了毛’ 
 玛蒂达 反身-剃毛:过去时  
* Matilde afeit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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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草登嘉戎语（孙天心 2014） 
kəxtʃipu=niʔ kʰɐxto-ⁿdi tʰɐ-ɐ(mə)-stʰəstʰɔʔ-ⁿdzə jɐ 
小孩=双数 房顶坝子-边 持续体:低及物-相互式-推 2=3 双数 语篇标记 
‘两个小孩在房顶坝子边缘互相推着呢！’ 
 
【例 7】英语 
The enemy destroyed the city 
敌人 摧毁:过去时 城市 
‘敌人摧毁了城市’ 
 
The city was destroyed (by the enemy 
城市 be 动词 摧毁:过去分词 介词 敌人 
‘城市被敌人摧毁了’ 
 
【例 8】Yup’ik 
tuntuva-k nere-sciu-llru-u-q (carayag-mun) 
大角驼鹿-通格 吃-被动-过去时-不及物-3 单 熊-旁格 
‘大角驼鹿被（熊）吃掉了。’ 
 
【例 9】 Kera 
及物 
Hùlúm gà-ng hàrgá-ng gìdè hiúw-a 
男人:定指 放-过去时 山羊-定指 子宫 圈-处所标记 
‘男人把山羊放入圈中。’ 
 
被动 
Hàrgá-ng dè-gà-gè gìdè hiúw-a (kás hùlúm-a) 
山羊-定指 被动-放-重叠 子宫 圈-处所标记 手 男人-处所标记 
‘山羊被（男人）放入圈中’ 
 
【例 10】嘉戎语 
ŋa məɲê na-mtô-ŋ ‘我看见了他们’ 
1 单 3 复 完整体-看见 2-1 单  

 
wəjoɲê ŋəɲê na-wə-mtô-j ‘他们看见了我们’ 
3 复 1 复数 完整体-反向-看见 2-1 复  

 
【例 11】Nocte 
a. nga-ma ate hetho-ang ‘我教他’ 
 1-作格 3 教-1 单 

 
b. ate-ma nga-nang hetho-h-ang ‘他教我’ 
 3-作格 1-宾格 教-反向-1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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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Yagua 
a. Sa-supatá-ra ‘他把它拉出了’ 
 3 单-拉出-无生命  

 
b. Rá-supáta-y ‘它（拉）出来了’ 
 无生命-拉出-中动  

 
【例 13】Yup’ik 
及物 
Yero-m keme-q nerre-llru-a 
耶罗-作格 肉-通格 吃-过去时-3 单/3 单 
‘耶罗吃了肉’ 
 
反被动 
Yero-q (kemer-meng) nerre-llru-u-q 
耶罗-通格 肉-工具格 吃-过去时-不及物-3 单 
‘耶罗吃了（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