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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多义是认知的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意义之间的连接机制更是多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空

间运动动词的语义受空间意象图式直接驱动 。本文在空间意象图式的基础上 ,整理出空间运动动词 “穿”的

20 余种不同意义 ,得到一个呈辐射结构的多义体系 ,并分析了“穿”不同义位之间的连接机制 ,即转喻和专指

化 。文末指出了精细多义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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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义是词义的普遍存在状态。认知的词汇语义学(cognit ive lexical semantics)认为 ,多义词各义

位构成的网络体系(ne twor k , Brugman 1981 , Brugman &Lakoff 1988)中 ,义位之间有着密切而系统

的联系 ,这些联系是由多种连接机制(linking mechanism)驱动的。义位中又有“中心义位”(centr al

sense)与“非中心义位”(noncentr al sense)之别。其中 ,中心义位更为基础 ,与其他义位之间的联系更

多 ,更密切 。(Norvig&Lakoff 1987 , Lakoff 1990:416)

认知角度的多义研究在英语介词 、动词 、名词等领域均有代表性成果 ,如 Lindner(1981), Brugman

(1981),Brugman &Lakoff(1988),Tyler &Evans(2003),Norvig &Lakoff(1987), Fillmore &Atkins

(2000),Evans(2005)等 ,而在汉语研究中还非常薄弱。多义是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个词

究竟有多少种意义 ,如何区分和描写这些意义 ,是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和语义学

家的问题(Bé joint 1994:225),这些意义相互联系的机制是什么 ,更是基于认知的多义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我们拟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便是我们的一个个案研究 。

“穿”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典型的空间运动动词 ,其绝大多数意义都包含了特定的空间运动情境

287



(spatial mot ion situat ion)。据 Talmy(1975),运动情境指的是 ,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移动或定

位 ,其中 ,移动或定位的物体 ,是运动情境的前景(figure),被参照的物体是背景(ground),物体的移动

或定位称为运动(motion ,简作M),移动物体经过的轨迹是路径(PATH ,简作 P)。

借用 Langacker(1986)的术语 ,我们把前景称作“射体”(tr ajector),记为 TR , 背景称作“地标”

(landmar k),记为 LM 。我们发现 , “穿”的各意义不仅包含了 TR 、LM 、P 、M诸元素(element)及其相互

关系 ,而且 ,还展现出了彼此极其相似的空间运动意象图式 ,这些义位共同组成了一个有中心义和非中

心义之分的意义的辐射结构(radial st ructure)。空间关系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基础 ,是认知语法研究的

核心问题之一 ,也是语义当中最为基本的一种关系 ,大部分动词语义学中的重要议题都生发自不同种类

的空间谓语 ,对表空间动词语义的深入分析无疑对动词语义模型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Crof t 2000:

78),而对典型空间运动动词的研究 ,也将为更好的认识空间运动动词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文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包括了成词和充当构词语素两种情况。我们在北

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搜索到含“穿”的例句共 49393 条 ,并随机抽取出其中的

986条 ,〔 1〕剔除一个无用例句〔 2〕后 ,统计结果为“穿”共出现 1060次 ,其中独立成词的“穿”共 748次 ,

构词语素“穿”共 312次。“穿”的构词情况(包括复合词和一些固定词组。词和短语的区分对语素义分

析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因此本文不严格区分词和短语)及词例数如下表所示:

述补式:拆穿(4)、穿出(2)、穿烂(1)、穿破(1)、穿入(4)、穿透(16)、戳穿(3)、刺穿(6)、打穿(3)、滴穿

(1)、点穿(1)、盯穿(1)、顶穿(1)、击穿(1)、揭穿(7)、看穿(7)、弄穿(1)、说穿(7)、烫穿(1)、捅穿(1)、望穿

(2)、砸穿(1)

述宾式:穿帮(2)、穿肠(1)、穿城[而过](3)、穿窗[而过] (1)、穿刺(2)、穿村[进户](1)、穿洞(2)、穿

甲[弹](1)、穿街[过/走巷] (3)、穿金[ 戴银] (1)、穿境[ 而过] (1)、穿林[而入] (1)、穿幕(1)、穿山1

(7)〔 3〕 、穿梭(25)、穿堂风(1)、穿靴[戴帽] (1)、穿衣(19)、穿营[过队](1)、穿雨(1)、穿针(3)、穿州[过

府/省](2)、[凤]穿牡丹(1)、[过溪]穿岭(1)、[烂石]穿天(1)、[龙]穿身(1)、耐穿(1)

状中式:穿流其间(1)、穿晒(1)、穿行(13)、穿巡(1)、洞穿(2)、对穿[光](1)、翻穿(1)、横穿(7)、脑穿

(1)、内穿(1)、试穿(5)、外穿(3)、斜穿(1)、腰穿(1)、纵穿(1)、[望眼]欲穿(1)

联合式:吃穿(3)、穿插(16)、穿戴(18)、穿著(1)、穿着(zhuó)(16)、穿越(27)、穿凿(1)、贯穿(39)

定中式:穿山2(1)、穿伤(1)、穿堂(2)

我们主张一种基于语言使用的语义分析模式 ,即在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的基础上作词汇语义分析。

对于“穿”这样的表动作语素 ,朱彦(2005 ,2006)曾指出 ,无论表动作的构词语素还是动作动词 ,影响其语

义的最重要因素是动作的各种参与角色 ,尤其是客体和主体角色 。动词的参与角色存在于句法结构中 ,

动作性构词语素的角色要么存在于词层面 ,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呈现 ,要么被投射到句法结构中 ,以句法

论元的形式呈现 。要分析动作语素义 ,首先得作构词分析 ,找到相应的参与角色 ,然后再根据动作与角

色之间的语义制约关系 ,找到动作性语素中关键性的语义成分。

影响“穿”义的参与角色是 TR和 LM ,确定了 TR 和 LM , “穿”的意义基本上可以随之确定 。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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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3〕

本文利用 Mic rosof t O ffice Access 对“穿”的 49393 条例句进行随机抽取 ,把例句主键(ID)尾数为 50 和 00 的

例句全部抽取出来 ,共得到 986 条。

所包含的“穿”不指客观事物 , 而仅指语言符号本身的例句(如:A 类“挂” 、“穿”是小张 、小施正在进行着的

……动作 ,处于运动持续……),我们不作分析。

述宾结构“穿山1”指从山的内部通过 ,定中结构“穿山2”指山体上有空洞的山。



分析发现 ,“穿”的意义可大致归为 4个义系:1)从内部通过;2)从内部空档通过;3)从表面横越;4)从夹

道中通过 。每一个义系又包括若干种不同的意义 。“穿”的意义与 TR 、LM所构成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意象图式的任一特征改变 ,如 LM 、TR 性质特征不同 , TR运动方式不

同 ,都会导致“穿”义的变化 。并且 , “穿”的不少意义都有着致使(causative)、起始(inchoative)和状态

(stative)三种变体 ,下面逐一分析 。本文不严格区分义位(sense)和义面(meaning facet ,即义位变体),

因为义面即是义位的前身 ,当义面的使用高频化 、稳固化 、全民化以后 ,义面即可独立而成为义位。就意

义的产生机制而言 ,义位和义面并没有区别。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意义的扩展 ,因而“穿”的多义体系中既

包括了义位 ,也包括了一般认为是义面的东西 。

2 从内部通过

2.1 起始义

“穿”的一个重要意义 ,便是从实心物体的内部通过 ,这是“穿”S1 ,其相应的意象图式中 ,地标 LM 是

一个实心物体 ,射体 TR“穿”LM ,指的是 TR 从 LM的一面通过其内部直达 LM的另一面 ,其中 , TR进

入 LM处 ,是“穿”运动的起点 , TR从 LM出来的地方 ,是“穿”的终点 ,如图 1所示 ,圆圈代表 TR ,正方

体代表 LM ,虚线箭头代表 TR的轨迹 。

图 1　Schema1.3D.NEM.T

3D.NEM.T 是图式 1的特征 ,即 LM 是三维的(three-diment ional ,即 3D)、非空心的(nonempty ,即

NEM)、被 TR通过的(going through ,即 T)。S1 下的 LM ,一般是实心的物体 ,语料中出现的实心物体

有山体 、器具 、骨骼 、塔 、躯体等 。例如:

(1)包家父子终于挖通了长达 81米的穿山(LM)隧道。

(2)五只彩环从塔(LM)的中部穿过 ,侧面看是一个代表中国的“中”字。

(3)尖刀穿过鲤鱼(LM)插在桌子上。

例(1)至例(3)中 , TR均从实心物体 LM的一面进入 ,通过其内部从 LM 的另一面出来 。

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整体 ,如人群 、树林 、庄稼地 、树梢 、烟囱群 、树丛 、星座等 ,也常常被整体视为一个

类似实心的物体 ,这是意象转换(image transformat ion , Lakoff 1990)的结果 ,从整体的这一面直到另

一面 ,也是“穿” 。例如:

(4)他们踏上海滩 ,穿行在稀疏的小树林(LM)里。

(5)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LM),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

(6)太阳在周年视运动中 ,大约穿过十二个星座(LM)。

连成片的非实体事物 ,如自然物云 、雨 、雾 、水蒸气 、风 、光束等 ,或者人类制造的现象如枪林弹雨 、防

卫体系 ,其整体也往往被隐喻为一个实心的物体 ,在这些现象当中做位移运动 ,也可以称为“穿” 。例如:

(7)魔法师和他的兄弟骑着马穿过重重迷雾(LM)向传说中的神秘之地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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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穿越寒风(LM)的雪橇上清脆的铃铛声 。

(9)拼命想穿过盟军飞机和大炮的火网(LM),向东逃跑 。

(10)不要怀疑当你穿过我们的防卫机制(LM)时 ,自己为什么无法看到那些防卫 。

这类非实体事物现象充当的 LM往往边界不清 ,这类语境下的“穿”义 ,一般侧重于指 TR在 LM内

部的位移运动 ,而“穿”的起点和终点 ,尤其是终点 ,常常是不明指的(unspecified),因为很难明指。

“穿”S1 的变体 ,是 TR进入 LM ,但没有从 LM的另一面出来 ,没有通过(non-going-through ,记为

NT)LM ,换句话说 , TR“穿”的终点在 LM的内部 ,而不是在 LM的边界上 ,例如“穿山甲” ,按照常理 ,这

种动物虽善打洞 ,却不大可能把山体打通透;“乱石穿天” ,指石头直插入天空 ,但不是把天穿透;“打眼放

炮 ,凿岩穿洞” ,从上文“打眼放炮”看 , “凿岩穿洞”也只是打个洞 ,而非把岩石穿通。“穿”的这一意义变

式记作S2 ,可图示如下:

图 2　Schema2.3D.NEM.NT　　　　　　　　　图 3　 Schema3.2D.NEM.T

图式 2中 TR的运动 ,其实是图式 1中 TR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阶段 ,从图式 1衍生出图式 2 ,可以认

为是以整体转喻部分 ,即 S2 和S1 连接(link)的方式是“转喻” 。图式 1的另一变式 ,便是 LM由三维的

实心物体压缩成二维的(two-diment ional ,记作 2D)平面 , TR 从 LM 的一面通透其另一面 ,这是“穿”

S3 ,见图式 3。语料中出现的 LM ,有动物体的腔壁 、甲胄 、纸 、篱笆等 。例如:

(11)她就算做穿肠(LM)毒药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吃下去 。

(12)无坚不钻的穿甲(LM)弹

图式 1与图式 3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同位类推(co-hyponymy analogue)关系 ,即三维实体与二维实

体都属于空间实体下的不同小类 ,二者之间是同位关系(co-hyponymy),既然 TR 通过三维实体内部称

为“穿” ,则推而广之 ,TR通过二维实体内部也可称为“穿” 。〔 5〕

2.2 状态义

TR的穿越可能导致某种结果 ,即 LM变成一种中空的实体 ,能从一面直通透到另一面 ,因而“穿”

又可以指 LM的这种从内部通透(opening into ,记为 O)的状态 ,即“物体的一面与另一面相通透” 。这

时的“穿”义是状态义 , “V +穿”述补式复合词中的“穿”皆为此义 ,是 V 导致的一种结果状态。例如:

(13)汗水滴穿万古岩

(14)士兵们却用长矛刺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科学家的胸膛 。

(15)他的衣服已被打穿了几个窟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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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同位类推是词或语素语义变异的常见机制之一 , 例如“婚”原指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结合成为夫妻 ,但在

“网婚”中 ,“婚”的语义变异为男子和女子未经合法手续而结合成为夫妻。显然 , 两种“婚”都可以视为“男女结合成为夫

妻”这一意义的两个下位义 , 它们之间是同位关系 ,其连接机制便是同位类推。当语义变体升格成为义位 , 同位类推也成

为了义位之间的连接机制之一。例如“处在两者之间”的“夹”(两座大山夹着一条小沟)和“处在多者之间”的“夹”(夹在

人群里)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 2005年)中分属于义项③和义项④, ④衍生自③,衍生机制即是同位类推。



例(13)、(14)的“穿”义是运动义S1 导致的结果 ,记为 S4 。例(15)的“穿”义是运动义 S3 导致的结果 ,记

为S5 。S4 和S5 对应的图式如下:

图 4 Schema4.3D.NEM.T.O.RF.　　　　　　　　图 5 Schema5.2D.NEM.T.O.RF.

图式 4和图式 5的特征中 ,NEM(非中空)是 TR 运动前 LM 的性状 , O(内部通透)是 TR运动后

LM的性状 , RF 表示人的认知对动作结果的关注 。这种关注本质上是一种事件视角(Crof t 1990),对

于一个导致了一定结果的复杂的运动事件 ,如果事件视角在于运动过程本身 ,则是 S1 和S3 ,事件视角

转移到运动导致的结果 ,则是S4 和S5 。因而 ,S1 与S4 、S3 与S5 之间的连接方式 ,都是转喻 ,用动作转喻

动作所造成的结果。S4 与S5 之间 ,又形成了同位类推的相似关系 ,即理论上 ,S4 也可以经由S5 通过同

位类推得到 ,S5 也可以经由S4 通过同位类推得到。

“穿”的另一状态义 ,是图式 1的特例 ,其特殊性在于 , TR 必须是一维实体。TR 通过 LM的结果

是 ,部分 TR在运动结束后仍处于 LM 之中。“穿”只表达 TR 存在于 LM之中这一状态 ,不包括 TR通

透 LM的运动过程 ,这一意义记作S6 ,如图式 6所示:

图 6　Schema6.3D.NEM.T.I.RF.　　　　　　　图 7　Schema7.2D.NEM.T.I.RF.

I 表示插入(inser ting)。图式 6由图式 1变化而来 ,关系是专指化(specif ication)和转喻(即由运动过程

转喻状态)。专指化即是从概括义衍生出专指义。概括义中有一些特征的具体内容不指明 ,而专指义则

在这些不具体的特征上专指化 、特例化了 ,如图式 1的 TR ,其空间性质不确定 ,既可以是三维实体 ,也

可以是二维实体甚至零维的点 ,而图式 6的 TR ,其空间性质非常具体 ,它只能是一维实体。可以说 ,专

指义是概括义的一个特例 。例如 Lakof f(1990)关于 OVER的多义体系中 ,从 Schema1扩展出来的 1.

X.NC.、1.VX.C等 6个意义与 Schema1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专指化 。〔 6〕 S6 在语料中只见 2例:

(16)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TR)上的猎人(LM)在火上烘烤 。

(17)穿在长叉(TR)上的一只肥田鼠(LM)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 ,在火前转 。

我们还可以拟出这样的句子:

(18)棍子尖上穿着一块铁皮 ,在阳光下闪着眩目的银光 。(自拟)〔 7〕

例(18)的“穿”也是状态义 ,记为S7 ,对应于图式 7。图式 7显然也是图式 3的特例。S6 与 S1 、S7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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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7〕

Schema1 的意义是“在上并跨越” ,而 LM 是竖直的(ve rtical ,即 V)还是延展的(ex tended , 即 X), TR 与 LM 的

空间关系是接触(contact ,即 C)还是不接触(即 NC),均是不指明的。而 1.X.NC 、1.VX.C 等 6 个意义则在 LM 的性质

及 T R与 LM 的空间关系上得到了具体化 , 故 Lako ff指出这 6 个意义都是 Schema 1意义的专指化。

语料库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例子 ,出于行文需要 ,本文自拟了几例语料库中没有出现的例子。



S3 间的连接机制 ,除专指化外 ,还有转喻 ,即由动作过程转喻动作结果状态 ,而S6 与S7 之间同时又形成

了同位类推关系 。

2.3 致使义

状态义S6 与 S7 有相应的致使义。例如:

(19)穿上田鼠 ,我们烤着吃。/把田鼠穿上 ,我们烤着吃 。(自拟)

(20)快把铁皮穿到棍子上 。(自拟)

例(19)是S1 的致使义 ,记作 S1' ,例(20)是S3 的致使义 ,记作 S3' 。据 Croft(1990),致使义与自动义 、

状态义都是动词致使链上的不同阶段 ,是事件视角的转换导致动词致使义/起始义/状态义间的交替。

某种意义下的原型动词(如状态动词)可在一定句法环境中呈现非原型的其他类型意义(如致使义),这

种意义交替机制就是转喻(详下)。因此 ,可以认为 S1' 与S1 、S3' 与 S3 间的连接机制都是转喻 。

3 从内部空档通过

3.1 起始义

当 LM是一个中空的(empty ,记作 EM)三维实体时 , TR从 LM中间的空档通过 ,也称为“穿” ,这

是S8 。如图式 8所示:

图 8　Schema8.3D.EM.T.

语料中的 LM ,多为建筑物 、衣裤等 。例如:

(21)她穿过接待室(LM)。 　　　　(22)我不得不又穿起衣服(LM)。

图式 8与图式 1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空的实体与实心的实体间也可以视为一种同位关系 ,则图式 1

到图式 8的变化也属同位类推 ,这也是S8 和 S1 之间的连接机制。“穿”S8 的变体 ,便是 TR进入 LM的

空档 ,但不出到 LM之外 ,即未通过 LM 。“穿鞋子” 、“穿袜子”都是如此。这是“穿”S9 ,见图式 9。

图 9　Schema9.3D.EM.NT.　　　　　　　　　　图 10　Schema10.2D.EM.T.

很显然 ,S9 是S8 过程的一部分 ,两者的连接机制也是转喻。但要看到 ,图式9与图式2也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它们彼此相似 ,仅在 LM是否中空这一特征上存在差异 ,因而 S9 与S2 也是同位类推关系。

图式 8的一个变式 ,是 LM为中空的二维的平面 , TR从 LM的空档通过 ,也是“穿” ,这是 S10 ,如图

式 10所示 。语料中的 LM ,多为门 、窗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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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他们看到她穿过铁格子门(LM)到教堂的墓地里不见了 。

(24)开着窗子 ,大风穿窗(LM)而过便安然无险 。

S10与 S8 在 LM的维度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而同时 ,S10又可以与S3 在 LM的中空与非中空特征

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

3.2 状态义

当 TR是一维的实体 ,从 LM中间的空档通过以后 , TR的运动结束 ,并使得至少有一部分 TR保留

在 LM的空档中 ,换句话中 ,至少有部分 LM 覆盖了 TR。因而“穿”又可以指 TR被 LM覆盖的状态 ,

这是“穿”S11 。该义是 S8 的一个特例 ,可图示如下:

图 11 Schema11.3D.EM.T.I.RF

语料中的 LM ,几乎都是衣裤类 ,这一意义的“穿” ,大量的出现在表示人着装的语境中。例如:

(25)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 。　　(26)章竹安当时穿了一套极挺刮的黑色西装。

(27)先生今天穿得这么整齐。 　　　(28)大热天 ,穿件破背心汗流浃背 ,心无二用。

例(25)、(26)的“穿”带了“着”“了”等态(aspect)成分 ,例(27)带了状态补语 ,例(28)的“穿”既没有态成

分 ,也没有补语 。例(25)至(28)的“穿”尽管所处句法环境不同 ,但都表示服装附着于人身上的状态 。

(29)弄堂上空竹竿上穿晒的动裤层层叠叠五颜六色滴着水 。

例(29)的“穿”处于复合词“穿晒”之中 ,表示方式 ,也是状态义。固定结构如“穿金戴银”“耐穿”“穿戴”中

的“穿”呈现的也多是状态义。

从图式 8到图式 11 ,连接的机制是专指化 ,即图式 8的 TR必须为一维实体 , TR运动结束后 ,它的

一部分被 LM所覆盖 ,这个状态便是图式 11。S11与S6 又构成同位类推关系 。

“穿”S11的一个变式 ,是一维的 TR进入但没有通透 LM ,这是S12 。如图式 12所示:

图 12　Schema12.3D.EM.NT.I.RF　　　　图 13　Schema13.2D.EM.T.I.RF.

“穿”S12主要出现在“穿鞋”的语境中 。例如:

(30)穿着破棉鞋 。　　　　　　　　(31)检修工要穿雨靴干活。

S12是 S11过程的一部分 ,从S11到 S12是转喻关系。而S12与 S9 显然也具有专指化和转喻(运动过程

转喻结果状态)关系 。

当图式 11的 LM压缩为二维平面时 ,“穿”S11又产生了一个变体 ,即S13 。如图式 13所示 。例如:

(32)线穿在针眼上/针眼上穿着线。(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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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是 S11的同位类推 ,又是S10的专指化和转喻 ,同时 ,S13又与 S7 在 EM/NEM 这对特征上形成同

位类推关系。

3.3 致使义

“穿”S8 、S9 、S10都有对应的致使义 ,分别记为 S8' 、S9' 、S10' 。例如:

(33)我得提前二十分钟给她把衣服穿好 。

(34)他把套鞋穿上 ,在衣袋里塞了几份文件。

(35)她眼睛不好使 ,穿针老穿不上。(自拟)

S8' 、S9' 、S10' 与 S8 、S9 、S10的关系分别是转喻关系。

4 从表面横越

当 LM是二维平面时 ,TR 从 LM 的“内部”通过 ,有两种可能:一是 TR的轨迹 P 与 LM 交叉 , TR

穿透 LM ,图式 3就是这种情况;二是 TR 的轨迹 P至少有部分完全被 LM所包含 , TR横越 LM 。这是

“穿”S14 。如图所示(CR表示横越 , cr ossing ,C表示 P 与 LM的接触 , contact ing):

图 14　Schema14.2D.CR.C.

语料中的 LM 主要有:行政区划 、地区(如南部 、北部)、国家 、自然界中的大片地域(包括草地 、海

洋 、高原 、大陆 、沙漠 、田野等)、人工建造的大块平地(如操场 、广场 、校场 、院子等)。例如:

(36)北出腊子口 ,是毛泽东等人在走出穿越草地(LM)这一妙着之时……

(37)他又斜穿沙特雷广场(LM),回到了河岸边 。

(38)迅猛的暴风雪给横穿这个县(LM)的中尼公路造成的损失较大 。

例(36)至(38)中的“穿”都是运动义 ,其中例(36)、(37)是真正的运动 ,而例(38)是假想的运动(fict ive

mot ion ,参 Talmy 2000),是对公路的一部分位于县区域之内这一静态事件的隐喻 。

图 14可以认为是图式 1的一个变式 ,二者的连接关系是同位类推 ,因为三维物体与二维平面是空

间物下的同位关系 ,既然透过三维物体内部是“穿” ,则跨越二维平面的内部也可以类推为“穿” 。

“穿”S14有一种变式 ,即 TR的轨迹不在 LM 表面 ,而是在 LM的上方或下方 ,与 LM平面大体平

行 ,或者说 ,处于 LM的投影 LM' 上 ,这是TR 对 LM的假想的横越(f ictive crossing),记作“穿”S15 。如

图所示(NC表示不接触 , noncontacting):

图 15　Schema15.2D.CR.NC.

图式 15(a)TR的轨迹在 LM下方 ,图式 15(b)中 TR 的轨迹在 LM上方。例如:

(39)进出小区的门都锁了 ,得从地下通道穿过这片小区到小区背后去 。(自拟)

(40)[蜜糖]是蜜蜂穿州过省耗日费时的劳动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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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9)的“穿”义对应于图式 15(a), TR在 LM的下方横越而过。例(40)的“穿”义对应于图式 15(b),

TR在 LM的上方横越而过 。

无论图式 14的真实的横越 ,还是图式 15中的假想的横越 , TR的轨迹 P 与平面 LM之间都是平行

关系(图式 14中 P包含于 LM 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平行),也即 P 与 LM 的关系属于平行关系下的不

同类型 ,所以S14与 S15之间还是同位类推关系 。

当图式 14的二维平面 LM再进一步收缩为一维的线状物时 , TR从一边横越该线状物到达其另一

边 ,也称为“穿” ,这是“穿”S16 。如图所示:

图 16　Schema16.1D.CR.C.

在这一意义下 ,语料中的 LM多为街道 、马路等线状物。〔 8〕例如:

(41)是希腊人 ,正穿过街道朝我跑来 。　　　　(42)乱穿马路 ,乱丢乱吐。

S16与S14也是一种同位类推的关系 。S16也有变体 ,即 TR 从一维的 LM上方或下方横越 , TR 的轨

迹并不与 LM相交 ,而是与 LM 的投影 LM'相交 ,这是“穿”S17 ,例如例(61)、(62)。如图式 17所示:

图 17　Schema17.1D.CR.NC.

(43)四号公路全长 974.17米 ,为地沟式 ,从地下穿过 3条机场滑行道及两条机动车道。

(44)每年秋天 ,鸟儿们都要穿越国境线 ,向南飞去 。(自拟)

例(43)对应于图 17(a),例(44)对应于图 17(b)。

“穿”S17也是一种假想的横越 ,S17与 S16分别属于几何空间中两直线相交的不同类型 ,因而其间的

关系也是同位类推。同时 ,S17与S15也形成同位类推关系 。

5 从夹道中通过

“穿”还有一个意义 ,是从物体之间的夹道中通过 ,相比起图式4 、5 、8 、9 、10 、11等当中 LM内部的空

档 ,图式 18中 LM之间的空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open space ,记作 OSP),如图所示:

图 18　Schema18.3D.OSP.T.

图式 18中 ,LM由两个实体组成 ,两者相距窄小 ,中有夹道 , TR 便从这一夹道中通过 ,谓之“穿”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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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把街道 、马路视为线状物或会引起不同意见。从现实情况看 ,街道 、马路都是有宽度的 ,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

“线” ,然而 , 由于其宽度与长度的相差悬殊 ,我们完全可以把街道 、马路的宽度忽略不计 ,将之视为一条一维的线。本文

所讨论的意象图式并不是可以完全反映真实世界的丰富意象 , 而只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图式(relative ly abst ract schema ,

Lakoff 1990:453)。从这个意义上说 ,将“马路 、街道”视为一维的线状物 ,应更符合意象图式的抽象性原则。



S18 。语料中的 LM之间的夹道 ,有山谷 、街巷 、石峡 、夹缝 、空隙 、海峡 、船边的狭窄过道 、隘口 、柱廊 、云

间 、经线之间(“穿梭”中的梭子即在密集的经线之间穿过)等 。例如:

(45)只见一缕阳光自一石峡(LM)中穿入 。

但也有不少的语料 , LM是由密集的同类实体构成的成片区域 ,如山岭由一个个密集的山体构成 ,

城市 、村镇由密集的建筑物构成 ,这些密集的实体相互之间往往有夹道 ,众多的夹道连接成特定的路径 ,

在这样的路径中通行 ,也是“穿”S18 。例如:

(46)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LM)。

图式 18和图式 8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式 8中 LM中间的空档四面都有界 ,是一个完好形式(well-

formed)的空间 ,而图式 18中的空档至少有一面是无界的 ,开放的 ,因而是一个形式残缺的空间 。对于

一个开放的或者残缺的空间形式 ,人们往往以相应的封闭的 、完形的空间格局去理解它 ,这是一种认知

上的完形感知。如图 19所示:

图 19　开放空间的完形感知

图式 19(a)是图式 18中 LM 的正面 ,在深色的两物体间有一条夹道 ,而在图式 19(b)中 ,这条夹道

被人的认知修补为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以 ,图式 18与图式 8间的联系 ,还是可以视为同位类推 ,空间形

式有完好与残缺之分 ,通过完好的空间可以称为“穿” ,则通过残缺的空间 ,也可以推而广之称为“穿” 。

6 “穿”的多义体系

至此 ,我们可以得到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如图 20所示:

图 20　动词“穿”的多义体系

从图式 20可见 ,“穿”的众多意义彼此联系 ,彼此相似(双向箭头表示意义间的相似关系〔 9〕),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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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文旨在探讨共时层面上“穿”多义网络中各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这种关系反映的是“范畴的共时结构” , 它

与历时层面上意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可能一致 , 也可能不一致。“即使不一致 , 它也可视为范畴内部共时的`结构重组' 的

产物” 。认知语言学的这种分析多义范畴的思路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如词义引申 、实词虚化的分析)有重要的价值(张

敏 1998:77)。因而我们用双箭头连接彼此关联的意义 ,强调的是它们共时层面上的相似性 。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 、意义之间呈家族相似关系的辐射网络(radial ne twor k)。其中 ,S1 与其他意义的联

系最多 ,与其他意义有着最大范围的相似性 ,所以 S1 是该辐射网络的中心义(centr al sense)。

从图式 20不难看到 ,“穿”意义联系的最重要方式是同位类推 ,有同位类推关系的两意义 ,其属特征

及多数种特征是一致的 ,只在个别种特征上有差异 。在“穿”的多义体系中 ,这些有差异的种特征包括:

1)LM的空间维度的差异:有三维 、二维和一维三种差别。在空间维度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

意义对有:S1 —S3 、S6 —S7 、S8 —S10 、S11 —S13 、S14 —S16 、S15 —S17 。

2)LM的内部状况的差异:有实心与中空两种差别 。在实心与中空的特征上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

意义对有:S1 —S8 、S2 —S9 、S3 —S10 、S6 —S11 、S7 —S13 。

3)LM所提供的通道的差异:有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两种差别 。在 LM 通道的封闭与开放特征上

形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S8 —S18 。

4)TR 的轨迹 P与 LM的空间关系的差异:有接触和不接触两种差别 。在接触与不接触特征上形

成同位类推关系的意义对有:S14 —S15 、S16 —S17 。

这几种差异特征中 , 1)至 3)都是 LM的空间性质 ,4)是 TR的运动方式。可见 , “穿”空间意象图式

的差异与 LM的空间性质及 TR的运动方式有直接关系 。可以认为 , LM的空间性质与 TR 的运动方

式是“穿”空间意象图式的两个基本元素 ,只要其中一个元素发生些微的改变 ,整个意象图式就会发生变

化 ,从而导致“穿”意义的变化 。可以说 ,意象图式结构的变化是空间运动义衍生和变化的最重要驱动。

除同位类推以外 ,转喻也是“穿”多义连接的重要方式 ,包括以下类型:

1)运动的完整过程转喻运动的阶段性过程 ,所形成的意义对有:S1 —S2 、S8 —S9 、S11 —S12 。对“穿”

义而言 ,这种转喻涉及到的特征差异是 TR 深入 LM的程度差异 ,有通透 LM 与不通透 LM两种差别 ,

不通透 LM可视为通透 LM的一个阶段性的部分。

2)致使—起始—状态义之间的转喻 ,包括两种情况:

A 、起始义转喻状态义 ,即运动过程转喻运动导致的结果 ,形成的意义对有:S1 —S4 、S3 —S5 、S1 —S6 、

S3 —S7 、S8 —S11 、S9 —S12 。

B、起始义转喻致使义 ,即运动过程转喻整个致使过程 ,所形成的意义对有:S1 —S1' 、S3 —S3' 、S8 —

S8' 、S9 —S9' 、S10 —S10' 。

据 Croft(1990),致使 、起始 、状态三种事件类型构成一个致使链(causat ive chain),一个完整的致

使链代表了一个从致使到起变到状态形成的复杂事件 ,如图 21所示:

图 21　Croft的致使链

理想化的状态事件是致使链的最后一段 ,理想化的起始事件是致使链的后两段 ,而理想化的致使事

件包括了整个致使链 。动词语义对致使链中不同事件类型的凸显 ,是事件视角所致 ,而动词语义在致使

链上不同事件类型之间的转换 ,其实是不同事件阶段之间的转喻 。

转喻的发生基于相邻(contiguity)的联想关系 ,由此 ,同位类推也可以视为转喻的一种 ,即同位转

喻 ,是同位相邻之间的转喻。而运动的完整过程与阶段性过程之间的转喻 ,以及致使 、起始 、状态义之间

的转喻 ,是整体-部分转喻。如此看来 ,像“穿”这样其意义对空间意象图式的变化极为敏感的动词 ,其

意义扩展的最主要机制就是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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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多义连接的第三种方式是专指化 ,即是从概括义衍生出专指义。图 20中有专指化关系的意义

对是:S1 —S6 、S3 —S7 、S8 —S11 、S10 —S13 ,其中 ,S1 、S3 、S8 、S10都是起始义而 S7 、S6 、S11和 S13都是相应的

状态义。

多义之间的连接机制 ,是认知的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最为人熟知的连接机制是隐喻和

转喻 ,学者们还提出了专指化(Lakoff 1990)、意象-图式的转换(image-schema transforma tion , La-

koff 1990)、特征调整(feature modula tion , Geeraer ts 1997)、框架的添加(f rame-addition , Nor vig &

Lakoff 1987)等 ,而本文又在空间运动动词的不同意义之间发现了同位类推(或说是同位转喻)的连接

方式 。新义究竟是如何从旧义中扩展出来的 ,这一领域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

7 余论:精细的多义与适度的多义

本文对“穿”义的分析思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 Brugman(1981)/ Lakoff (1987)的研究思路。这种

Brugman/Lakoff 式的做法 , 支持者众 , 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Tyler &Evans 2001;Der

Gucht , et al.2007),主理由是:这样的多义体系太精细 、太无限制 ,语言使用者大脑中的多义体系未必

如此琐碎。反对者指出 ,应该把词固有的意义与语境赋予的意义 、人的相关知识分开 ,Brugman/Lakof f

式体系中的不少意义 ,就不是词的固有意义 ,而是词的固有意义在一定语境中的在线生成的变体 ,所以

应该提倡一种适度的多义 ,而不是过于精细的多义 。

我们认为 ,反对者的意见对于语言应用 ,如词典编纂 、教科书的编写等 ,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过于

精细的多义确实不利于直接的语言应用 。但 Brugman/Lakoff 式的多义 ,其价值不在于直接的语言应

用 ,而在于为细化的词汇语义研究 、为义位变体层面的语义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一直以来的词汇语义

研究 ,不是太细了 ,而是太粗了 ,对义位的归并缺乏有说服力的 、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操作价值的分析 ,对

义位的变体 ,即义面(meaning facet),更鲜有深入的研究 。从动态语义学(Emergent Semantics)的角度

来看 ,没有绝对稳定的词义 ,只有在话语中不断呈现的词义(Huang 1998;Tao 2003),在实际的语言运

用当中 ,我们见到的都是具体的在线生成的义面 ,而非抽象的义位。而所谓稳定的固有的意义 ,所谓的

义位 ,其实是以某个义面为核心的义面群(f acet group),义位正是在对义面群的概括中突显出来的 。另

外 ,认知语义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多义体系中意义之间的驱动机制问题 ,无疑只有在进入高

度微观层面的时候 ,才可能得到最好的展现 ,因为只有在高度微观的世界里 ,意义变化的阶段 、细节才能

呈现得更为清晰 。因此 , Brugman/Lakoff 式的精细研究 ,是词义分析的基础性工作 ,不仅是需要的 ,而

且是必要的。关于本文所分析的“穿”的精细多义对适度多义(如词典释义)的意义与价值 ,篇幅所限 ,拟

另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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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 lysemy is one o f the impor tant research fields of co gni tive lexical semant ics , in w hich

the linking mechanisms among the senses is considered as a ve ry challenging one.Sense of a spatial

mo tion verb is di rect ly mot ivated by spatial image schemas.This paper adopts an approach based on

spatial image schemas , ext racts mo re than tw enty distinct senses of the spatial mot ion verb chuan

(穿), and at tains a radial-st ructured po ly semous sy stem.It also discusses the linking mechanisms ,

that is , metonymy and specification , betw een different senses , and points out in the en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to fine-g rained poly s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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