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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删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形成机制* 

                        ——兼论准定语的形成机制 

 

郭锐 

北京大学 

 

    提要：离合词指构词成分可以“分离”的词，不完整词指构词成分可以“部分缺失”的

词。表面上看离合词和不完整词都违反了词的完整性，本文认为，违反完整性是假象，离合

词的“分离”和不完整词的“部分缺失”都是是语音层面的同形删略造成的，在结构上并不

违反词的完整性。同形删略的方式主要受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的限制。从根本

上说，离合词其实就是前后出现的两个不完整词。离合词中，最重要的类型是由“隐性轻动

词+实义动词”结构发生实义动词拷贝和同形删略而形成的离合词，这种结构与准定语结构

实为相同结构。在准定语结构中由于存在重复出现的同形动词而发生动词的删略，造成定语

与其修饰的中心语在语义和句法上的“错位”。 

    关键词  离合词；不完整词；同形删略；准定语；轻动词 

 

一  引言 

    离合词和不完整词是现代汉语中的特殊现象。离合词指构词成分可以“分离”的词，不

完整词指构词成分可以“部分缺失”的词。如： 

    （1）退了休、帮我的忙、登一个记、后什么悔、这个忙不能帮     （离合词） 

    （2）喜不喜欢、动植物、输出入、大到暴雨、离都离开了         （不完整词） 

    从直观上看，离合词和不完整词都违反词的完整性。词的完整性（lexical integrity，又

译作“词的自主律”）是词的“凝固性”的更精确的说法，具体表现为词内部的成分不能移

出、词内不能扩展、词内成分不能省略。词（word）与词组（phrase）分别属于语法的不同

层面，所适用的规则不同，属于“词”层面的范畴具有完整的自主性，适用于“词组”层面

的句法、语义规则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黄正德 1988）。内部成分移出、内部成分扩

展（包括插入其他词语）、内部成分省略等属于句法层面的操作，不能进入词的内部。比较： 

         可扩展：  手疼→手很疼          手上→我的手/上 （短语） 

         不可扩展：肉麻→*肉很麻         身上→我的/身上 （词） 

         可移出：  加水→水加了 （短语） 

         不可移出：加工→*工加了 （词） 

         可省略：  急性肠炎和慢性肠炎→急性和慢性肠炎 （短语） 

                   火车上汽车上→火车汽车上 （短语） 

         不可省略：火车和汽车→*火汽车     桌子椅子→*桌椅子 （词） 

                   地上身上→*地身上 （词） 

但例（1）、（2）既有词内成分的移出（这个忙不能帮），又有词内扩展（退了休、帮我

的忙），也有词内成分的省略（喜不喜欢）。 
                                                        
* 本文曾以《同形删略和不完整词、离合词》为题在第三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讨会（北京，中

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2011 年 8 月 12 日-14 日）上宣读。此次发表做了修改。会议讨论中陆俭明、沈家煊、

刘丹青、石定栩、胡建华等先生对本文的意见为笔者修改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修改过程中得到蔡维天、

潘海华、董秀芳、胡敕瑞等先生的指教，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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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离合词中有一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动宾”格构词，如“退休、登

记、后悔、幽默”。那么是什么机制使一个词，特别是非动宾格词可以像动宾结构一样“分

离”呢？本文将说明，违反词的完整性其实是假象，离合词和不完整词是经过同形删略

（haplology）操作而形成的，并不真正违反词的完整性。离合词的某些类型的形成机制与准

定语结构的形成机制相同，本文首先分析与离合词的构造平行的准定语结构，并类推到离合

词的构造分析。 

    本文的研究基于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在生成语法系统中，句子的生成是一个推导过程，

其推导要经过以下层面： 

                                        语音式 

      词库     底层结构     表层结构    

                                        逻辑式 

 

    本文认为，造成离合词和不完整词的同形删略的操作不是发生在底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层

面，而是发生在语音式层面。 

    本文所说的同形删略通常叫“同音删略”，指同一句子中前后出现形式相同的片段时，

部分片段被删除的现象。先看英语中的同音删略现象： 

    （3）a.  big powers' s interaction.      b.  He is not is a student.（司富珍 2005） 

    汉语中的同音删略很早就有学者讨论。赵元任（1968：126，154）谈到“已经去了了”

要说成“已经去了”，“卖菜的的（筐子）”可以说成“卖菜的”，原因是相邻的两个“了”和

“的”由于语音相同而删略（haplology）。又如： 

    （4）他是班长还是是副班长？ 

    主要动词“是”与表示选择关系的副词“还是”相邻，发生同音删略。 

    可以看到，同形删略只是语音层面的操作，这些被删除的片段在结构上仍然是存在的。

严格地说，并不是这些成分真正被删略，而是这个成分不发音。 

    可以删略的成分不仅要与同句的另一成分同音，还要求字形相同，字形不同不能删略1，

因此最好把“同音删略”叫作“同形删略”。比较： 

    （5）a.你不是是老王吗？→你不是老王吗？b. 你不是适应了吗？→ *你不是应了吗？  

（6）a.卖菜的的篮子 → 卖菜的篮子   b. 这种野菜是吃得的 → *这种野菜是吃得。 

 

二  同形删略的方式 

    在正式分析离合词和不完整词的形成机制前，需对同形删略的方式做不同角度的分类。 

2.1  删略的量：完全删略和部分删略 

    发生同形删略的成分有时是完全删略，如例（7）： 

    （7）a. 卖菜的【的】篮子    b. 我【知道】都不知道 

    有时是部分删除，其他片段保留，如（8）。 

    （8）a. 【喜欢】不喜欢     b. 我【知道】都不知道     c. 【听得懂】是听得懂 

    发生删略的成分是单音节时，总是完全删略；而发生删略的成分多于一个音节时，多为

部分删略，如（8），但也有完全删略，如（7）b。 

2.2  对哪一个同形成分进行删略：前删略和后删略 

    同形删略的基本条件是句中有同形的成分，而两个形式相同的成分中哪一个发生删略操

作，又有两种情况： 

    （一）前删略：两个同形成分中前面出现的成分发生删略。 

                                                        
1 刘汉民（1982）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因此把这种现象叫“同音同字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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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 【喜欢】不喜欢    b. 我【知道】都不知道 

    （二）后删略：两个同形成分中后面出现的成分发生删略。 

    （10）a. 考试不【考试】          b. 小便【小便】不干净 

    有时，同一个结构中，既有前删略，又有后删略，即发生两次删略。如： 

    （11）a. 连【帮忙】也不【帮忙】     b. 【后悔】什么【后悔】 

2.3  删略片段的位置：右端删略和左端删略 

    根据保留和删略的成分的位置不同，可以把部分删略分为两种类型： 

    （一）右端删除，即：AB→A 或 ABC→A。如： 

    （12）a.【喜欢】不喜欢    b.【听得懂】是听得懂    c.小便【小便】不干净 

    （二）左端删除，即：AB→B 或 ABC→BC。如： 

    （13）a. 连【帮忙】也不帮忙     b. 表兄【表弟】 

    右端删除时，只保留第一个音节，其余部分删除。左端删除时，删除第一个音节，保留

其余的部分。即发生删略的成分要么删除第一音节，要么只保留第一音节，这个规律可以叫

“首字原则”。 

    例（11）发生了两次同形删略，其中一次是左端删略（帮忙、后悔），另一次是右端删

略（帮忙、后悔），前后删略的成分不同，这就是 Fanselow et al（2002）所说的分配删略

（distributed deletion），潘海华、叶狂（2015)则叫互补删略（complementary deletion）。 

 

三  不完整词和同形删略 

    不完整词都有特殊的出现条件,下面三例中的 a 满足这个条件，形成不完整词，而 b 不

满足这个条件，不能形成不完整词： 

    （14）a. 你喜不喜欢打球？      b. *我喜打球。 

    （15）a. 中小学都放假了。      b. *中都放假了。 

    （16）a. 今晚有大到暴雨。      b. *今晚有大。 

    不完整词出现的条件是：后面或前面有与之完全同形的词（喜欢），或者有与之部分同

形且构造相同的词（中学-小学，大雨-暴雨），被删除的都是同形的那一部分。 

    由于有这些特殊条件，不完整词实际上可分析为由同形删略造成。现代汉语中的下面 7

种不完整词都可看作同形删略的结果2。 

    1. 用于并列结构： 

        a. AB+CB→A+CB：中{学}小学、动{物}植物、牛{肉}羊肉、上{班}下班 

        b. AB+AC→AB+C：表兄{表}弟、十七{十}八、输出{输}入、统{购}派购 

    2. 用于定中结构： 

        a. AB+BC→A+BC：中医{医}院、充电{电}池 

        b. ABC+CD→ABC+D：教育部{部}长、共产党{党}员 

    由于两个同形片段相邻，看作“前-右”删略也是可以的，但若采取“前-右”对“教育

{部}部长”进行删略，“教育部”的前两字“教育”保留下来，违反要么删除第一音节，要

么只保留第一音节的“首字原则”，因此还是处理为“后-左”删略好。 

    3. 用于“到”字结构（AB+CB→A+CB）：大{雨}到暴雨、小{雪}到中雪 

    4. 用于正反问格式（AB+AB→A+AB）：喜{欢}不喜欢、考试不考{试} 

    5. 用于让步结构（AB+AB→A+AB）：喜{欢}是喜欢、干{净}倒是干净 
                                                        
2下面的 7 种情况只是发生同形删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并非一定可以发生同形删

略，对比：一班{班}长/*一师{师}长，文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科学院{院}长，牛{肉}羊肉/?鸡{蛋}

鸭蛋/*银{耳}木耳。过去的研究对删略的条件有所涉及，如刘汉民（1982）、俞理明（2005）、高士旺（20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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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用于“连”字句：a. AB+AB→A+AB：离{开}都离开了、认{识}也认识了； 

                      b. AB+AB→AB+A：睡觉都没睡{觉}、理发也没理{发} 

    7. 用于重动句（AB+AB→AB+A）：睡觉睡{觉}不着、小便小{便}不干净 

 

四  离合词和同形删略 

4.1  离合词的分离类型 

    王海峰（2011:48）把离合词的分离形式分为 13 种，本文在此基础上，根据表层形式分

为两大类 20 种： 

 

类型  格式 例句 

 

A 类： 

 

O 前置 

1.  “连”字句 （连）觉也不睡 

2.  重动句 舞跳得好 

3.  “把”字句 把澡洗了 

4.  话题化结构 这个忙不能帮 

5.  任指成分前置句 什么忙也不帮，一个忙也不帮 

6.  焦点判断句 发是昨天理的 

 

 

 

 

B 类： 

 

插 入 其

他成分 

7.  V 什么 O a. 帮什么忙  b. 后什么悔 

8.  V 名词的 O a. 睡你的觉  b. 帮他的忙  c. 吃他的亏 

9.  V 性质定语 O 帮大忙 

10.  V 关系化定语 O 帮让我一辈子受益的忙 

11.  V 数名量 O 帮一个忙 

12.  V 数时量的 O 帮一个月的忙 

13.  V 数动量/时量 O 帮一次忙，帮一天忙 

14.  V 数 O 睡一觉 

15.  VVO 帮帮忙 

16.  V 了/着/过 O 帮了忙 

17.  V 补 O 帮不上忙 

18.  V 的 O a. 他帮的忙（不少）  b. 是小王帮的忙 

19.  V 的（是）O 帮的（是）什么忙 

20.  V 名词 O 帮我忙，吃他亏 

           表 1：离合词的分离形式类型 

 

    其中有些类型可以同时使用： 

    （17）帮了 16 我 20一个 11 让我一辈子受益的 10大 9 忙 

    上述离合词的分离形式，都可以分析为同形删略造成。根据“分离”形式的同形删略条

件和具体方式不同，大致可分为动词复现结构和“轻动词+实义动词”结构两个大类，下面

分类分析。 

4.2  动词复现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所谓动词复现结构，指谓语动词前面有一个与之同形的动词的结构，如“想都没想”、

“打篮球打得好”。有几种离合词是在动词复现结构中产生的。 

4.2.1  “连”字句中的同形删略 

    这里说的“连”字句包括带“连”的和不带“连”但句式义相同的句子。根据是否带

“连”，把“连”字句分为两类：有标“连”字句（连这个字也/都不认识）；无标“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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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这个字也/都不认识）。 

    我们说的“连”字句的同形删略指下面这样的例句： 

    （18）他连头也不抬。 

    （19）喜酒都喝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连”字句中“连”后的成分往往都与预设中的其他成分形成对比（郭锐 2006），如： 

    （20）a. 这种事连小学生都知道。（对比成分序列：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 

          b.屋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对比成分序列：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连”后成分与对比成分正好形成了一个语用量级（pragmatic scale），而且“连”字句

中的量级是最低点（用 S0表示）。“连”字句结构可表示为： 

    （21）连+ S0+也/都+VP 

    但有些“连”字句却“找不到”对比成分。如例（18）并不形成对比成分序列“头-手-

脚”；例（19）不形成对比成分序列“喜酒-可乐-茶”。 

    如何分析这类“连”字句的对比成分呢？我们注意到，“连”后成分可以是包含与谓语

动词 V 同形的成分的片段。如： 

    （22）他连想也没想。 

    如果是动宾短语，也有两种形式： 

（23）a. 连洗脸也不洗          b. 连{洗}脸也不洗 

刘丹青（2005）、郭锐（2006）注意到，（18）-（19）一类“连”字句的对比成分实际

上是包含“连”后成分和动词的整个 VP。潘海华（2006）认为例（18）是“他连抬头都没

有抬”的变体或省略。我们同意上述观点，认为（18）-（19）实际上是一个 VP 与其他 VP

形成对比：抬头-打招呼-握手等热情举动；喝喜酒-拉手等亲密的举动。 

    因此，可以认为，（18）-（19）中“连”后成分本来也带有一个动词，只是这个动词与

谓语动词同形，被删除了。这样，这些“连”字句的意义才能得到解释。 

    （18’）他连头也不抬←他连抬头也不抬 

    （19’）喜酒都喝了← 喝喜酒都喝了 

    “连”字句是一种派生句式，由基础句式变化而来。 “连”字句的结构可以概括为： 

    （24）话题+连-对比焦点+[主语+也/都+附加语+[VPV+O]] 

    其中“[主语+附加语+[VPV+O]]”是基础小句，前面的“话题”和“对比焦点”是在基

础小句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分别从基础小句中拷贝某些成分而来，拷贝后原位成分一般被删

除。“对比焦点”可以拷贝自基础小句的“主语”、“O”、“附加语”、“VP”。如： 

    （25）a. 连我 i[ti都不认识这个字]（拷贝自主语） 

          b. 连这个字 i[我都不认识 ti] （拷贝自宾语） 

          c. 连春节 i[我 ti也不吃饺子] （拷贝自附加语） 

          d. 连想 i[我都没想 i]（拷贝自 VP，原位成分是小句谓语核心，拷贝后保留） 

    “话题”主要拷贝自基础小句的主语或宾语。 

    例（18）-（19）的构造，也可以用（24）的模式来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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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他 j 连 抬头 i [tj 也不[VP 抬头 i]] 

           TopP 

     Topic        Top' 

      他 k   Top          FP 

                LianP            F' 

           Lian       Focusi   F         IP 

            连        抬头 i      Subj          I' 

                                 他 k   DOU        I' 

                                       也    NegP       I 

                                        Neg        VP 

                                        不         抬头 i 

 

    此例属于拷贝基础小句的 VP 至“连”后“对比焦点”位置，并删略左端；原位的“抬

头”包含小句谓语核心，而小句核心不能缺失，因而保留，但其中的“头”可以删略。由此

形成互补删略。 

    如果是离合词，则有两种形式，其中第二种形式就形成“分离”形式： 

    （26）a. 他 j连睡觉 i [tj 也没[VP 睡觉 i ]]（VP 拷贝至“连”后“对比焦点”位置，原位

VP 保留，并删略右端，形成不完整词） 

          b. 他 j 连 睡觉 i [tj 也没[VP 睡觉 i ]] （VP 拷贝至“连”后“对比焦点”位置，并

删略左端；原位 VP 保留，并删略右端，形成离合词） 

           TopP 

     Topic        Top' 

      他 k   Top          FP 

                LianP            F' 

           Lian       Focusi   F         IP 

            连        睡觉 i      Subj          I' 

                                 他 k   DOU        I' 

                                       也    NegP       I 

                                        Neg        VP 

                                        不         睡觉 i 

 

    “连”字句中同形删略的规则是：当“连”后“对比焦点”与谓语动词同形，且同形成

分为双音节、多音节时，谓语动词删略右端，形成不完整词；或在此基础上“连”后成分进

一步删除左端，形成离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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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音节同形成分有时也可以删略，如： 

    （27）a. 小王都ˊ走了 ← b. 小王ˊ走 i都走 i了 

    完整的“连”字句中，“连”后成分重读，但此处“连”后成分被删略，原来的重音无

所依托，只得转移到与原来的“连”后成分同形的谓语动词上。如（27）a 中“走”要重读。 

    甚至一些双音节动词也可以完全删略。如： 

    （28）a. 我都不ˊ知道 ← b. 我ˊ知道 i都不知道 i 

    可以看到，“连”字句中的离合词实际上是假象，看似从动词中移出的成分其实是与动

词同形的另一个动词，只是在语音层面上两处都发生了删略，并未发生移出的操作，词的“分

离”并不存在。严格地说，这种离合词其实是前后分别出现的两个不完整词，只是由于这两

个不完整词采取的是互补删略，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词的两个片段。 

    “连”字句中的同形删略有以下 4 种，其中 3 种形成不完整词或离合词： 

 

例句 删略次数 完全/部分删略 删略位置 离合词/不完整词 

我知{道}都不知道 1 部分删略 前-右 不完整词 

我睡觉也没睡{觉} 1 部分删略 后-右 不完整词 

我{睡}觉也没睡{觉} 2 部分删略 前-左，后-右 离合词 

我{知道}都不知道 1 完全删略 前 非不完整词、非离合词 

    表 2  “连”字句中的同形删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的形成 

 

4.2.2  重动句中的同形删略 

    “他（的）老师当得好”一类格式的句法结构很难分析，这是因为发生了同形删略，表

面形式发生变化。要分析这类格式的结构，需从同形删略的视角来分析。 

    梅广(1978)采取动词删除的分析法分析这类结构： 

    （29）a. 他当老师当得好。        (深层结构) 

          b. 他老师当得好。          (删除了第一个动词“当”) 

          c. 他的老师当得好。        (插入了“的”字) 

      黄正德（Huang 1982）的分析与之类似： 

    （30）a. 他理头发得不错。       (深层结构) 

         b. 他头发理得不错。        (宾语“头发”提前) 

         c. 他的头发理得不错。      (“的”字插入) 

    （29）、（30）的分析都假设：当主语“他”紧接宾语“老师、头发”时，两个相邻的

名词短语在结构上发生重新分析而形成一个名词短语，从而导致“的”字的插入：“他”原

来是主语，“老师”是宾语，经过结构重组后“他”变成了“老师”的定语（黄正德2008）。 

    邓思颖（2008、2009）采取动词核心移位的分析法。黄正德（2008）用轻动词处理“他

的老师当得好”一类结构的生成： 

    （31）a. 他 DO 他的当老师（得好）。  （底层结构） 

          b. 他 当i 他的 ti 老师（得好）。  （动词核心移位） 

          c. [ e ] 当i 他的ti 老师（得好）。  （受事主语句步骤一：主语删略） 

          d. [ 他的t 老师]j 当tj （得好）。  （受事主语句步骤二：宾语提前） 

          e. 他的老师当得好。 

我们认为两个相邻的名词短语重新分析为定中偏正结构、“的”的插入、主语删略、宾

语提前等分析都不够简捷和自然。 

    下面先分析重动句的形成，然后讨论重动句中的离合词。 

    重动句作为话题句，也是一种派生句式。其结构可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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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主话题+次话题+[主语+V+O+C] 

    “[主语+V+O+C]”是基础小句，其中的宾语“O”不在表层结构出现，主话题和次话

题都是由基础小句中的成分拷贝而来。这个格式可以概括“他当老师当得好”和“当老师他

当得好”两种语序。如： 

    （33）a. 他 j (当老师)i [tj (当老师)i 得好] （基础小句的主语拷贝至主话题位置，原位

主语删除；“V+O”拷贝至次话题位置，原位的 O 被删除） 

          b. (当老师)i他 j [tj (当老师)i 得好] （基础小句的主语拷贝至次话题位置，原位主

语删除；“V+O”拷贝至主话题位置，原位的 O 被删除） 

    重动句形成后，再进一步把话题位置的“V”同形删略： 

    （34）a. 他 j (当老师)i [tj (当老师)i 得好] （次话题位置上的“V”被同形删略） 

          b. (当老师)i他 j [tj (当老师)i 得好] （主话题位置上的“V”被同形删略） 

    带“的”结构，可作平行的分析： 

    （35）a. 他 j 的 (当老师)i [tj (当老师)i 得好] （基础小句的“V+O”拷贝至话题位置，

原位的 O 被删除；由于话题位置上的“当老师”已指称化，无法得到主语，故基础句主语

拷贝至话题位置后转为“当老师”的定语，原位主语删除） 

          b. 他 j 的 (当老师)i [tj (当老师)i 得好]（话题位置的“V”被同形删略） 

    例（34）a 和例（35）的差别是：例（34）a 中是指称化的动宾结构（当老师）做次话

题，“他”则是主话题；例（35）中是指称化的动宾结构（当老师）受领属性定语“他的”

修饰后做话题（他的当老师）。两句的共同点是，在语音层面，话题中与谓语动词同形的动

词“当”被删略。 

    重动句中的离合词，实际上是话题位置的动词与谓语核心动词进行互补删略形成的。如： 

    （36）a. 他 j 打拳 i [tj 打拳 i得很好]。（“V”拷贝至次话题位置，原位的“V”右端删

略；基础小句的主语拷贝至主话题位置，原位主语删除） 

          b. 他 j 打拳 i [tj 打 i 得很好]。 （话题位置上的“打拳”左端删略） 

（37）a. 他 j 的打拳 i [tj 打拳 i得很好]。（基础小句的“V”拷贝至话题位置，原位的

“V”右端删略；主语拷贝至话题位置上的领属定语位置，原位主语删除） 

          b. 他 j 的打拳 i [tj 打 i得很好]。（话题位置上的“打拳”左端删略） 

    下面几例与典型的重动句不同，但其实也可以分析为重动句的同形删略。 

（38）a. 我饭吃了。 ←  b. 我 j (吃饭)i [tj (吃饭) i了]。 

    例（38）a 有歧义，一种意思是“我把饭吃了”，我们讨论的是后一种意思：“吃饭这件

事我做了”。其中的话题“饭”带有事件含义，代表的是“吃饭”这件事。可以分析为特殊

的重动句，即主语位置上的动词性成分被删略的重动句（如（38）b 的分析）。 

    如果话题是离合词，则可发生“分离”现象。如： 

（39）a. 我澡洗完了。←  b. 我 j (洗澡) i [tj (洗澡) i 完了]。 

    这类结构中，做次话题的成分拷贝自谓语核心动词，原位动词右端删略，话题中动词的

左端删略，由此形成“分离”假象3。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谓“事件名词”其实是因为在语音层面上删除了一个动词或

动词性语素，剩下的宾语名词承担起原动宾短语的语义内容。 

    重动句中的同形删略，有的形成不完整词，有的形成离合词，其差异是什么呢？差异之

处主要是：如果只执行第一步删除操作，对谓语核心位置上的动词采取“后-右”删略，就

形成不完整词；如果执行互补删略，即两步删略都执行，就造成这个“澡”是从后面的单音

                                                        
3 网络上有这样一句话：“要老公干什么？衣服我会洗，钱我会挣，地我会拖，架我会打，街我会逛，车我

会开”。其中的话题都可以看做删除了动词或动词语素的事件名词，即：洗衣服我会洗衣服，挣钱我会挣钱，

打架我会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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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词“洗”后面移动到前面的假象，形成所谓“构词成分前置”的离合词。 

例句 删略次数 删略位置 离合词/不完整词 

小便小{便}不干净 1 后-右 不完整词 

{洗}澡洗{澡}完了 2 前-左，后-右 离合词 

    表 3  重动句中的同形删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的形成 

4.2.3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的同形删略 

    “把 OV 了”结构一般只允许“去除、受损”义动词进入，整个格式表示去除某物或使

某物受损（吴葆堂 1987），如： 

    （40）a. 把书卖了  b. 把信烧了（去除） （41）a. 把他打了  b. 把手烫了（受损） 

    但还有一类“把 OV 了”似乎没有使“把”的宾语所指的物体去除、受损的意思。如： 

    （42）a. 把书买了            （43）a. 把语文考了 

    这两例“把”字句中，“把”的名词宾语其实代表一个事件，这类“把”字句语义解读

是：把买书这件事做了、把考语文这件事做了（参看叶向阳 2004）。因此，这类“把”字句

仍有去除义。可以认为，句法上“把”的宾语其实是一个动宾短语“买书”、“考语文”，只

是由于其中的动词与“把”字句的谓语动词同形而发生了语音删略。“书”、“语文”有事件

含义的原因正在于此。 

    “把”字句也是一种派生句式，“把”的宾语是从 VP 部分拷贝而来。“把”字句的结构

可表示为： 

    （44）主语+把-宾语+[V+(C)+O] 

    其中，“主语+[V+(C)+O]”是基础小句。“把”的宾语是从基础小句中拷贝“O”或“VO”

而来。如： 

    （45）他把衣服 i [洗干净了衣服 i ]。（“把”的宾语拷贝自基础小句宾语，原位宾语删除） 

    例（43）这样的结构生成过程可分析为： 

    （43’）a. 我把（考语文）i [（考了语文）i]。（“把”的宾语拷贝自基础小句的“VO”，

原位“O”删除，“V”因是谓语核心，需保留；“把”的宾语位置上的动词“考”因与谓语

动词同形而删略） 

          b. 我把语文考了。 

    如果“把”的谓语是离合词，则发生“分离”，如： 

    （46）a. 我把澡洗了。 ← b. 我把 洗澡 i [洗澡 i了]。（“把”的宾语拷贝自基础小句的

“V”，原位动词因是谓语核心，需部分保留，删除右端；“把”的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因与谓

语动词同形而发生互补删略） 

    可见，“把”字句中的离合词也没有违反词的完整性，只是前后两次出现的动词发生互

补删略造成的“分离”假象。 

4.3  “轻动词 DO+实义动词”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4.3.1  过去的相关研究 

     本小节讨论“你睡你的觉”、“帮什么忙”、“帮大忙”、“帮一个忙”、“帮三天的忙”、“帮

了忙”、“是他帮的忙”、“这个忙不能帮”等离合词的“分离”形式的形成。这类离合词的“分

离”形式与一些准定语结构密切相关，所以放在一起讨论。 

    黄正德（2008）认为（47）这类准定语结构可作如下分析：谓语“教英文”、“看书”

（= VP2）首先经过动名化，因此其主语或数量成分作为动名短语 GP（Gerundive Phrase）

的定语，以“你的”、“三天的”形式出现，得到“你的教英文”、“三天的看书”。动名

短语上面还有个缺乏语音成分的轻动词 DO，其语义属“执行、进行、做、搞、弄”之类，

是个双元述词（以“你”、“他”为其主语，指涉事件的 GP 为其宾语）。由于 DO 和 G 两

个核心词都没有语音成分不能独立成词，必须将下面的 V2 一步一步移上来补位，于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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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教你的英文”、“他看了三天的书”这种准定语结构。 

    （47）a. 你教你的英文。             b. 他看了三天的书。（黄正德2008） 

              VP1                              VP1 

             ╱╲                             ╱╲ 

           NP    V’                         NP    V’ 

           │    ╱╲                        │    ╱╲ 

           你   V1   GP                     你   V1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    ╱╲                         │    ╱╲ 

                  你的  G   VP2                     三天的 G   VP2 

                        │   ╱╲                          │   ╱╲ 

                        [e]  V2   NP                       [e]  V2   NP 

                            │    │                           │    │ 

                            教   英文                          看    书 

    黄正德（2008）同时分析了离合词用于这类结构：轻动词也可以具有语音成分（48）a，

但当轻动词没有语音成分时(（48）b)，词根核心便需移上去补位(（48）c)： 

    （48） a. 他搞他的革新，你搞你的复古      (轻动词= 搞) 

           b. *他__他的革新，你__你的复古     (轻动词无语音成分) 

           c. 他革他的新，你复你的古          (词根核心补入轻动词位置) 

    汪国胜、王俊（2011）采用类似的处理，即用轻动词吸引离合词中核心语素前移的办法

处理离合词的形成过程。 

    我们同意黄正德（2008）对例（47）的分析，但对例（48）的处理则不完全同意。因为

从一个词内部移出词根的做法违反词的完整性原则，同时“移”上去的不一定是词根核心，

甚至可以不是词根，而只是一个音节，无法用“移动”来解释。如： 

    （49）a. 你净你的坐，我游我的行。     b. 他幽他的默，我搞我的笑。 

    沈力（2006）认为“研究什么研究”、“研什么究”与“研究什么方言”相当，后一个“研

究”是插入的，做前一个“研究”的补足语。 

    沈力（2006）对带有表示“批评”（否定）的“什么”的结构作了如下分析： 

     （50）      VP 

                 ╱╲ 

               V     QP 

               │     ╱╲ 

               │    Q     NP 

               │    │     │ 

            a. 研究 ←什么   方言[N] 

            b. 研究 ←什么→ 研究[VN] 

            c. 研   ←什么→ 究[VN] 

    沈力（2006）认为，（50）b、c 是在补语名词位置上插入动名词（VN）形成的。 

    蔡维天（2011）用动词拷贝的办法分析这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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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埋怨什么埋怨？！（蔡维天 2011） 

         a.  vP                              b. vP 

           ╱╲                              ╱╲ 
        Subj     v'                                v' 

               ╱╲                             ╱╲ 

          [FOR]   VP               [埋怨]k+[FOR]   VP 

                   ╱╲                            ╱╲ 

               什么   V'                        什么   V' 

                      ╱╲                            ╱╲ 

                    埋怨  …                        [埋怨]k  

    蔡维天（2011）认为：（51）很可能衍生自隐性轻动词结构，经由动词重复(verb copying)

的机制而来。例（51）还有另外两种变异形式： 

    （52）a. 埋怨什么？！         b. 埋什么怨？！ 

    蔡维天（2011）认为：这两个句式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变异。此处句法运作与（51）一致，

只是当衍生过程进入语音式(PF)之后，删掉下层拷贝(lower copy)就成了（52）a，其过程如

（53）a；若上层拷贝(upper copy)删掉第一音节，下层拷贝删掉第二音节，则衍生出（52）

b，可图解如（53）b： 

    （53）a. vP                              b. vP       （蔡维天2011） 

           ╱╲                              ╱╲ 
                v'                                v' 
               ╱╲                             ╱╲ 

    [埋怨]k+[FOR]   VP               [埋怨]k+[FOR]   VP 

                   ╱╲                            ╱╲ 

               什么   V'                        什么   V' 

                      ╱╲                            ╱╲ 

                   [埋怨]k  …                       [埋怨]k  … 

    我们同意蔡维天（2011）用轻动词 FOR 以及动词拷贝的方法分析问原因的“埋怨什么”

这种格式，但由于“埋怨什么埋怨”和“埋什么怨”不能问原因，而只能表示否定含义，因

此不应用轻动词 FOR，而应用轻动词 DO 来分析。 

    带“什么”的这三种形式（埋怨什么、埋怨什么埋怨、帮什么忙、）在语义上并不完全

相同（见表 4），其中形式 1 和形式 2 都不能构成离合词，下面只分析形成离合词的形式 3。 

  真性疑问 不定指事件 否定含义 

1 埋怨什么 +（为什么 V） — + 

2 埋怨什么埋怨 — — + 

3 a. 后什么悔 — — + 

b. 帮什么忙 +（什么样的 V） + + 

           表 4：“V 什么（V）”的三种形式和意义 

    我们认为，上述离合词的“分离”形式都是“隐性轻动词+实义动词”结构中的同形删

略形成。可以结合黄正德（2008）提出的轻动词 DO 和蔡维天（2011）提出的动词拷贝及音

节删除来分析这类离合词“分离”形式和相关的准定语结构。 

4.3.2  实义动词受定语修饰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一）睡你的觉、操总理的心 

    这类结构从表层形式看，是在离合词中间插入领属性定语，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语与领

属性定语同指（你睡你的觉），二是主语与领属性定语不同指（老任操着总理的心）。 

    我们认为，可以结合黄正德（2008）提出的轻动词 DO 及动词移位和蔡维天（2011）采

取的拷贝理论及音节删除来分析（54）这类结构：实义动词通过拷贝的方式与轻动词 DO 合

并，只是拷贝后由于形成了前后成分的同形，因此需要进行同形删略的操作，把上层拷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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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端删除，下层拷贝的左端删除，即互补删除。结构分析如下： 

    （54）a. 你睡你的觉                        b. 老任操着总理的心 

             vP                                      vP     

            ╱╲                                    ╱╲ 

          NP    v’                                NP    v’ 

          │    ╱╲                              │    ╱╲ 

          你  v     GP                          老任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睡觉        ╱╲                        操心         ╱╲ 

                 你的  G   VP                           总理的  G   VP 

                            │                                       │ 

                           睡觉                                     操心 

    现代汉语中“NP 的 VP”结构的“VP”可以受状语修饰，如“这本书的不出版”，因此

“VP”仍有动词性，但“NP 的 VP”整体是名词性的。此处“VP”大致与英语的动名词（V-ing）

功能相当。汉语没有类似英语“-ing”的显性的动名词标记，但可假设汉语中指称化的谓词

性成分带有隐性的指称化标记，我们用 G 表示这个指称化标记。按照一般的规则，此处的

G 由于是零形式，实义动词应先拷贝到 G 位置，然后再拷贝到 DO 位置。考虑到 G 是虚化

成分，而虚化成分应与拷贝或移动的成分发生并移（pied-piping），一起拷贝或移动到 DO

位置，但此处拷贝到 DO 位置的“睡（觉）”是谓语核心，不应带指称化标记，因此本文采

取实义动词直接拷贝到 DO 位置的处理。 

    “老任操着总理的心”在构造上与第一种情况相同（见（54b），与“你睡你的觉”一类

格式的差别只是主语与领属性定语是否同指，由此造成句式在语义上的差异。“你睡你的觉”

一类句式的主语与事件的领属性定语同指，是说某人做自己的事，因而有了专注于某事，与

其他事不相干的意思；“老任操着总理的心”一类句式的主语与事件的领属性定语不同指，

是说某人做别人的事，因而有某人做本不该自己做的事的意思。 

    相应于（54）的分析，例（47）这类准定语结构也应作调整，把实义动词的上移改为拷

贝和同形删略（见（55）a）。“你走你的”虽然没有准定语，但结构上其实与准定语结构相

同，只是由于不带宾语，受“你的”修饰的动名词“走”被删除后，“你的”后面没有留下

名词性成分。 

    （55）a. 你看你的书                        b. 你走你的 

             vP                                      vP 

            ╱╲                                    ╱╲ 

          NP    v’                                NP    v’ 

          │    ╱╲                              │    ╱╲ 

          你  v    GP                            你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看         ╱╲                          走         ╱╲ 

                 你的  G   VP                            你的  G   VP 

                           ╱╲                                      │ 

                          V   NP                                    V 

                          │                                         │ 

                          看   书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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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要把谓语动词的施事论元转化为领属性定语？这是因

为 VP 做轻动词 DO 的宾语，已经动名词化，不能给施事名词赋予主格，而动名词化的成分

可以接受定语的修饰，把施事论元转化为动名词化的 VP 的定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二）帮什么忙、后什么悔 

    （56）a. 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b. 我也没帮什么忙  c. 他那么能干，我们还帮什么忙 

    离合词中间插入“什么”有三种意义：1. 真性疑问，如（56）a 表示“帮什么样的忙”；

2. 不定指，如（56）b 表示“帮某些忙”；3. 否定含义，如（56）c 表示“不（应）帮忙”。 

    表示真性疑问的“帮什么忙”、“考什么试”这类结构，其底层是一个隐性轻动词结构，

这个轻动词 DO 带一个受疑问词“什么”修饰的动名词短语（GP）做宾语（DO 什么帮忙）。

进入语音层面后，由于轻动词没有语音形式，需要把原本做宾语的实义动词加接到隐性的轻

动词位置，加接的方式就是拷贝。拷贝完成后，造成前后成分的同形，于是进行互补同形删

略的操作，就得到“帮什么忙”、“考什么试”。 

    （57）    vP  帮什么忙 

             ╱╲ 

           NP    v’ 

                 ╱╲ 

               v     GP 

               │    ╱╲ 

              DO  Spec   G’ 

             帮忙   │    ╱╲ 

                  什么   G  VP 

                              

                           帮忙 

    “帮什么忙”的不定指用法是真性疑问用法在语义上的扩展，否定用法是疑问的反问用

法的凝固化的结果，只是语义上发生了变化，结构上应是一致的，都可用上面的方法分析4。 

    （三）帮大忙、帮让我一辈子受益的忙 

    中间“插入”性质定语的“帮大忙”、“帮倒忙”、“帮特殊的忙”、“洗凉水澡”、“睡囫囵

觉”和关系化定语的“帮让我一辈子受益的忙”可作相同的分析。 

    （58）a. [v’  DO [GP 大 G [VP 帮忙 ] ] ]  （底层结构） 

          b. [v’ 帮忙 [GP 大 G [VP 帮忙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轻动词 DO 位置) 

          c. [v’ 帮忙 [GP 大 G [VP 帮忙 ] ] ]   (两个“帮忙”作互补删除) 

          d. 帮大忙 

 

 

 

 

 

 

 

                                                        
4 表示否定含义的“后什么悔”也有可能来源于语句重复的“后悔什么后悔”。口语中常有“好什么好”、“后

悔什么后悔”，由于中间可带语气词“啊（呀）”，如“好什么呀好”、“后悔什么呀后悔”，因此“什么”与

第二个谓词没有结构上的关系，而只能看作语句“后悔什么”的重复，同时第二个“什么（呀）”删除的结

果：后悔什么（呀）后悔什么（呀），进一步互补删除就得到：后悔什么后悔→后什么悔。但这种分析有一

个问题得不到解释，即当带有语气词时，互补删除操作不成立：后悔什么呀后悔→*后什么呀悔。因此，“后

什么悔”也许还是用（57）的分析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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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vP  帮大忙 

             ╱╲ 

           NP    v’ 

                 ╱╲ 

               v     GP 

               │    ╱╲ 

              DO  Spec   G’ 

             帮忙   │    ╱╲ 

                    大   G  VP 

                              

                           帮忙 

 

    “（吃）放心菜”、“（吃一顿）饱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一类特殊的定中偏

正结构，过去分析为有特殊的语义指向，如： 

    （59）（吃）放心菜  （“放心”的语义指向为“吃”的施事） 

    但这类定中结构的特殊语义指向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得到很好解释。我们认为，如果

用隐性轻动词引起动词拷贝并发生同形删略，那么可以很好地分析特殊语义指向的形成。 

    （60）a. [v’  DO [GP 放心 G [VP 吃 菜 ] ] ]  （底层结构） 

          b. [v’ 吃 [GP 放心 G [VP 吃 菜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轻动词 DO 位置) 

          c. [v’ 吃 [GP 放心 G [VP 吃 菜 ] ] ]   (原位动词“吃”删略) 

          d. 吃放心菜 

    （60’）   vP  吃放心菜 

             ╱╲ 

           NP    v’ 

                 ╱╲ 

               v     GP 

               │    ╱╲ 

              DO  Spec   G’ 

               吃   │    ╱╲ 

                   放心  G  VP 

                            ╱╲ 

                           V   NP 

                          │ 

                          吃   菜 

 

    “放心”在底层结构中本来是定语，修饰指称化的“吃菜”，由于“吃”被轻动词吸引

拷贝并删除原位的“吃”，就造成“放心”修饰“菜”的表象。因此，“放心菜”也是一种准

定语。 

4.3.3  “隐性轻动词+数量成分+实义动词”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一）睡了三天的觉 

    黄正德（2008）分析“（看了）三天的书”一类准定语结构仍采取隐性轻动词结构的分

析法，认为其底层结构为“DO+三天的+看书”，“三天的”是动名化的“看书”的修饰语，

实义动词“看”上移与轻动词 DO 合并，就形成准定语形式。邓思颖（2010b：238）也采取

类似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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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三天的觉”一类离合词，与“看了三天的书”一类准定语结构是相同的，可以借

用黄正德（2008）的处理方法，不过为了避免违反词的完整性，我们仍可采取动词拷贝和同

形删略来分析“看了三天的书”和“睡了三天的觉”： 

    （61）a. vP 看三天的书                      b. vP 睡三天的觉 

           ╱╲                              ╱╲ 

               v’                                 v’ 

              ╱╲                               ╱╲ 

             v    GP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看          ╱╲                   睡觉         ╱╲ 

              三天的  G   VP                     三天的  G  VP 

                          ╱╲                                │ 

                         V   NP                              V 

                         │                                   │ 

                         看   书                             睡觉 

    （二）帮一次忙，帮三天忙 

黄正德（2008）认为“看三天书”一类数量短语后不带“的”的结构既可采取“看了

三天的书”相同的分析法，把“三天”处理为 GP 的标示语，也可以把“三天”处理为动词

的状语。 

    朱德熙（1982: 117）认为，由于例（62）、（63）中动量、时量成分“一次”、“半个月”

可以与名词一起移到动词前面，因此应看成是名词“城、旅馆”的定语。 

    （62）a. 进一次城  →   b. 一次城也没进 

    （63）a. 住半个月旅馆 →  b. 半个月旅馆一住，胃口就没有了 

因此，其结构层次应分析为： 

进  一  次  城    而不能分析为： 进  一  次  城 

              述      宾                            述     宾 

                    定    中                    述    宾    

    从这个角度考虑，“帮三天忙”、“帮一次忙”宜采取与“看三天的书”相同的分析。 

    （64）a. [v’ DO  [GP 三天 G [VP 帮忙 ] ] ]  （底层结构） 

          b. [v’ 帮忙  [GP 三天 G [VP 帮忙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v’ 帮忙  [GP 三天 G [VP 帮忙 ] ] ]  (两个“帮忙”作互补删除) 

          d. 帮三天忙 

    按照上面的分析，例（62）的准定语结构也可分析为来自动词拷贝和同形删略： 

    （65）a. [v’没 DO  [GP 一次 G [VP 进城 ] ] ]  （底层结构） 

          b. [v’ 没 进  [GP 一次 G [VP 进城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v’ 没 进  [GP 一次 G [VP 进城 ] ] ]  （原位动词被删除） 

          d. [v’ 没 进 [GP 一次 G [VP 城 ] ] ]  （焦点成分“一次城”前移至动词前） 

          e. [v’ [GP 一次 G [VP 城 ] ] i 没 进 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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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vP  帮三天忙                （65'）vP  进一次城 

           ╱╲                              ╱╲ 

               v’                                 v’ 

              ╱╲                               ╱╲ 

             v    GP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帮忙        ╱╲                   进           ╱╲ 

                一次  G   VP                      一次   G  VP 

                三天                                         ╱╲ 

                         帮忙                               V  NP 

                                                            │ 

                                                            进 城 

 

    朱德熙（1982：117）说“一次”在结构上是“城”的定语，但“‘一次城’不是说明‘城’

的数量，而是说明‘进城’的次数的”。为什么如此？从上面的分析看，“一次”其实并不是

“城”的定语，而是“进城”的定语，只是原位的动词“进”被删略了，形成了“一次”修

饰名词“城”的表象。 

    （三）  帮帮忙、帮一帮忙 

    “帮帮忙”这类离合词的重叠形式，与“看看、商量商量”其他动词重叠形式一样，实

际上是一种假重叠，即重叠形式的后一部分是动量词，这个动量词借用动词词形而来（参看

范方莲 1964）。本来的形式带有数词“一”（看一看、商量一商量），数词“一”脱落造成重

叠的假象。“帮帮忙”这类离合词的重叠形式性质也如此，其原形式可以分析为“帮忙一帮

忙”，经过同形删略和“一”脱落而形成“帮帮忙”的形式。离合词的“VVO”式重叠，在

底层为轻动词 DO 的重叠，实义动词拷贝到轻动词 DO 位置，具体生成过程如下： 

    （66）a. [v’  DO 一 DO  [GP G [VP 帮忙 ] ] ]  （底层结构） 

          b. [v’ 帮忙 一 帮忙 [GP G [VP 帮忙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v’ 帮忙 一 帮忙 [GP G [VP 帮忙 ] ] ]   (互补删除) 

          d. [v’ 帮 (一) 帮 [GP G [VP 忙 ] ] ]        (“一”脱落) 

    另一种可能的分析更简单：前后出现的两个同形词的同形删略形成。如： 

    （67）a. 帮忙 一 帮忙    (借用前面的实义动词为动量词) 

          b. [帮忙 一 帮忙 ]   (前面的“帮忙”做右端删除) 

          c. [帮 帮忙 ]   (数词“一”脱落) 

    但由于存在“帮帮我的忙”一类说法，这种形式无法直接用同形删略来分析，而“帮我

的忙”需要分析为轻动词结构，因此，我们把“VVO”这类重叠式分析为轻动词结构。 

    （四）帮一个忙、帮这个忙、睡一觉 

    （68）a. 帮一个忙。        b. 我去理个发。    c. 小个便 

    离合词中间插入“（x）个”，这种现象与（69）一类结构是平行的。 

    （69）a.不要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 b.年轻人就爱抽个烟、喝个酒。 c.笑一个！ 

数量词“x 个”，可以修饰一些本来与“个”没有搭配关系的名词，一些不及物动词也

可以带“x 个”做宾语（笑一个）。这种结构其实是一种准定语结构，可分析为轻动词 DO

带动名词宾语。即“喝一个酒”的底层结构为“DO 一个喝酒”，“一个”是修饰动名化短语

“喝酒”的5，由于实义动词“喝”拷贝到轻动词 DO 位置并删除原位的“喝”，就形成“一

                                                        
5 李宇明（1988）注意到“喝个酒”一类“V 个 N”中的“个”不能脱离动宾结构，由此认为这种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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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修饰“酒”的表象。而“笑一个”的底层为“DO 一个笑”，实义动词“笑”拷贝到轻

动词 DO 位置，并删除原位的“笑”，就形成“一个”做“笑”的宾语的表象6。 

    （70）a.  vP  喝一个酒                  b.  vP  笑一个 

            ╱╲                              ╱╲ 

                v’                                 v’ 

               ╱╲                               ╱╲ 

              v    GP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喝         ╱╲                   笑          ╱╲ 

                一个  G   VP                      一个  G    VP 

                           ╱╲                                │ 

                          V   NP                              V 

                          │                                   │ 

                          喝   酒                              笑 

而离合词结构“帮一个忙”结构与此平行，即底层为“DO 一个帮忙”，只是同形删略

为互补删略，其结构见（71）a。 

    （71） a.   vP  帮一个忙                          b. vP 睡一觉 

               ╱╲                                   ╱╲ 

                    v’                                     v’ 

                   ╱╲                                   ╱╲ 

                  v     GP                             v      GP 

                 │     ╱╲                          │       ╱╲ 

                 DO  Spec   G’                      DO    Spec   G’ 

                帮忙        ╱╲                    睡觉   ╱╲    ╱╲ 

                     一个  G   VP                      Num  Cl  G  VP 

                                │                       │   │      │ 

                                V                        一  GE      V 

                                │                            觉      │ 

                               帮忙                                  睡 觉 

 

    这种结构有一种变异形式：把量词“个”去掉，如“睡一个觉”变为“睡一觉”，即量

词“个”没有语音形式，需要把原来的宾语“觉”拷贝上去填位，原位的“觉”删除。其结

构分析见（71）b。 

 

4.3.4  轻动词后带附加成分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中间“插入”时体助词、补语的离合词“分离”形式，也可以分析为隐性轻动词带动名

化宾语结构。 
                                                                                                                                                               
“个”的辖域是整个动宾短语，这个观察是很准确的，其背后的原因是底层结构中“一个”修饰 VP。 
6 “吃个饭”这类“V 个 N”结构以及“帮个忙”这类离合词表示主观性意义，《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这

种用法的“个”使“整个语句显得轻快、随便”，李宇明（1988）认为这类结构表示“轻巧随便”的非理性

意义，杉村博文（2009）认为“个”有“贬值”的语义功能，祁杰（2009）任鹰（2013）则把这种主观性

概括为“主观小量”。我们同意这些观点，但并不认为“小量”含义来自“个”，也并非“个”的语义扩展。

我们认为“V 个 N”的“主观小量”来源于底层结构的“一个+VP”，数词“一”作为最小自然数，带有“小

量”的含义，而“个”本身并不表示小量，只是由于“一”脱落而被误认为“小量”含义来自“个”。同时，

我们认为其中的“个”仍是量词，因为“个”能受“一”的修饰，如“吃一个饭也这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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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帮了忙、帮着忙、帮过忙 

    （72）a. [v’  DO 了 [GP G [VP 帮忙 ] ] ]      （底层结构） 

          b. [v’ 帮忙 了 [GP G [VP 帮忙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v’ 帮忙 了 [GP G [VP 帮忙 ] ] ]        (两个“帮忙”作互补删除) 

          d. 帮了忙 

    （二）帮不上忙、帮不了忙、帮完忙 

    （73）a. [v’  DO 不上 [GP G [VP 帮忙 ] ] ]    （底层结构） 

          b. [v’ 帮忙 不上 [GP G [VP 帮忙 ]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v’ 帮忙 不上 [GP G [VP 帮忙 ] ] ]      (两个“帮忙”作互补删除) 

          d. 帮不上忙 

    离合词中间插入补语的结构可以与重动句和“把”字句结合起来。如： 

    （74）a. 他 j 睡觉 i [tj 没 DO 好 睡觉 i]。（基础小句的宾语“睡觉”拷贝至次话题位置） 

          b. 他 j 睡觉 i [tj 没 睡觉 i 好 睡觉 i]（实义动词“睡觉”拷贝至轻动词 DO 位置，

并做互补删略） 

          c. 他 j 睡觉 i [tj 没 睡 i 好 觉 i]（前面“睡觉”后面“睡…觉”互补删略） 

          d. 他觉没睡好 

    （74）a. 把 睡觉 i [DO 好 睡觉 i ]（基础小句宾语“睡觉”拷贝至“把”的宾语位置） 

          b. 把 睡觉 i [睡觉 i 好 睡觉 i ]（基础小句内“睡觉”互补删略） 

          c. 把 睡觉 i [睡 i 好 觉 i ]（前面“睡觉”后面“睡…觉”互补删略） 

          d. 把觉睡好 

4.3.5  带对象的轻动词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75）a. 帮他忙     b. 沾他光      c. 做他主 

    “帮忙”、“沾光”、“做主”等在语义上有一个受事，但由于是不及物动词，在表层结构

中不能带宾语，语义上的受事可添加介词引入，如“给他帮忙”、“为他做主”（参看朱德熙

1982: 147）。这类结构分析如下： 

    （76）  IP    给他帮忙  

           ╱╲               

        PP      I’            

       ╱╲    ╱╲             

      P   NP  I    VP          

     │            ╱╲         

     给  他 i      V   NP       

                 │             

                帮忙   ti        

                                

    在轻动词结构中，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个受事。第一种方式是添加介词“给”，以把底层

宾语位置的受事引出（（77）a），如果介词“给”是隐性的，则会吸引已拷贝到 DO 位置的

实义动词再次拷贝到介词“给”的位置（（7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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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a.  IP    给他帮一个忙               b.  IP    帮他一个忙 

           ╱╲                                ╱╲ 

        PP      I’                           PP      I 

       ╱╲    ╱╲                        ╱╲    ╱╲  

      P   NP  I    vP                     P   NP  I    vP 

     │            ╱╲                  │            ╱╲  

     给  他 i      v    GP               GEI  他 i     v     GP 

                 │    ╱╲             帮忙         │     ╱╲ 

                DO  Spec   G’                       DO  Spec   G’ 

               帮忙  │    ╱╲                           │    ╱╲ 

                    一个  G  VP                         一个  G  VP 

                             ╱╲                                  ╱╲ 

                            V  NP                                V   NP 

                           │                                     │ 

                          帮忙  ti                                帮忙  ti 

 

    第二种方式，由于动词短语已指称化，可受定语修饰，因此也可以把受事前移至 GP 的

标示语位置，由此形成离合词的“分离”形式，并形成“他的忙”这样的准定语结构。 

    （78）a. 帮他的忙   b. 沾他的光    c. 做他的主 

                vP  帮他的忙 

               ╱╲ 

                    v’ 

                   ╱╲ 

                  v     GP 

                 │     ╱╲ 

                 DO  Spec   G’ 

                帮忙  │    ╱╲ 

                     他 i的  G   VP 

                               ╱╲ 

                              V   NP 

                              │    

                              帮忙  ti 

 

    “帮他的忙”这类插入领属定语的离合词虽然看起来与“帮他忙”在结构上相似，但其

实有较大差别（参看刘敏旗 2017）。比较： 

    （79）a. 帮他忙——帮他一个忙/帮他一次忙/帮他一天忙 

          b. 帮他的一个忙——*帮他的一个忙/*帮他的一次忙/*帮他的一天忙 

    “帮他忙”这类受事成分不带“的”的结构中，受事是宾语，“一个忙”也是宾语，整

个结构是一个双宾结构；而“帮他的忙”是插入准定语的单宾结构（朱德熙 1982: 147-148），

在例（78）中，由于 GP 的标示语位置被“受事+的”占据，而数量定语与领属性定语占据

的是相同位置，两者不能共现，因此不能再添加数量定语7。 

    （80）a. 帮他忙——*他忙我不帮/*我帮的是他忙 

                                                        
7 GP 前的领属性定语和数量定语也不能共现，如：*你看你的一天书、*你看你的一个书、*帮你的一个忙，

*帮你的一天的忙，可见 GP 前的领属性定语和数量定语占据的同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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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帮他的忙——他的忙我不帮/我帮的是他的忙 

    由于“帮他的忙”中“他的忙”是一个成分，因而可以整体话题化或在准分裂结构中做

“是”的宾语，而“帮他忙”中“他忙”不是一个成分，因而不能整体话题化或在准分裂结

构中做宾语。 

    “帮他忙”、“沾他光”和“做他主”的不同不是结构上的不同，而是“他”的语义角色

的不同，“他”在“帮他忙”中是目标对象，在“沾他光”中是来源对象，在“做他主”中

是受益受损对象。 

 

4.3.6  轻动词 DO关系化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一）他帮的忙（不少） 

    （81）a. 他帮的忙不少。         b. 你忘了年轻时发的誓。 

    这类结构可看作轻动词 DO 的关系化结构。分析如下： 

    （82）a. [RelP [vP 他 [v’ DO 帮忙 ] ] 的 ] [GP G [VP 帮忙 ] ]    （底层结构） 

          b. [RelP [vP 他 [v’ DO 帮忙 ] ] 的 ] [GP G [VP 帮忙 ] ] (实义动词拷贝到 DO 位置) 

          c. [RelP [vP 他 [v’ 帮忙 帮忙] ] 的 ] [GP G [VP 帮忙 ] ] (原位“帮忙”删除) 

          d. [RelP [vP 他 [v’ 帮忙 ] ] 的 ] [GP G [VP 帮忙 ] ] (两个“帮忙”作互补删除) 

          e. 他帮的忙（不少）。 

    （二）是昨天帮的忙、是他帮的忙 

    （83）a. 我（是）去年退的休。         b. 是他帮的忙。 

    这类带离合词的句子与（84）这样的表示焦点的准定语结构是同类现象。先看（84）一

类准定语结构的分析。 

    （84）a. 我（是）昨天到的北京。         b.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例（84）这类句子在结构分析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从表面上看，“我”是判断句的主语，

判断句的宾语是一个定中偏正结构“昨天到的北京”，但语义上却不构成同一或归类的判断

关系。为了解释这种结构和语义上的脱节，过去的研究有两类说法。第一类是类推说或构式

化说，认为“他是昨天到的北京”这类结构是普通的判断句结构类推而来。赵元任（1957）

认为，可以从“他是昨儿来的人”类推而得到“他是昨儿出的医院”。张和友（2007）的分

析与之类似。沈家煊（2008）说“类推的根本动因是说话人要表达一种新的意思，而通过类

推糅合得到的简洁形式正好能表达这种新的意思”，认为“他是去年生的孩子”（表示“他是

去年生孩子的”的意思）同“他是日本太太”一样，是一种主观认同句。龙海平、肖小平（2011）

认为，“我是昨天买的票”，实际上是近代汉语偏指称判断句语境命题内化的结果。我们认

为表示“他是去年生孩子的”意思的“他是去年生的孩子”与“他是日本太太”这类主观认

同句有很大不同，前者经常省略“是”，说成“他去年生的孩子”，而后者的“是”一般不能

省略，除非在对举格式中；前者紧邻“是”的成分（去年）是对比焦点，其后还有非焦点成

分（生的孩子），而后者“是”后面的成分整体是对比焦点；形成主观认同句的前提是“是”

后面的名词短语本身在语义上是成立的，如“日本太太”，但“昨天到的北京”作为名词短

语语义上不能成立。 

    第二类是移位说，从名词短语移位或“的”移位来分析。赵元任（1968：153）认为“我

是昨儿去看的戏”是“我是昨儿去看戏的”中的宾语移到“的”的后面形成的。但宾语要跨

过定语从句标记“的”移出，在结构上难以说通。朱德熙（1978）认为“是昨天发的信”是

主语“信”后置的结构，如果把主语还原，就成了“信是昨天发的”。但正如木村英语（2003）

所说，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主语后置的说法缺乏理论和句法结构上的支持。马学良、

史有为（1982）认为（84）一类结构是在句尾“的”后追补宾语而来，这种说法也缺乏结构

上的依据。杉村博文（1999）、Simpson ＆ Wu (2002)、袁毓林（2003）则认为（84）一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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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自句尾“的”的前移，即“我（是）昨天到的北京”是由“我（是）昨天到北京的”中

“的”前移至宾语前变来。我们认为“的”前移的说法缺乏结构上的动因，在句法上难以成

立。 

    无论是类推说还是移位说，都不能解释为何一个词中间插入“的”形成“我是去年退的

休”这样的“分离”形式。 

    木村英树（2003）认为这里的“的”具有“对行为动作加以区分性限制”的语义功能，

并认为它是由结构助词“的”对事物的区分功能扩展出来的。我们同意“的”具有“对行为

动作加以区分性限制”的语义功能，并认为这个功能还需要从结构上加以解释，即需要说明

“对行为动作加以区分性限制”的语义功能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认为“对行为动作加以区分性限制”的语义功能来自定语“X 的”对一个表示事件

的指称化 VP 的修饰，这个指称化的 VP 用作轻动词 DO 的宾语，并发生拷贝和同形删略的

操作，最终形成“分离”形式。我们的分析如下： 

    （85）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TP                   
     ╱╲                  
  Spec    T’                   
   │    ╱╲                    
   他 i  T    IP                
            ╱╲             
         Spec    I’           
                ╱╲          
       生 孩子 I     FP       
              │    ╱╲            
             是 k  Spec   F’        
                   │   ╱╲        
                 去年 m F    IP        
                            ╱╲           
                          Spec   I’          
                               ╱╲           
                              I    VP          
                                   ╱╲            
                                 V     GP      
                                 │     ╱╲         
                                 是 k  RelP   GP    
                                     ╱╲    ╱╲        
                                   IP    R  G  VP       
                                 ╱╲   │              
                               Spec  I’  的    生 孩子   
                               │   ╱╲ 
                               他 i  I   vP            
                                       ╱╲           
                                    Spec   v’         
                                    │    ╱╲       
                                  去年 m  v    GP       
                                         │    ╱╲          
                                        DO  Spec  G’     
                                         │       ╱╲        
                                         生 n     G   VP   
                                                     ╱╲    
                                                    V  NP     
                                                    │        
                                                   生 n 孩子   

    具体生成步骤解释如下（为阅读方便，省去不涉及分离形式形成过程的步骤）： 

    （85'）a. [TP 他[IP[GP 生孩子] [VP 是[GP[RelP 去年 DO[GP 生孩子]的][GP 生孩子]]]]]]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中的“他”是一个话题，是从下层的关系小句的主语位置上拷贝

而来。真正的主语是指称化的“生孩子”，谓语动词是判断词“是”，而判断词的宾语是带轻

动词 DO 的关系从句的动名词短语（“去年 DO 的生孩子”），这样就能保证判断句的主语和

宾语在语义上吻合。“是……的”是一种焦点结构，因此需增加焦点短语层（FP），其中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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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成分拷贝自下层关系小句的主语或附加语。其底层形式为“他生孩子是去年 DO 生孩子的

生孩子”。 

           b. [TP他[CP [GP 生 孩子] [VP 是[GP[RelP 去年 DO [GP 生 孩子] 的] [GP生 孩子 ]]]]] 

    “DO”的宾语中的实义动词“生”拷贝到 DO 位置与之合并。由于汉语的关系化对象

采取空缺策略（gap strategy），关系从句中的轻动词 DO 的宾语采取空形式而被删除。 

           c. [TP他[CP [GP 生孩子] [VP是[GP[RelP 去年 生 的] [GP 生 孩子 ]]]]] 

    主语位置上的动名词短语“生孩子”因与中心语位置的动名词短语“生孩子”同形而被

删略。 

           d. [TP他[CP [VP 是[GP[RelP 去年 生 的] [GP生 孩子 ]]]]] 

    中心语位置的实义动词“生”与关系化结构中的动词“生”同形而被删除。 

           e.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我是昨天到的北京”与“我是昨天到北京的”语义上基

本相同，但结构上却有较大差异。“（我是）昨天到北京的”的底层结构不是轻动词 DO 的关

系化结构，而是实义动词直接关系化，也不存在实义动词的移位或拷贝。这大概也是两类结

构中不少不能互换的原因： 

    （86）a. 他会来北京的 / *他会来的北京 

          b. 我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 /*我的眼睛是不揉的沙子 

    （87）a. *是谁出主意的 / 是谁出的主意 

          b.??我是昨天从城里买回来电视机的 / 我是昨天从城里买回来的电视机 

    包含离合词的结构与上面的准定语结构可作平行的分析： 

    （88）a. [TP我[IP [GP 退休] [VP 是 [GP[RelP 去年 DO [GP 退休] 的] [GP 退休] ] ] ] ] 

          b. [TP我[IP [GP 退休] [VP 是 [GP[RelP 去年 DO [GP 退休] 的] [GP 退休] ] ] ] ] 

          c. [TP我[IP [GP 退休] [VP 是 [GP[RelP 去年 退休 的] G [P 退休] ] ] ] ] 

          d. [TP我[VP 是 [GP[Rel去年 退休的] [GP退休] ] ] ] ] 

          e. 我是去年退的休。 

    （89）a. [IP [GP 帮忙] [VP 是 [GP[RelP 他 DO [GP 帮忙] 的 ] [GP帮忙 ] ] ] ] 

          b. [IP [GP 帮忙] [VP 是 [GP[RelP 他 DO [GP 帮忙] 的 ] [GP帮忙 ] ] ] ] 

          c. [IP [GP 帮忙] [VP 是 [GP[RelP 他 帮忙 的 ] [GP 帮忙 ] ] ] ] 

          d. [VP 是 [GP[RELP 他帮忙的] [GP 帮忙 ] ] ] ] 

          e. 是他帮的忙。 

    至于“信是昨天发的”一类结构，我们认为也并非由“是昨天发的信”把“信”从句尾

前移至句首而来，而是“信”本来就在句首主语位置，是“发信”的部分删略形式。主语位

置的“发信”左端删除，右端保留，而中心语位置的“发信”完全删略。 

    （90）a.[IP [GP 发信] [VP 是 [GP [RelP 昨天 DO [GP 发 信]的] [GP 发信] ] ] ] 

         b. [IP [GP 发信] [VP 是 [GP [RelP 昨天 DO [GP 发 信]的] [GP 发信] ] ] ] 

         c. [IP [GP 发信] [VP 是 [GP [RelP 昨天 发 的] [GP 发信] ] ] ] 

         d. [IP [GP 发信] [VP 是 [GP [RelP 昨天 发的] ] ] ] 

         e. （我）信是昨天发的。 

    有时可在前面添加话题： 

    （91）a. [TP我 [IP [GP 理发] [VP 是 [GP [RelP 昨天 DO [理发] 的] [GP理发] ] ] ] ] 

          b. [TP我 [IP [GP 理发] [VP 是 [GP [RelP 昨天 DO [理发] 的] [GP理发] ] ] ] ] 

          c. [TP我 [IP [GP 理发] [VP 是 [GP [RelP 昨天 理发 的] [GP 理发] ] ] ] ] 

          d. [TP我 [IP [GP 理发] [VP 是 [GP [RelP 昨天 理发 的] ] ] ] ] 

          e. 我发是昨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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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准分裂结构“VP的是 O”中的同形删略 

    （92）a. 你帮的（是）什么忙    b. 你领的（是）什么养 

    例（92）是以“O”为焦点的准分裂结构，可以表示真性疑问，以可以表示否定含义。 

    这类结构中“V”与“O”构成离合词，其形成机制也可以用轻动词关系化结构来分析： 

    （93）a. [[GP[RelP 你 DO[GP 帮忙]的]帮忙][VP 是[GP 什么[G’帮忙]]]] 

          b. [[GP[RelP 你帮忙的]帮忙][VP 是[GP 什么[G’帮忙]]]] 

          c. [[GP[RelP 你帮的] 忙][VP 是[GP 什么[G’ 帮忙]]]] 

          d. [[GP[RelP 你帮的] 忙][VP 是[GP 什么[G’忙]]]] 

          e. [[GP[RelP 你帮的]][VP 是[GP 什么[G’忙]]]] 

 

4.3.7  轻动词 DO的宾语前置结构中的同形删略 

    （94）a. 这个忙不能帮  b. 一个忙也不帮  c. 什么忙也不帮 

    这几例离合词的“分离”形式其实都可以看作其他几种“分离”形式经由话题化、焦点

化带来的宾语前置结构。（94）a 可以看作由“不能帮这个忙”变来；b 由“不帮一个忙”变

来；c 由“不帮什么忙”变来，由于“不帮什么忙”在表层不成立，“什么忙”前置是强制

的。 

    因此，轻动词 DO 的宾语前置结构中的同形删略不必作为独立的“分离”形式，只需归

入其他相应的“分离”形式。 

 

五  不完整词和离合词的统一性和同形删略的规则 

5.1  不完整词和离合词的统一性 

    不完整词与离合词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两种现象，但如果从形成机制上看，两者其实是相

同的，都是由同形删略造成。不同之处是，不完整词是由一次删略造成，而离合词是由两次

删略（前删略和后删略）造成。如“离{开}都离开了”、“睡觉都没睡{觉}”只发生一次删略，

形成不完整词；“后{悔}什么{后}悔”“{睡}觉都没睡{觉}”发生两次删略（前删略和后删略），

形成离合词。因此，离合词实际上也是不完整词：先后出现的两个不完整词。 

5.2  同形删略的规则 

    上文说到，同形删略有不同方式。从前后同形成分看，有前删略（动{物}植物）和后删

略（表兄{表}弟）的区分；从被删略的成分在词语中位置看，有右端删略（动{物}植物）还

是左端删略（表兄{表}弟）的区分。那么，其中的规则是什么呢？ 

    首先要说明同形删略的三个基本限制：a. 被删除的片段须是同形的片段。同形删略的

根本目的是避重，因此要删除的片段一定要与另一片段同形。比如“动物植物”中，“动”

和“植”不与其他成分同形，因此不能删除，“物”有与之同形的片段，可以删除。b. 删略

的最小单位是音节，不得删除小于音节的片段。c. 谓语核心不得完全删除8。比如“睡觉也

没睡觉 2”，“睡觉 2”处于谓语核心位置，只删除“觉”，保留“睡”。“我知道 1 都不知道 2”

中的“知道 1”不处于谓语核心位置，可以部分删除（我知都不知道），也可以整体删除（我

都不知道）。 

    在上述 3 条基本限制基础上，下面先分析同形删略的各种可能形式，然后总结其中的规

则。 

    一、部分同形成分的删略方式 

                                                        
8 正反问“VP 否”（吃饭没有）格式似乎是例外，即把处于谓语核心的词完全删除，但其实这种格式的来

源并不是“VP 否 VP”的同形删略，这种格式在上古汉语已经产生，其中的“否”具有代句词的功能，如

“丞相可得见否？”（《史记》）。而“VP 否 VP”作为正反问格式是近代汉语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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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小句中，当双音词或多音词之间部分同形时，可发生一次同形删略，形成不完整词。

被删除成分的位置与同形成分在词语中的位置有关。具体规则如下： 

    1. 同形成分在后，则采取“前-右”删略，即 AB+CB→A+CB。如： 

    （95）a. 动物植物-*动物植物   b. 大雨到暴雨-*大雨到暴雨 

    2. 同形成分在前，则采“后-左”删略，即 AB+AC→AB+C。如： 

    （96）a. 表兄表弟-*表兄表弟   b. 养父养母-*养父养母 

          c. 国内国外-*国内国外   d. 输出输入-*输出输入 

    3. 同形成分相邻，采取“后-左”删略，即：AB+BC→A+BC 或 ABC+CD→ABC+D。

如： 

    （97）a. 化学学院         b. 教育部部长 

    二、完全同形成分的删略方式 

    同一小句中，当有完全同形的成分时，可发生一次同形删略，形成不完整词。下面分别

分析。 

    4. 同形成分为单音节词时，非谓语核心位置上的成分完全删除；无标“连”字句中，

非谓语核心位置上的双音节词也可以完全删除。如： 

    （98）a. 他走 1都走 2了（后一个同形成分为核心，前删略：A+A→A） 

          b. 笑 1 一个笑 2 （前一个同形成分为核心，后删略：A+A→A） 

          c. 我知道都不知道（后一个同形成分为核心，前删略：AB+AB→AB） 

    根据基本限制 c，“笑 1 一个笑 2”中“笑 1”处于谓语核心位置，不能删除。“笑 2”是

单音节词，又不处于谓语核心位置，根据基本限制 b，完全删除。 

    5. 采取“后-右”删略，即 AB+AB→AB+A。如： 

    （99）a. 考试不考试 -*考试不考试      b. 小便小便不干净-?小便小便不干净 

          c. 睡觉也没睡觉-*睡觉也没睡觉 

    6. 采取“前-右”删略，即：AB+AB→A+AB。如： 

    （100）a. 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       b. 喜欢是喜欢-*喜欢是喜欢 

          c. 我知道都不知道-*我{知}道都不知道 

    同一小句中，当有完全同形的成分时，也可进行两次删除，形成离合词。 

    7. 采取“前-左”和“后-右”删略。即：AB+AB→B+A。如： 

    （101）a. 帮忙也帮忙不上-*帮忙也帮忙不上    b. 睡觉也不睡觉-*睡觉也不睡觉 

          c. 理发是昨天理发的-*理发是昨天理发的  d. 洗澡洗澡完了 

    这种类型的“前-左”删略往往是非强制的，有时可以不执行，形成：AB+AB→AB+A。

如： 

    （102）a. 帮忙也帮忙不上     b. 睡觉也不睡觉 

          c. 理发是昨天理发的   d. 洗澡洗澡完了 

    8. 采取“前-右”和“后-左”删略。即：AB+AB→A+B。如：  

    （103）a. 帮忙一个帮忙-*帮忙一个帮忙    b. 睡觉舒服睡觉-*睡觉舒服睡觉 

           c. 后悔什么后悔_*后悔什么后悔    d. 帮{忙}帮{忙}{帮}忙9 

    上述 8 种删略方式，有的根据三条基本限制可得到完全解释，如方式 4（他走 1 都走 2

了）。但其他 7 种方式有多种可能的删略方式，而实际实现的是其中一种或两种，那么其中

的规则是什么呢？比如，为什么是“动植物”，而不是“动物植”？为什么是“喜不喜欢”，

而不是“欢不喜欢”？为什么是“考试不考”，而不是“考试不试”？为什么是“忙也帮不

上”，而不是“帮也忙不上”？为什么是“帮一个忙”，而不是“忙一个帮”？ 

                                                        
9 “帮帮忙”从表面上看格式为“AB+AB+AB→A+A+B”，但前面两个 AB 都是与最后一个 AB 发生互补

删略，可看做方式 8 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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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 7 种删略方式，基本上可用“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来

解释。 

    原则一：两端保留原则。即把两个同形词的最左端和最右两端保留下来，而把中间的同

形成分删除。这样一种删略方式保留了原形式的外部轮廓，便于删除成分的找回10。 

    为什么采取“动植物”的删略方式，而不采取“动物植”？因为“动植物”符合两端保

留原则：最左端“动”和最右端“物”保留下来；而“动物植”不符合两端保留原则：最右

端“物”未保留。 

    符合两端保留原则的有以下删略方式：方式 1（动物植物）、方式 2（表兄表弟）、方式

3（化学学院）、方式 6（喜欢不喜欢、我知道都不知道）、方式 8（帮忙一个帮忙）。 

    而方式 5（睡觉也不睡觉）、方式 7（帮忙也帮忙不上）不符合两端保留原则，可以用原

则二来解释。 

    原则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即词的核心的词性与句法位置要求的词性应一致。具体说

来，就是谓语核心位置上出现的成分应是具有谓词性，非谓语核心位置（如话题、宾语位置）

上出现的成分应具有指称性。 

    Packard（2000:194）提出汉语复合词核心的位置规则：动词的核心在左端，名词的核心

在右端。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解释方式 5 和方式 7：方式 5（睡觉也不睡觉）

中发生删略的成分处于谓语核心位置，需要由体现动词性的左端来充任，因而采取“后-右”

删略。方式 7（帮忙也帮忙不上）发生两次删略，前删略的成分处于话题位置，适合用体现

名词性的右端来充任，因而采取“前-左”删略；后删略的成分处于谓语核心位置，需要由

体现动词性的左端来充任，因而采取“后-右”删略。 

    而符合两端保留原则的方式 6a、方式 8 也符合核心词性一致原则。“喜欢不喜欢”常充

任谓语核心，保留体现谓词性的左端；“帮忙一个帮忙”发生两次删略，前删略的成分处于

谓语核心位置，需要由体现动词性的左端来充任，因而采取“前-右”删略，后删略的成分

处于非谓语核心位置（宾语），适合体现指称性的右端充任，因而采取“后-左”删略。 

    总的说来，同形删略的方式处于“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两条原则的

竞争中，最好的删略方式当然是两条原则都满足，如方式 3（化学学院）、方式 6a（喜欢不

喜欢）、方式 8（帮忙一个帮忙）；但也有不少情况是满足一条原则就违反另一条原则，如方

式 6bc（喜欢是喜欢）（符合原则一，违反原则二）、方式 5（睡觉也不睡觉）（符合原则二，

违反原则一）、方式 7（帮忙也帮忙不上）（符合原则二，违反原则一）。 

    可见，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有分工，那么，分工的条件是什么呢？总的倾

向是：名词性成分优先选择“两端保留原则”，谓词性成分优先选择“核心词性一致原则”。

但这一倾向也有例外：谓词性成分的同形删略中，采取“前-右”删略的让步结构（6b，干

净是干净）和“连”字句（6c，离开都离开了）中的同形删略优先选择“两端保留原则”，

而不遵守核心词性一致原则：第一个“干净”、“离开”是非谓语核心位置，但保留的是左端。

不过，不遵守核心词性一致原则的这两种情况的谓语核心都没有发生同形删略。因此，同形

删略方式选择的总原则可以概括为： 

    （104）a. 处于非谓语核心的成分优先选择“两端保留原则”，b. 处于谓语核心位置的

成分优先选择“核心词性一致原则”。 

    a. 处于非谓语核心的词优先选择“两端保留原则”进行同形删略 

    方式 1（动物植物）、2（表兄表弟）、3（化学学院）是名词性成分的同形删略，通常出

                                                        
10胡敕瑞（2006）在讨论中古译经的省略时，指出有前指省略（AB+AC+AD+… → AB+[ ]C+[ ]D+…）和后

指省略（AD+BD+CD+……→A[ ]+B[ ]+CD+…）两种形式，其条件与相同成分的位置有关。胡敕瑞（2006）

进一步指出这条规则符合认知原理：事物的两端是显著而重要的部分，线性结构的两端相对也是重要部分。

前端与后端保留，结果是中间成分删除。但在解码过程中，中间省略的成分可以根据两端成分而被激活。

本文所说的“两端保留”原则与中古译经的省略规则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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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非谓语核心位置，其同形删略规则遵守两端保留原则。方式 6bc（喜欢不喜欢、我知道

都不知道）虽然发生同形删略的成分是谓词，但处于非谓语核心位置，也遵守两端保留原则。 

    b. 如果处于谓语核心位置的词发生删略，则优先选择“核心词性一致原则”。若是两次

删除，则谓语核心位置先于非谓语核心位置的词进行删略操作，相应的非谓语核心位置上的

同形成分的删略也遵守该原则。 

    方式 5（睡觉也不睡觉）、6a（喜欢不喜欢）、7（帮忙也帮忙不上）、8（帮忙一个帮忙）

都是谓词性成分的同形删略，而且处于谓语核心位置的同形成分发生了删略，因而需遵守核

心词性一致原则。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方式 7（帮忙也帮忙不上）和方式 8（帮忙一个帮忙）

为何采取相反的删略方式：方式 7 中，充任谓语核心的同形成分在后面，采取“前-左”、“后

-右”删略才满足核心词性一致原则；方式 8 中，充任谓语核心的同形成分在前面，采取“前

-右”、“后-左”才能满足核心词性一致原则。 

    前面说到，离合词的正反问格式有的采取“前-右”删略，形成“A 不 AB”格式，有的

采取“后-右”删略，形成“AB 不 A”格式。“前-右”删略限制很小，范围很广，而“后-

右”删略限制很大，只有个别动词可以采取。可能的原因也许是“A 不 AB”格式满足“核

心词性一致原则”，也满足“两端保留原则”；而“AB 不 A”格式只满足“核心词性一致原

则”，违反“两端保留原则”，因而限制很大。 

    可见，采取哪一种删略方式，主要受到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的限制。两端

保留原则是纯语音的因素限制，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更多的是语法、语义因素起作用。11 

5.3  为什么采取互补删除 

    可以看到，两次删略时，无论是“前右-后左”，还是“前左-后右”，总是互补删略。为

什么两次删略需要采取互补删略的方式？这个问题有两个含义，一是为什么不采取删除相同

成分的办法，二是为什么不采取一侧成分完全删除的办法。可以从两个方面看：1. 删略的

根本动机，是避免重复，倘若删除相同成分，则仍然有重复成分，起不到避重的作用。双音

节动词也可以采取一侧部分删除的办法（喜欢不喜欢），虽然未能彻底避免重复，但毕竟避

免了完全重复。而互补删除则彻底避免了完全重复（帮忙一个帮忙），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2. 完全删除一侧的重复成分也可以避免重复，为什么双音节动词不采取这种方式？如“帮

忙一个帮忙”为何不说成“帮忙一个”？这是因为把后侧完全删除，造成结构上的缺失，不

利于成分的找回。语音层面的删除并不是无限制的，其实，从前面提到的各种同形删略现象

看，有一个倾向，就是删除后要容易把删除的成分找回，如“大到暴雨”、“中小学”要求结

构上相同，“外交部长”要求成分相邻，这些都便于找回删除的成分。完全删除后没有留下

线索，不利于删除成分的找回，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互补删除不但避免了重复，而且在结构

上保持原来结构的完整性，便于删除成分的找回，是更好的办法。 

    但是为什么单音节动词可以采取完全删除的方式（笑一个笑）？单音节动词采取后侧完

全删除是不得已。根据基本限制 b，由于只有一个音节，要么完全保留，要么完全删除，不

可能采取部分删除的方式，相比于完全保留而言，完全删除虽然在结构上不利于找回，但毕

竟可以避免重复，而避免重复的需求更重，因此只能采取完全删除的办法。由于前侧成分是

谓语核心，必须保留，只好采取后侧成分完全删除的办法。唯一的例外是方式 4c（我知道

都不知道），虽是双音节词，但仍采取完全删除的办法，可能的解释是：非重读的“都”起

到了提示这是无标“连”字句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句式有助于删略成分的找回，因而可以采

取完全删除的办法。 

 

                                                        
11 实际上，汉语中的与删略有关的规则似乎都有形式（语音）和语法/语义两方面的因素的竞争。比如在词

语的紧缩中，有首字保留和特征字保留两种方式，前者如“邮{政}编{码}”、“人{民}保{险}”，后者如“电

{报}{编}码”、“{人}民警{察}。首字保留是纯形式的因素起作用，特征字保留是语法、语义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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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6.1  结论 

    不完整词其实是一个词出现了语音删略，条件是前后出现一个与之完全同形或部分同形

（结构一致）的片段。离合词并非真的发生了词内成分的分离，其实是一个词先后出现两次，

并发生互补删略，造成了“分离”的假象。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会有赵元任（1968：203）提到的假动宾式离合词，“提醒、

幽默、出恭、将军”等原本并不是动宾格，之所以可以像动宾结构一样“分离”开，是因为

“分离”只是语音层面上出现的假象，这些词只是在两次出现时分别对右端和左端作了语音

上的同形删略而已。 

    离合词有 20 种表层形式“分离”类型，按照“分离”机制来看，可归结为动词重复结

构中同形动词的删略和轻动词带动名化宾语结构中同形动词的删略两类机制共 20 种“分离”

形式（见附录）。 

某些离合词的“分离”类型与准定语的构造是相同的，这些准定语结构都是由于存在

重复出现的同形动词而发生动词的删略，定语在底层结构中本来修饰一个动名化的动宾短语

或动词，由于其中的动词删略，造成定语与其修饰的中心语在语义和句法上的“错位”（见

表 5）。其中多数准定语结构发生在轻动词带动名化宾语结构中。 

 

类型 格式 不完整词/离合词 准定语结构 形式动词+名动词 

 

离合词 A 

动词复 

现结构 

“连”字句 {睡}觉也不睡{觉}   

重动句 他的{跳}舞跳得好 

{洗}澡洗{澡}完了 

他的篮球打得好  

“把”字句 把{洗}澡洗{澡}了   

焦点判断句 {理}发是昨天理{发}的   

 

 

 

 

 

离合词 B 

轻 动 词 +

实义动词 

V 什么 O 帮{忙}什么{帮}忙  作什么研究 

V 领属定语 O 睡{觉}你的{睡}觉 看你的书 作你的研究 

V 性质定语 O 帮{忙}大{帮}忙 吃放心菜 作仔细研究 

V 关系化定语 O 帮{忙}让我受益的{帮}忙 度过愉快的春节 作让我受益的研究 

V 数时量的 O 帮{忙}三天的{帮}忙 看了三天的书 作一个月的研究 

V 数动量/时量 O 帮{忙}一次/天{帮}忙 看三天书 作一次/年研究 

VVO 帮{忙}帮{忙}{帮}忙  作作研究 

V 数名量 O 帮{忙}个{帮}忙 

这个忙不能帮 

喝个酒 

这个酒不能喝 

作一个研究 

V 数 O 睡{觉}一{睡}觉   

V 了/着/过 O 帮{忙}了{帮}忙  作了研究 

V 补 O 帮{忙}不上{帮}忙  作不了研究 

V 的 O 他帮{忙}的{帮}忙  他作的研究 

是 XV 的 O 是昨天帮{忙}的{帮}忙 是昨天到的北京 是去年作的研究 

VP 的是 O 帮{忙}的(是)什么{帮}忙   

V 对象 O 帮{忙}他{帮}忙  作语法研究 

V 对象的 O 帮{忙}他的{帮}忙  进行社会的考察 

           表 5：离合词与准定语结构、“形式动词+动名词”结构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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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离合词和不完整词表面上违反了词的完整性，但其实只是语音层面上的同形删略，

结构上仍遵守词的完整性。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现象，背后的机制是相同的。不完整词是发

生一次同形删略形成的，离合词是发生两次同形删略形成的。严格地说，离合词实际上就是

特殊的不完整词，即发生互补删略的前后两个不完整词。 

    不完整词和离合词从删略的成分的位置看，有前删略/后删略、左端删略/右端删略等不

同情况，采取哪一种删略方式，受到两端保留原则和核心词性一致原则的限制。处于谓语核

心位置的词（主要是动词、形容词）优先选择“核心词性一致原则”，处于非谓语核心的词

（主要是名词和做主宾语的动词、形容词）优先选择“两端保留原则”。 

    对于离合词的性质，过去有三种典型说法：1. 离合词是词，以赵元任为代表。赵元任

（1968:199-203）认为“打架、捣乱、睡觉、扯谎”这类词，“动不离宾，宾不离动”，因

此是是复合词的一种，并认为有些复合词可以进行有限的扩展（离子化）。2. 离合词是短

语，以王力为代表。王力（1946:24）说“打仗、睡觉、害病”由于可以扩展，因此是“仂

语”（短语、词组）。3. 离为短语，合为词，以陆志韦、朱德熙为代表。陆志韦（1957:92）

认为一些“能扩展的结构”，“当它们不扩展的时候，整个词连写，同样收入词典。已经扩

展了，其势不能不分写——变成两个词了”。朱德熙（1982:13）“把‘理发’看成词，把

扩展以后的格式（理了个发、理不理发）看成词组”。今天的多数学者已不采取“短语”说，

多采取“词”说，少有人采取“离为短语，合为词”说，认为“从同一性角度看，‘洗澡’

和‘洗了一个澡’中的‘洗’和‘澡’既然是同一个东西，那么就很难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语

法单位”（史有为 1983）。从本文的观点看，当其“分离”时实为前后出现的两个词发生

了同形删略，因此，看作两个词是顺理成章的。 

对本文分析的可能的质疑有两点：1. 很多词是由词组凝固而来，因此离合词的“分离”

现象可以用词组凝固过程的中间状态来解释，而不必用同形删略、轻动词等来解释。2. 有

些删略无法“还原”，如“帮一个忙”无法还原为“帮忙一个帮忙”，因此用同形删略来分析

离合词的形成不可行。对于第 1 点质疑，本文认为离合词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把完全凝固的

词“拆开”来，包括那些原来不是动宾结构的词，如“退休、登记、睡觉、洗澡、后悔、静

坐、小便、幽默”。另一类本来是短语，由于常用而逐渐凝固，但还没有完全凝固，如“吃

饭、喝酒、走路、跑步、下雨、刮风”。本文分析的是前者，后者的“分离”可看作凝固不

彻底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其中存在同形删略的可能。实际上，“由合到离是离合词的主体”

（马清华 2009）。对于第 2 点质疑，本文认为，分析的中间过程形成的结构是否能说不是

判断分析方法是否正确的标准，分析的中间过程能否说的实质是同形删略是否是强制的。如

果同形删略是强制的，那么中间过程的结构不能说；如果是非强制的，那么中间过程的结构

可以说。比如，“big powers' s interaction”和“吃了了”强制地要求同形删略，因此中间过

程是不能说的；而“他不是是你朋友吗”的同形删略是非强制的，因此中间过程结构可以说。

离合词词分析中，“他跳舞跳得很好”、“洗澡洗完了”、“后悔什么后悔”是非强制的，

因此中间过程结构可以说；“帮忙一个帮忙”、“帮忙了帮忙”等的同形删略是强制的，因

此中间过程结构不可说。 

6.2  离合词的产生动因 

    离合词有什么好处？从根本上说，离合词与不完整词一样，都是避免重复的经济性要求

造成的。但除此之外，轻动词结构中的离合词和相应的准定语结构还有另一方面的产生动因。

离合词和相应的准定语结构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指称化的过程，即把表示动作、事件的词指称

化了，或者让指称化的事件做话题，或者做轻动词“DO”的宾语。这与“进行研究、作调

查”这样的“形式动词+名动词”的情况完全平行。“形式动词+名动词”好处有两点：1、

使表示事件的动词的句法功能更广，可以出现在一般名词出现的句法位置上；2、使表示事

件的词容纳的修饰语更丰富。汉语中实义副词较为封闭，不能满足修饰谓语的需要，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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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动词指称化，使其可以受各种定语的修饰，正好可以弥补汉语实义副词不够用的不足，

同时不少论元关系的表达也可以借用事件的定语来表达。比较： 

             状语                           定语 

    （105）a. *伟大地探索                b. 进行了伟大的探索 

    （106）a. *涉及全国二十个省市地考察  b. 进行了涉及全国二十个省的考察 

    （107）a. ？调查社会                 b. 作社会调查 

    “形式动词+名动词”的这个作用，与离合词的作用相同。 

    （108）a. *大帮忙                    b. 帮大忙 

    （109）a. *八辈子地倒霉              b. 倒了八辈子的霉 

    （110）a. *帮忙他                    b. 帮他（的）忙 

    两者的不同是，“形式动词+名动词”是通过显性轻动词的方式来实现，而离合词和准

定语结构则是通过隐性轻动词（空动词）的方式来实现。 

      显性轻动词结构： 进行/给予 + 很大+帮助 

      隐性轻动词结构： DO + 大+ 帮忙 → 帮忙+大+帮忙 → 帮+大+忙 

采取哪一种方式，可能与动词的语法性质有关，如果动词在词库里本身就是名动词12，

那么倾向于采取“形式动词+名动词”的方式，如“帮助、研究、调查、管理、讨论、检查”，

可做形式动词的宾语（“进行必要的帮助”），而一般不能采取“分离”的方式（“*帮必要的

助”）。由于“形式动词+动词”要求“动词”本身具有名词性，如果动词在词库里本身不是

名动词，就采取隐性轻动词的方式（DO+G+动词），并经由拷贝、删略操作形成“分离”形

式及准定语，如“帮忙、退休、负责；看书、打球、喝酒”（“帮必要的忙”、“*进行必要的

帮忙”）。这两种方式大致互补，“形式动词+名动词”结构中，“形式动词”是显性的，名动

词实际上是表示行为动作的名词，这两个因素使得这种表达方式不会发生动词的拷贝或移

位；而“DO+G+动词”结构中，“DO”是隐性的，“动词”仍是谓词性的，因而会受隐性的

轻动词 DO 的吸引而发生动词拷贝。 

潘海华、叶狂（2015）用同源宾语结构来分析离合词，分析的基本思路与本文的基本一

致。他们认为，离合词是不及物动词带同源宾语形成的，这一点与本文认为非名动词采取隐

性轻动词结构形成离合词的观点不同。我们对 4 万词词表中的动词进行了分析，在 10300

个动词中，离合词有 2055 个。离合词与不及物动词和名动词的关系统计如下： 

 

 离合词   2055 

非名动词 1829     89.0% 

不及物动词 1719     83.7% 

   表 6  离合词与非名动词及不及物动词的关系 

 

从数据上看，非名动词形成离合词比不及物动词形成离合词略多，但不具显著差异。原

因是非名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具有很大相容性：不及物动词中高达 85.5%是非名动词。因此，

只要其中一项因素是离合词形成的原因，另一项因素也会具有相关性。非名动词和不及物动

词着两种因素中到底哪一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此外，还与语体因素有一定关系，书面语、正式语体倾向于采取“形式动词+动词”方

式，而口语倾向于采取“分离”或准定语方式13。 

    当然，并非所有的不具有名词性的动词都可以采用“分离”的方式，可以采用“分离”

                                                        
12 名动词指兼有名词性的动词，在“进行、加以、作”后做宾语的名动词是名词性的（朱德熙 1984）。名

动词标准为：1。 可以做“进行、加以、做”等准谓宾动词的宾语。2. 可以受名词直接修饰。 
13 根据 Siewierska et al （2010），离合词更多地在口语语料中出现，而书面语、正式语体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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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大多是常用词、动宾格动词（史有为 2009）。非动宾格离合词还是极少数，毕竟动

宾格动词与离合词的“分离”在形式上正好相同，更易于采取“分离”的方式。 

    本文只是探讨了离合词、不完整词以及准定语的形成机制和生成过程，对其生成的限制

条件还考虑不多。比如，并不是每一个词都可以“分离”和“残缺”，“分离”时也并不是

20 种方式全部能用。那么，哪些词可以“分离”或“残缺”？“分离”和“残缺”的限制

条件还有哪些？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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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不完整词和离合词的删略类型 

 类型 格式 不完整词/离合词  删略方式 两端 核心 词性 

1.  

 

不 

完 

整 

词 

并列结构 动{物}植物、 

表兄{表}弟 

AB+CB→A+CB 

AB+AC→AB+C 

前-右 

后-左 

┼ 

┼ 

─ 

┼ 

名/谓 

2. 定中结构 化学{学}院 

教育部{部}长 

AB+BC→AB+C 

ABC+CD→ABC+D 

后-左 ┼ ┼ 名词 

3. “到”字结构 大{雨}到暴雨 AB+CB→A+CB 前-右 ┼ ─ 名词 

4. 让步结构 喜{欢}是喜欢 AB+AB→A+AB 前-右 ┼ ─ 谓词 

5. “连”字句 离{开}都离开了 

睡觉都没睡{觉} 

AB+AB→A+AB 

AB+AB→AB+A 

前-右 

后-右 

┼ 

─ 

─ 

┼ 

谓词 

6. 正反问格式 喜{欢}不喜欢 

考试不考{试} 

AB+AB→A+AB 

AB+AB→AB+A 

前-右 

后-右 

┼ 

─ 

┼ 

┼ 

谓词 

7. 重动句 小便小{便}不干净 AB+AB→AB+A 后-右 ─ ┼ 谓词 

1.  

离 

合 

词 

A 

 

动词 

复现 

结构 

“连”字句 {睡}觉也不睡{觉} AB+AB→B+A 前-左/后-右 ─ ┼ 谓词 

2. 焦点判断句 {理}发是昨天理{发}

的 

AB+AB→B+A 前-左/后-右 ─ ┼ 谓词 

3. 重动句 他{跳}舞跳{舞}得好 AB+AB→B+A 前-左/后-右 ─ ┼ 谓词 

4. “把”字句 把{洗}澡洗{澡}了 AB+AB→B+A 前-左/后-右 ─ ┼ 谓词 

5.  

 

 

 

 

 

 

 

离 

合 

词 

B 

 

 

 

 

 

 

 

轻

动

词

+

实

义

动

词 

 

定 语

+ 实

义 动

词 

V 什么 O 帮{忙}什么{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6. V 领属定语 O 睡{觉}你的{睡}觉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7. V 性质定语 O 帮{忙}大{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8. V 关系化定语O 帮{忙}让我受益的

{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9.  

数 量

+ 实

义 动

词 

V 数时量的 O 帮{忙}三天的{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0. V 数动量/时量

O 

帮{忙}一次/天{帮}

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1. VVO 帮{忙}帮{忙}{帮}忙 AB+AB+AB 

→A+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2. V 数名量 O 帮{忙}一个{帮}忙 

这{帮}忙不能帮{忙} 

AB+AB→A+B 

AB+AB→B+A 

前-右/后-左 

前-左/后-右 

┼ 

─ 

┼ 

┼ 

谓词 

13. V 数 O 睡{觉}一{睡}觉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4. 轻 动

词 +

附 加

成分 

V 了/着/过 O 帮{忙}了{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5. V 补 O 帮{忙}不上{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6. 轻 动

词 关

系化 

V 的 O 他帮{忙}的{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7. 是 XV 的 O 是他帮{忙}的{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8. VP 的是 O 你帮{忙}的(是)什么

{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19. 引 出

对象 

V 对象 O 帮{忙}他{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20. V 对象的 O 帮{忙}他的{帮}忙 AB+AB→A+B 前-右/后-左 ┼ ┼ 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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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Separable words and incompleted words 

 

Guo Ru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pecial types of compound words in Mandarin, i.e., separable words 

and incompleted words. Separable words refer to the words whose constituents can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in use. Incompleted words are the words which allow the absence of certain 

constituents in use. It seems that the grammatical behaviors of these compound words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lexical integrity’. Nonetheles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this ‘violation’ is indeed a false 

appearance because both the separ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constituents are the result of a phonetic 

change, that is ‘haplology’. In other words, the peculiar behaviors of separable words and 

incompleted words actually do not violate the ‘lexical integrity’ in syntax.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the haplology occurring in these two types of words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principles: 

in our terminology, one is called ‘retention of the ends’ and the other is ‘categorical consistency to 

the head’. In our analysis, a separable word, in fact, is two incompleted words appearing fore and 

after respectively in a sentence. As for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subtype is the one which deriv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light verb+lexical verb’ through duplication and deletion of the lexical verb. 

Besides, the ‘light verb+lexical verb’ construction is structurally the same with the 

pseudo-attributive construction in essence. The latter 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attributive and the 

head are malposed in semantics and syntax, is generated by deleting one verb in the surface 

structure due to that the verb emerges twice in the deep structure. 

 

    Keywords  separable words; incompleted words; haplology; pseudo attributive; light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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