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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然

提要：本文以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视角，基于其中的“单引擎说”和“迟后填音”思
想，对英汉语在致使结构上表现出的形态 - 句法差异提出统一解释。本文认为，英汉语
的运算系统中均不存在先于句法的词库内部生成操作，致使性完结类事件在英汉语中具
有相同的句法表征，两者表现出的形态 - 句法差异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狭义句法内功能
语素“致使”（CAUSE）的特征强弱和句法后语音式（PF）层面功能语素“路径”
（PATH）
在词项插入上的“外化差异”。本文据此解释了英汉语在单语素动词独立表达致使上的
不对称性以及两种语言在动结结构上呈现的分离式与黏合式的形态差异。
关键词：分布式形态学、致使结构、迟后填音、形态 - 句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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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endler（1967）依据体态特征将动词分为状态类（state）、活动类（activity）、
达成类（achievement）和完结类（accomplishment）四种类型，分别表示不同的事
件。大量研究表明，这一划分具有跨语言共性，但不同语言在各类事件的形态 句法表达上存在差异。Tai（1984）通过英汉语的比较发现，英语中，上述四类事
件均可通过单个动词来表达，而现代汉语的单语素动词至多只表达前三类事件，
不能独立表达复合性完结类事件。这一观点得到后来很多学者的认可（如 Lin
2004；Soh 2014；王立弟 2003 等），典型体现在致使结构上。如（1）所示，英语
的 break 既能表达单纯的状态变化（非宾格句式），也能表达致使性事件（致使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物语言学视阈下汉语宏事件编码的形态句法研究”（20BYY163）的阶段
性成果。衷心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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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形成所谓“致使 - 非宾格交替”（causative-unaccusative alternation）。相
反，如（2）所示，现代汉语中单语素的“破”或“碎”一般只描述状态变化，若表
达致使性完结类事件则需借助动结式复合词 1。
（1） a. The window broke.

b. John broke the window.

（2） a. 玻璃破了。

b. 张三 *（打）破了玻璃。

除单语素动词做谓语的致使结构之外，英语中也存在复合性致使结构（如
3a），即英语的“动结式”（胡旭辉 2016）。英汉语动结式的形态差别在于，英语
采用动词与补语的分离形式，即动词 + 宾语 + 补语（V+O+R）；而现代汉语则采
用动词与补语的黏合形式，即动词 + 补语 + 宾语（V+R+O）。
（3） a.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ﬂat.

b. * John hammered ﬂat the metal.

（4） a. 张三砸平了铁块。

b. * 张三砸了铁块平。

本文拟对英汉语在致使结构上表现出的形态 - 句法差异展开讨论，尝试解
答以下两个问题：1）为何英语单语素动词能够单独表达致使，而汉语不能？
2）为何英语动结式采用分离形式，而汉语采用黏合形式？本文将以分布式形态
学为理论框架，基于其中的“单引擎说”和“迟后填音”思想对上述两个问题进
行统一解释。本文提出，英汉语的运算系统中都不存在先于句法的词库内部生
成操作，所有词项均以语素（或词根）形式进入推导，致使性完结类事件在英汉
语中具有相同的句法表征，两者所表现出的形态 - 句法差异主要由表达状态变
化的核心功能语素 PATH 在词项插入上的“外化差异”所引发。

2. 前人研究回顾
英汉语在致使结构上的差别是两种语言论元实现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
对于英汉语的论元实现差异，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解释是 Lin（2001）的“词汇
化参数说”（Lexicalization Parameter），其基本思想是词汇化意义的跨语言差
异在于词根与轻动词发生并入操作（conﬂation）的层面不同：英语在词汇句法
（L-syntax）（相当于词库）中发生，即英语动词进入句子句法（S-syntax）前已带
有完整论元结构；而汉语发生在句子句法中，即汉语动词以词根形式进入句子
句法，可较自由地结合不同类型的轻动词，因此其论元选择较为灵活。按照 Lin
的观点，对于例（1）中发生致使交替的 break，应假设词根 √break 在词汇句法
中有两种选择：只结合一个“成为”
（BECOME）轻动词或者结合“成为”和“致
使”（CAUSE）两个轻动词，分别形成相应的非宾格和致使用法。但问题是，若
假设例（2）中的汉语动词“破”以词根形式进入句子句法，且词汇句法与句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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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相同的操作机制（Hale & Keyser 1993），那么词根“√ 破”在句子句法中
理应也存在两种可能结构：一种是只结合 BECOME，形成始动用法；另一种是与
BECOME 和 CAUSE 两者结合，形成致使用法。然而，后者的致使结构在现代
汉语中并不合法，但 Lin（2001）设置的“词汇化参数”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而无法较好地解释英汉语在致使结构上的差异。
Huang（2015）进一步发展了“词汇化参数”说，将英汉语的一系列句法
和 形 态 差 别 归 结 为 分 析 性（analyticity）和 综 合 性（syntheticity）上 的 宏 参 数
（macro-parameter）类型差异。现代汉语属高度分析性语言，其特点是单个语素
包含的句法信息较少，通常采用多语素组合来表达复杂语义；相反，英语属高度
综合性语言，其单个词项可蕴涵多个轻动词，表达相对复杂的语义信息。对于致
使表达上的差异，Huang（同上）提出，break 具有致使用法，原因在于英语轻
动词 CAUSE 具有不可解读的强语缀特征 F，要求下层 VP 的中心语显性上移核
查该特征，形成复合性中心语（如 5a），突显了其综合性的特点。相反，如（5b）
所示，汉语的 CAUSE 可以有语音内容，实现为显性轻动词“打”、“弄”或实义
动词“踢”、“推”等，这些语音实现会阻碍下层动词移位到 CAUSE，由此形成动
结式“打 / 踢破”，体现了现代汉语的分析性特点。
（5） a. [ VP CAUSE [ VP (the window) break …]] → break (the window)
b. [ TP 张三 [VP 打 / 踢 -CAUSE [VP 玻璃 破 ]]]

然而，上述分析也存在瑕疵。对于（5b），如果说 CAUSE 的语音实现阻止
了“破”的显性上移，那么形成的表层语序应是“张三打玻璃破”，而不是“张三
打破玻璃”，但前者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合法 2。对此，Huang（同上：13）提出
将“破”的上移推迟到句法后的语音式（PF）层面。但问题是，该移位的动因是
什么？如果是为核查 CAUSE 的（弱）动词特征，其显性语音实现“打 / 踢”实际
上已满足该特征，按照经济原则，
“破”无需上移，如此汉语的动结式仍是分离
形式。另一方面，如果“破”的上移可以核查 CAUSE 的动词特征，V1“打 / 踢”
就无需拼读，那么“张三破了玻璃”应合语法，但事实又并非如此。
Hu（2018）在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对汉语动结式的生成提出一种新的分析，
其主要思想是将动结式中的 V2 分析为形容词，而将 V1 定性为一个定类函数
（C-functor），功能相当于分布式形态学中的定类语素，负责将 V2 转化为动词。
按照这一分析，整个动结式是去形容词化而来的复合动词（de-adjectival verb），
类似英语 ﬂat 到 ﬂatten 的转换。类似（1）与（2）的差异在于英语的 break 本身
是动词，可直接用于致使结构中；而汉语的“破”是典型的形容词而非动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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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定类函数（即 V1）将其转化为动词后才能进入致使性交替。Hu 的主张有
一定新意，但他的分析无法解释动结式中某些 V2 可以充当 V1 的情况。以“跑
累”为例，按照他的分析，V2“累”是形容词，定类函数“跑”将其转化为动词。
那么以“累”为 V1 的动结式（如“累病”、“累死”）该如何生成呢？其中的“累”
是形容词，不能担任定类语素，但“累死”和“累病”显然具有动词属性，一个重
要证据是两者都可进入致使性交替（如例 6），这说明将 V1 分析为定类函数并不
能较好地解释汉语的致使交替现象，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6）a. 张三累死 / 累病了。

b. 那份工作累死 / 累病了张三。

综上，英汉语在致使结构上的形态 - 句法差异在前人研究中均未得到完满
解释，下面我们将运用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从形态 - 句法接口角度为两个研究问
题寻求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3. 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的理论分析
3.1

分布式形态学的基本思想
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以下简称 DM）于上世纪 90 年代

初 由 Halle 和 Marantz 首 先 提 出（Halle & Marantz 1993，1994），此 后 20 多 年
间其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充实（见 Marantz 1997；Harley & Noyer 1999；
Embick & Noyer 2001，2007；Siddiqi 2009；Matushansky & Marantz 2013 等）。
与传统生成语法理论相比，DM 的重要革新在于对词库本质的重新认识。DM
秉承“反词库主义”
（anti-lexicalist）思想，认为词库并非语法系统中的独立模
块，传统上词库内的形态操作在 DM 中被拆解，分布到语法系统的不同组件之
中（详见 Harley 2012：2153）。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全面阐释 DM 的理论体系，
仅对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两个 DM 重要概念“单引擎”
（single engine）和“迟后填
音”（late insertion）作详细说明（参见 Halle & Marantz 1994：275-277）。
（7） a. 单引擎：词结构和短语结构的组合均通过句法机制完成，即形态构词和句子推导采
用“单引擎”的生成系统。句法语义特征丛（feature bundles）为句法提供的操作对
象是一系列原子性语素，包括词根（或实义语素）和功能语素两种类型，功能语素
是具有抽象意义的特征丛，词根与功能语素结合后才具有相应的语法范畴和语法
特性。
b. 迟后填音：狭义句法操作所形成的终端节点没有语音内容 , 在表征式经拼读（spellout）操作送往语音式的过程中，词项表通过词汇插入为经过形态调整后的终端节点
提供具体语音内容（又称“音系因子”（exponence）），这种语音填入晚于句法操作的
生成模式称为“迟后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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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单引擎说”，句法系统不存在生成性词库，即没有所谓的“词库构词”。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其词项都是词根与功能语素在狭义句法内合并而成。这
一思想与 Borer 的“外骨架式”（exo-skeleton）句法模型将实义词项定性为句法
范畴未定的光杆词根的主张高度一致（参见 Borer 2005，2013）。基于此，先前
Lin（2001）和 Huang（2015）等秉持的“词汇化参数”在 DM 框架中并不适用，
英汉语在论元实现上的差异并非源于词库中词项在词汇化程度上的差异，也不
能归结为一个词根进入句法时是否带轻动词或带几个轻动词的问题。
根据 DM，“形态”分布于句法系统的不同位置：一部分位于狭义句法内，
以纯句法规则（合并和移位）形成复杂结构；另一部分位于拼读之后、语音式之
前，由一系列句法后操作给终端填入音系信息。Embick & Noyer（2007：293）
指出：
“用句法方式处理形态意味着构词的一些方面源自诸如中心语移位这样
的句法操作，发生在句法层面，另一些方面源自向语音式推导的过程中”。在
DM 框架下，语言的共性体现于事件语义和句法表征的同构性，语言的个性在
于句法和形态的非同构性。跨语言的差异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狭义句
法内，功能语素的特征强弱差异会引发中心语移位的时机不同（Chomsky 1995；
Lasnik 1999；Huang 2015 等）。受经济原则的驱动，中心语的强特征必须在拼
读前通过显性移位核查，而弱特征的核查可推迟到拼读后的隐性组件中。另
一方面，PF 上接受“迟后填音”的终端节点需满足特定的插入框架（insertion
frame）（Embick & Noyer 1999，2001；Acedo-Matellán 2016）。PF 层面的操作
依次包含形态调整、线性化和词项插入三个步骤（Embick & Noyer 2001），对于
某个功能节点来说，不同语言会诉诸不同的形态调整手段（包括融合、裂化、下
降等），以使线性化输出满足该功能语素的插入框架，最终使其获得相应的“音
系因子”。DM 对语言共性和差异的看法较为符合 Berwick & Chomsky（2011）
提出的“外化”（externalization）假说，该假说认为狭义语言机制内的句法操作
具有跨语言共性，语言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后句法阶段中形态和音系范围
内的外化过程。从 DM 的角度讲，所谓“外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语言通过
形态调整为功能语素提供具体“音系因子”的词项插入过程。
3.2

致使结构的狭义句法组构及形态差异解释
如前所述，英汉语在致使性结构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英语的致使义可由单

语素动词表达（1b），也可通过分离式动补结构表达（3a），而汉语的致使表达主
要借助黏合式动结式复合词（4a）3。这些结构都是由“致使子事件 + 结果子事
件”构成的复合性完结类事件，从 DM 秉持的句法 - 语义同构角度讲，它们在狭
义句法内应具有相同的结构表征。按照目前学界的主流分析（Lin 2004；Ma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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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Huang 2015；胡旭辉 2016 等），其句法构造包含双层功能语素投射，上
层中心语为致使功能语素 CAUSE，下层中心语是表示结果性子事件的功能语
素。我们遵循 Talmy（2000）、Wechsler（2005）、Ramchand（2008）和 AcedoMatellán（2016）的主张，将状态变化事件（change-of-state）和方向位移事件
（directed motion）视为同一类宏事件（macro-event），表状态变化的结果性事件
实际上也包含一种抽象的“路径”（PATH）概念，该路径指示客体（theme）所发
生的状态变化。我们将英汉语致使性完结事件的句法组构统一表示为（8），其
中包含 CAUSEP 和 PATHP 双层功能投射。
（8）

按照 DM 总体框架以及 Berwick & Chomsky（2011）的“外化假说”，（8）
具有跨语言共性，即在句法构造上英汉语没有差别，那么两种语言在致使结构上
的形态 - 句法差异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Huang（2015）提出英汉语的功能语类 CAUSE 在狭义句法内存在
特征强弱之分。英语的 CAUSE 具有强动词特征，该核查需要下层中心语发生
显性移位。按照 DM 的思想，CAUSE 的形态属性（词缀或零形式）要求其作
为宿主，有词根成分与其合并，以核查其强特征。该核查方法有两种选择：一
是下层中心语（即词根移位至 PATH 形成的复合体 PATH-√ROOT）显性上移
至 CAUSE，以核查后者的强动词特征，此种方式形成单语素做谓词的致使结构
（9a）；二是根据 Harley（2005）、Haugen（2009）和 Mateu（2012），一个活动类
动词词根可以与功能语素 CAUSE 发生直接合并，在核查后者强动词特征的同
时，也使其自身的定类要求得到满足，这样下层中心语 PATH-√ROOT 在拼读之
前就无需上移，此种方式形成的是分离式致使结构（9b）。相反，汉语的 CAUSE
具有弱特征，依据经济原则，下层中心语应在拼读之后上移核查该特征（9c）。
（9） a. [ CAUSEP John CAUSE [ PATHP the window PATH-√BREAK ]]（拼读前）
b. [ CAUSEP John CAUSE-√HAMMER [ PATHP the window PATH-√FLAT ]]（拼读前）
c. [ CAUSEP 张三 CAUSE [ PATHP 玻璃 PATH-√ 破 ]]（拼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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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句法内 CAUSE 的特征强弱差异能够解释为何英语的单语素动词可以
独立表达致使，也能解释为何英语分离致使结构的补语不必发生显性移位，但
问题是为何（9c）的“PATH-√ 破”在拼读后隐性移位至 CAUSE 时不能得到合
法的表达式（即“张三破了玻璃”不合法），而必须插入另一个活动性词根（如
“打”），以动结式充当致使谓词。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解答与跨语言差异的第二个方面，即功能语素在 PF
层面的“外化机制”密切相关。Acedo-Matellán（2016）在 DM 框架下通过对动
词框架语和卫星框架语的考察发现，宏事件的核心图式，即功能语素 PATH，在
不同类型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迟后填音”要求。第一类是动词框架语的 PATH，
它具有“因子缺陷性”（exponent-defective），当句法结构中存在高于 PATH 的功
能语素 F 时，PATH 在线性输出中必须严格邻接 F 才能获得“音系因子”；第二
类是弱卫星框架语的 PATH，也具有“因子缺陷性”，但插入框架的要求是“非严
格邻接”，即 PATH 要依附于 F，但又不与 F 紧密相邻，而是与包含 F 的扩展成分
（span）组成一个音系词。这两类语言的插入框架分别表示如（10）所示，其中 e
代表功能节点 PATH 的音系实现因子（exponence）：
（10）a. 严格邻接：PATH ←→ e / F-_

b. 非严格邻接：PATH ←→ e / […F…]-_

第三类是强卫星框架语的 PATH，它没有“因子缺陷性”，即词项表中存在独立的
音系词作为其“音系因子”，该节点无需依附其他功能语素即可获得语音实现。
基于上述思想，我们提出如下假设：现代汉语的功能语素 PATH 具有部分
“因子缺陷性”，即当句法结构中存在高于 PATH 的功能语素 F 时，其插入框架需
满足非严格邻接条件，即 PATH 需依附于包含 F 的扩展成分方可获得“音系因
子”；当不存在高于 PATH 的功能语素时，PATH 则没有“因子缺陷性”，即在线
性输出中无需依附其他功能语素。这一假设与 Acedo-Matellán（同上）和 Hu
（2018）将现代汉语划分为弱卫星框架语的分析基本吻合。那么，就致使结构
（8）来说，现代汉语的 PATH 在线性输出中的插入框架可表示为（11）：
（11）a. 当 PATH 之上有功能语素 CAUSE，PATH ←→ e / […CAUSE…] -_
b. 当 PATH 之上无功能语素 CAUSE，PATH ←→ e

下面我们以（12a）为例来解释为何现代汉语单语素动词无法表达致使
性意义。根据句法 - 语义同构思想，该句表达致使性完结类事件，那么无论
V1“砸”是否出现，其句法结构都如（12b）所示，其中功能语素 PATH 以状态性
词根“√ 平”做补足语，根据 DM 思想，该词根首先移位与 PATH 结合获得句法
定类，而后再上移核查 CAUSE 的动词特征。由于汉语 CAUSE 带有弱动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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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Huang 2015），依据经济原则，PATH 向 CAUSE 的移位应发生在拼读之后
线性排列之前。在经过线性化操作后，复合性中心语所形成的线性排列如（13）
所示。
（12）a. 张三 *（砸）平了铁块。
b. [ CAUSEP 张三 [ CAUSE’CAUSE [ PATHP 铁块 [ PATH’PATH √ 平 ]]]]
（13）线性排列 1：CAUSE-PATH-√ 平 4

在（13）中，PATH 与 CAUSE 之间是严格邻接，违反了 PATH 在现代汉语
中的非严格邻接性插入框架，导致迟后填音无法进行。换句话说，汉语的词项表
中不存在满足这一线性排序的“音系因子”
，由此导致语音式推导失败。
那么现代汉语采取何种方式来挽救这一结构呢？ Embick & Noyer（2007）
指出，特定语言 PF 层面的形态操作会强制性地将某些特征或终端节点引入
句法结构，以满足表达式的线性输出要求。基于这一思想，为满足 PATH 与
CAUSE 的非严格邻接条件，现代汉语选择在线性化操作之前先进行形态调整，
其方式是采用英语分离式动结结构在狭义句法中所使用的“方式融合”（见
Harley 2005；Haugen 2009；Mateu 2012）
，即引入活动性词根 √V1 与功能语素
CAUSE 发生直接合并。汪昌松、靳伟（2016）和 Wang & Zheng（2020）等也认
同汉语动结式的 V1 可以在后句法阶段与轻动词结合，但他们提出的动因是核
查 CAUSE 的弱动词特征。正如第 2 节所指出的，如果单纯出于该原因，那么在
CAUSE 的特征被核查后，下层中心语就无需上移，结果形成的是不合语法的分
离式动结式（如“张三砸了铁块平”）。本文的分析认为，词根 √V1 在形态层面的
引入不仅是为核查 CAUSE 的动词特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 PATH 的插入框架。
如（14）所示，尽管 √V1 与 CAUSE 的直接合并已经核查了后者的动词特征，但
PATH 因其自身的“因子缺陷性”仍然要向 CAUSE 上移。在线性化操作后，复
合中心语形成的线性排列如（15）所示。与（13）不同的是，（15）中的 PATH
没有与 CAUSE 毗邻，而是邻接于“CAUSE-√ 砸”这一复合成分，满足其“非严
格邻接”的插入框架，因而得到合法的线性表达式。
（14）a. 张三砸平了铁块。
b. [ CAUSEP 张三 [ CAUSE’CAUSE-√ 砸 [ PATHP 铁块 [ PATH’PATH √ 平 ]]]]
（15）线性排列 2：CAUSE-√ 砸 -PATH-√ 平

与 汉 语 不 同 的 是，英 语 被 普 遍 认 为 是 典 型 的 卫 星 框 架 语（Talmy 2000；
Slobin 2006）。根据 Acedo-Matellán（2016）的分析，强卫星框架语的 PATH 没
·170·

杨大然

英汉致使结构的对比分析：基于分布式形态学视角

有“因子缺陷性”，在线性排列上无需依附上层中心语。那么，对于英语的复合
性致使结构来讲（16），由于词根 √HAMMER 在狭义句法内与 CAUSE 的合并
可以核查后者的强动词特征，所以 PATH 无需在拼读之前上移至 CAUSE。同
时，由于 PATH 没有“因子缺陷性”
，其在 PF 层面也不存在进一步上移的动因，
因而形成动词与补语相分离的表层语序。
（16）[ CAUSEP John [ CAUSE’CAUSE-√HAMMER [ PATHP the window [ PATH’PATH-√FLAT ]]]]

从上述讨论得出，英汉语中功能语素 PATH 在后句法阶段不同的词项插入
条件不仅解释了为何汉语的单语素词不允许单独表达致使，而必须借助动结式
复合词，同时还解释了为何英语的动结式采用分离形式，而现代汉语的动结式则
采用黏合形式。

4. 扩展讨论
根据上节讨论，在英汉语致使结构中，词根和功能语素形成的复合中心语允
许以下线性组合：
（17）a. CAUSE-PATH-√BREAK（John broke the window.）
b. CAUSE-√HAMMER，PATH-√FLAT（John hammered the metal ﬂat.）
c. CAUSE-√ 打 -PATH-√ 破（张三打破了玻璃。）

此外，若句子表达单纯状态变化性的达成类事件，则句法构造中没有上层的
CAUSE，而只包含 PATH 的功能投射。根据（11）所示汉语 PATH 的插入框架，
此时 PATH 可独立获得“音系因子”，形成如下所示的线性顺序。
（18）a. 玻璃破了：PATH-√ 破		

b. 玻璃打破了：PATH-√ 打 -√ 破

而以下两种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线性排列在英汉语中分别被排除，或者说两
种语言的词项表中没有满足条件的词汇项为这些线性排列进行“迟后填音”。
（19）a. PATH-√HAMMER -√FLAT（*The metal hammered ﬂat.）
b. CAUSE-PATH-√ 破（* 张三破了玻璃。）

通过（17）-（19）的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出英汉语在 PF 层面上词根
与功能语素词项的线性组合规律。可以看到，英语在 PF 上的线性输出允许一
个词根匹配一个功能语素（如 17b），或者一个词根匹配两个（或两个以上）功
能语素（如 17a），但不允许两个词根匹配一个功能语素（如 19a），即英语的词
根与功能语素在线性排列关系上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关系。相比之下，现代汉
语中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线性输出也允许一个词根匹配一个功能语素（如 17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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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
，同时也允许两个词根匹配一个功能语素（如 18b），但不允许一个词根匹配
两个（或两个以上）功能语素（如 19b），即汉语的词根与功能语素在线性排列关
系上是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关系。据此，我们将英汉语中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线性
排列关系表示为表 1。
表 1. 英汉语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线性排列关系
语言

F-√ROOT

F1-F2-√ROOT

F-√ROOT 1-√ROOT 2

汉语

+

–

+

英语

+

+

–

上表所示的线性排列要求不仅概括了英汉语在致使和非宾格结构上的
差别，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两种语言在形态句法上的一些其他差异。根据 Lin
（2001）和 Harley（2005）的研究，英语中很多由单语素名词派生的定位动词（如
pocket、shelf、bag、saddle 等）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单语素词项。对比下例：
（20）a. John pocketed a book.（意即：John put a book in the pocket.）
b. * 张三兜了一本小册子。（意即：张三把一本小册子放进了兜里。）

Lin（2001）将这一差别归结为英汉语在词库内的词汇化差异。以（20a）
为例，他认为 pocket 进入句法前已携带完整的功能语类组构，即词根 √pocket 在
词汇句法内融合了介词中心语 P 及上面的双层轻动词 CAUSE 和 PATH5，而汉
语对应的“兜”则是光杆词根。但正如我们在第 2 节所指出的，这一分析无法解
释为何词根“√ 兜”不能在进入句法结构前携带相应功能语素而获得与 pocket
同样的用法。按照 DM 的思想，（20）中的谓词都是以词根形式（即 √pocket 和
要表达括号内对应的致使语义，
这两个词根需经一系列（显
√ 兜）进入句法推导，
性或隐性）移位操作，最终与功能语素形成句法复合体。经过 PF 层面的线性操
作后，
所形成的线性排列分别为 CAUSE-PATH-P-√pocket 和 CAUSE-PATH-P-√ 兜 6。
可以看出，两者都呈现一个词根携带多个功能语素的组合形式。根据表 1，前者
符合英语中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线性组合规则，而后者则违反汉语的线性输出规
则，即汉语词项表中不存在相应的词汇项为这一线性组合进行迟后填音，最终导
致句子在 PF 层面发生崩溃，这就解释了为何现代汉语几乎不存在由名词派生
而来的致使性动词。
若要表达与（20a）对应的语义，汉语一般采用“把”字句。但在构成“把”
字句时，“把”字后面的谓词需采用动结式，而不能由单语素的状态变化或位移
动词来担任（见 Liu 1997）。例如：
（21）a. 张三把小册子放进了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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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张三把小册子进了兜里。
c. ？？张三把小册子放了兜里。

单语素动词与动结式在构成“把”字句上的合法性差异与它们在致使表达
上的差异一样，都可以通过汉语在 PF 层面上的词项插入要求来解释。Huang et
al.（2009）根据“把”字句中状语成分与“把”的相对位置提出，“把”的句法投
射（即 BaP）应高于双层轻动词中表达致使义的上层轻动词，即 CAUSEP。也就
是说，按照本文提出的致使结构（8），BaP 下面是由 CAUSEP 和 PATHP 构成的
双层轻动词结构，其基本结构如（22）所示：
（22）[ BaP NP1 [ Ba’Ba [ CAUSEP NP2 [ CAUSE’CAUSE [ PATHP PATH √ROOT]]]]]

按照这一句法构造，我们可以通过表 1 的规则来解释“把”后谓词排斥单
语素状态动词的原因。以（21b）为例，其中“进”独立担任“把”后的谓词，那
么词根“√ 进”将在拼读之后通过移位形成复合中心语“CAUSE-PATH-√ 进”，
这一线性排列违反了汉语词根与功能语素的组合要求。若要得到合法的句子，
需在 PF 层面引入一个活动性词根（如“放”）与 CAUSE 发生方式融合，最终形
成符合汉语词项插入规则的线性排列“CAUSE-√ 放 -PATH-√ 进”。同理，如果
“把”后面只出现活动动词，同样会出现一个词根组合两个功能语素的排序（如
21c），但相比（21b），该句的接受度稍好，原因是可以认为句中表达结果的词根
为隐性语素（Chao 1968；Wang & Zheng 2020），形成的线性组合为“CAUSE√ 放 -PATH-√Ø”，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的线性排列规则。

5. 结语
本文以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视角对英汉语在致使句式上的形态句法差异
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依据 DM 框架的句法 - 语义同构思想，本文对英汉语的
致使完结类事件提出了一个包含功能投射 CAUSEP 和 PATHP 的统一性句法表
征式；同时，依据 DM 框架的句法 - 形态非同构思想，本文将英汉语的差异归结
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功能语素的特征强弱决定了核查操作的发生时机，英汉语
CAUSE 的强弱特征决定了 PATH 向 CAUSE 的移位分别发生在拼读之前和之
后；另一方面，英汉语的功能语素 PATH 在形态音系层面具有不同的插入框架，
汉语 PATH 需满足“非严格邻接”条件，要求活动性词根在 PF 层面引入，而英语
的 PATH 则无需满足邻接条件。这两方面的差异既解释了英汉语在单语素动
词独立表达致使上的不对称性，同时也解释了英汉语在动结式上呈现的分离式
与黏合式的形态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凝练了英汉语中词根与功能语
素线性排列的总体规则，并解释了更多的语言事实。尽管这一线性规律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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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本文的研究已清晰表明，将跨语言差异归结为功
能语素在后句法阶段的“外化差异”具有更强的解释效力，同时也与 Berwick &
Chomsky（2011）等所主张的生物语言学研究范式更加契合。
注

释

1. 现代汉语存在极少数单语素致使动词，如“开”、“沉”等（见顾阳 1996）；
“破”也有及物用法，如“破了纪录”。
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古汉语用法的遗存。古汉语中存在大量单语素的使动用法，如“小之”、“劳其筋骨”等，
这一点与英语类似。Huang（2015）将英语和古汉语统一分析为高度综合性语言，将现代汉语定性为高度分
析性语言。本文对英汉语致使结构的对比分析也适用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
2. 中古汉语的动结式是分离形式，该形式目前在一些南方方言中仍然存在，但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中
已经消失（程工、杨大然 2016 等）。例如：
（i）a. 今当打汝前两齿折。（《贤愚经》）

b. 烧伊酥。（上海话）

3. 一些学者把汉语“得”字句（如“她哭得张三很伤心”）也归入致使 - 结果结构（如 Lin 2004；Huang 2006 等），
但程工、池杨琴（2017）通过大量事实证明，
“得”字句是表程度而非结果，它与动结式和英语致使结构具有
不同的句法表征，因此该句式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
4. 审稿专家指出，若依据 Acedo-Matellán（2016）对拉丁语的研究，这里的线性顺序似乎应是“√ 平 -PATHCAUSE”。 而 本 文 认 为，汉 语 动 结 式 的 中 心 语 合 并 与 拉 丁 语 中 词 缀 与 词 根 的 结 合 不 同。 前 者 是 复 合
（compounding）
，
后者是并入。程工、
杨大然（2016：537）指出，
并入移位的主要动因是避免“词缀挂单”
（affix
stray）。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嫁接方向原则上无关紧要。而汉语动结式的 V1 和 V2 均为自由语素，两者的结
合是复合操作，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可以维持“致使 - 结果”语序。据此，本文认为线性顺序上应是 CAUSE 先
于 PATH，PATH 先于词根。
5. 对于介词投射 PP 之上表致使和表方位变化的轻动词，Lin（2001：28）均用 V 来表示。在本文提出的句法
构架中，两者分别对应 CAUSE 和 PATH。
6. 依据 Harley（2005）的分析，这里将介词中心语 P 也分析为功能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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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glish and Mandarin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p. 163)
YANG Dar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rpho-syntac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Mandarin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he ideas of “Single Engine Hypothesis”
and “Late Insertion” within Distributed Morphology. We argue that causative accomplishments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have the sam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but the two languages differ in
the strength of V-feature of the functional head CAUSE and the insertion frames of the functional
head PATH. These differences can account for the paucity of mono-morphemic causative verbs in
Mandarin and why the action and change-of-state verbs in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nstructions
are combined while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re separated.
A study of the reduced construction with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p. 177)
ZHONG Shun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YANG Liru (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in the reduced constructions out of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s from the view
of cognitive construal, windowing of attention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It is discovered that an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 and its corresponding reduced counterpart are two abstract schematic
construction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i.e., two different grammar constructions. The reduced form
is a combination of intentionality with a self-interest propensity and a figure-ground alternation.
In fact, the reduced entity is effort-consuming and converts itself into a marked structure. These
findings are conductive to research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tterances’ point of view (p. 188)
TANG Shu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Point of view”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many fields. Based on research by van Dijk (1977),
Fowler (1996), Xiong (2001) and othe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oint of view is not just an angle
of observers’ vision, but related to their 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The choice of an angle depends
on their 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including their values, faith and attitudes. The 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often takes the other three as its carriers, and determines their choices. Analyzing its intradeterminant mechanism in choosing the other three points of view helps to unveil the mystery in
point of view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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