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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首先介绍《实词信息词典》的研制目标与结构内容，重点介绍其中的《动词信息
词典》的体系结构与理论背景；然后，介绍《动词信息词典》所区分的甸种动词小类及
其定义，其为动词所设置的甲甲种语义角色及其定义，由这些语义角色的不同配置而造
成的甲田来种句法格式及其例句，其所考察的动词的甹种主要的语法功能及其对于该词类
的隶属度；最后，给出《动词信息词典》中检索系统的界面截图，交代其相应的纸质
版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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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畔畨略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畃畯畮畴略畮畴 畗畯畲畤畳甬 畡畮 畩畮畴略畧畲畡畴略畤 畫畮畯畷畬略畤畧略 畳畹畳畴略畭 畯畦 畃畨畩畮略畳略 畬畩畮甭
畧畵畩畳畴畩畣 畲略畳畯畵畲畣略畳甬 畩畳 畣畯畭異畯畳略畤 畯畦 畴畨畲略略 畳畵畢甭畳畹畳畴略畭畳町 畴畨略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畁畤番略畣畴畩當略畳
用畋畂畀畡畤番略畣畩畴當略甩甬 畴畨略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畖略畲畢畳 用畋畂畀當略畲畢甩 畡畮畤 畴畨略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畎畯畵畮畳 用畋畂畀畮畯畵畮甩甮 畔畨畩畳 異畡異略畲 畦畯畣畵畳略畳 畯畮 畋畂畀當略畲畢甮 畆畩畲畳畴甬 畴畨略 畳畴畲畵畣畴畵畲畡畬 畳畹畳畴略畭 畡畮畤
畴畨略畯畲略畴畩畣畡畬 畦畯畵畮畤畡畴畩畯畮 畯畦 畋畂畀當略畲畢 畡畲略 畩畮畴畲畯畤畵畣略畤甮 畓略畣畯畮畤畬畹甬 畋畂畀當略畲畢 畣畬畡畳畳畩甌略畳 當略畲畢畳
畩畮畴畯 略畩畧畨畴 畳畵畢甭畣畬畡畳畳略畳 畡畮畤 畤略甌畮略畳 甲甲 畳略畭畡畮畴畩畣 畲畯畬略畳甬 畷畨畩畣畨 畡畲略 畣畯畮甌畧畵畲略畤 畩畮畴畯 畤略畣畡畤略畳
畯畦 畳畹畮畴畡畣畴畩畣 畦畯畲畭畡畴畳甮 畔畨略畳略 畳畹畮畴畡畣畴畩畣 畦畯畲畭畡畴畳 畡畮畤 畴畨略畩畲 略畸畡畭異畬略畳 畴畡畫略畮 畦畲畯畭 畲略畡畬甭畷畯畲畬畤
畴略畸畴畳 畡畲略 畡畬畳畯 畩畮畣畬畵畤略畤甮 畉畮 畡畤畤畩畴畩畯畮甬 畋畂畀當略畲畢 畩畤略畮畴畩甌略畳 畮畩畮略 畭畡番畯畲 畧畲畡畭畭畡畴畩畣畡畬 畦畵畮畣甭
畴畩畯畮畳 畯畦 當略畲畢畳 畡畮畤 畴畨略畩畲 畤略畧畲略略畳 畯畦 畭略畭畢略畲畳畨畩異甮 畆畩畮畡畬畬畹甬 畴畨略 畲略畴畲畩略當畡畬 畳畹畳畴略畭 畡畮畤 畴畨略
異畡異略畲 當略畲畳畩畯畮 畯畦 畋畂畀當略畲畢 畡畲略 畢畲畩略甍畹 畩畬畬畵畳畴畲畡畴略畤 畯畲 畩畮畴畲畯畤畵畣略畤甮

Keywords: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畃畯畮畴略畮畴 畗畯畲畤畳 甬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甭畂畡畳略 畯畦 畖略畲畢畳
用畋畂畀當略畲畢甩 甬 畳畵畢甭畣畬畡畳畳略畳 畯畦 當略畲畢畳 甬 畳略畭畡畮畴畩畣 畲畯畬略 甬 畳畹畮畴畡畣畴畩畣 畦畯畲畭畡畴 甬 畧畲畡畭畭畡畴畩畣畡畬
畦畵畮畣畴畩畯畮畳

CC
L 
20
20

第十九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518页-第527页，海南，中国，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c) 2020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1 《《《实实实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研研研制制制目目目标标标与与与结结结构构构内内内容容容

由袁毓林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从由甹甹甸年开始研
制，现在已经初步完成。下面简单介绍该词典的知识内容、组织结构及其理论背景。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简称《实词信息词典》）是一个电子
化的语言知识资源，知识内容主要是现代汉语常用形容词、动词和名词的句法功能、语义角色
及其组配方式、主要句型及其典型例句；并且，配备完善与方便的检索系统。《实词信息词
典》主要是为汉语自动语义分析和文本生成、汉语国际教育与研究而研制的，可以为汉语的理
论研究、教学应用和信息处理工程提供语言知识资源。

《实词信息词典》主要根据袁毓林教授申田多年来，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上，对于现代汉语的
下列研究成果：（由）汉语词类的模糊划分与隶属度计算，（甲）汉语配价语法研究、汉语动词
与形容词的论元结构研究，（申）汉语生成词库论研究、汉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研究。该词典特
别重视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和选择限制，通过大量的例子来展示目标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且提
供目标词的搭配习惯和基本句型。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畊甮 畒甮 畆畩畲畴畨（由甸甹田甭
由甹甶田）所说：留畯畵 畳畨畡畬畬 畫畮畯畷 畡 畷畯畲畤 畢畹 畴畨略 畣畯畭異畡畮畹 畩畴 畫略略異畳甮（欲知其词，先观其伴）畅畡畣畨
畷畯畲畤 畷畨略畮 畵畳略畤 畩畮 畡 畮略畷 畣畯畮畴略畸畴 畩畳 畡 畮略畷 畷畯畲畤甮（每一个单词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就是一个
新的单词）。的确，要了解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察它跟什么样的词语搭
配。并且，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程度的意义变化，也只能通过它的搭配环境来显示。
这直接为汉语的国际教学提供了汉语常用实词的情境意义和搭配组合的范例，也为基于词语共
现（畣畯甭畯畣畣畵畲畲略畮畣略）的机器学习方法，提供了一种精炼的语料库和训练样本。

《实词信息词典》分为下面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链接的子系统：

由甮 《汉语形容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简称《形容词信息词典》），收
入常用形容词申千多个，甴千多个义项条目；信息内容包括：词条、拼音、次类（形容词、状态
词）、释义（包括：语体色彩、同义词和反义词及其链接关系等）、语义角色集合及其定义、
由目标形容词和其论旨角色组配成的句法格式和相应例句、各种主要的语法功能及其词类隶属
度，等等。

甲甮 《汉语动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简称《动词信息词典》），收入常用
动词由万甲千多个，由万甶千来个义项条目；信息内容包括：词条、拼音、次类（甸种动词小类）、
释义（包括：语体色彩、同义词和反义词及其链接关系等）、语义角色集合及其定义、由目标
动词和其论旨角色组配成的句法格式和相应例句、各种主要的语法功能及其词类隶属度，等
等。（检索系统的界面图见文末）

申甮 《汉语名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简称《名词信息词典》），收入常用
名词甲万多个，甲甮电万来个义项条目；信息内容包括：词条、拼音、释义（包括：语体色彩、同
义词和反义词及其链接关系等）、物性角色集合及其词例（及其跟相关动词和形容词的链接关
系等）、由目标名词和其物性角色组配成的句法格式和相应例句、各种主要的语法功能及其词
类隶属度，等等。

下面主要介绍《动词信息词典》的知识内容和体系结构。

2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内内内容容容结结结构构构和和和理理理论论论背背背景景景

《汉语动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简称《动词信息词典》）主要描写动词
跟其他词语的搭配方式和语义上的句型构造。通过语料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动词在句子中主
要做谓语或谓语核心，表示人或事物的某种动作、行为、状态或关系；跟它搭配的词语表示这
种动作、行为、状态或关系的主体，或者受到这种动作、行为影响的事物，以及工具、方式、
处所等其他相关的事物。简单地说，动词的有关搭配成分是论元；论元又可以根据它们在动词
所表示的事件中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分为不同的语义角色。

这样，了解一个动词跟什么样的语义角色搭配、它们怎样搭配、它们组合起来以后描述
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也就基本掌握了一个动词的意义和用法。难怪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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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畓畴略當略畮 畐畩畮畫略畲要说：畜一个动词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指称动作或状态的词，它实际上是句子
的畠底盘甧。它为该句子的其他成分提供了一个多槽的框架，在这里，无论主语、宾语还是各种介
词宾语和从句等成分都可以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產。事实的确如此，请看例子：

（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畼畼（主体甫动词）

（甲）萧何月下追韩信。畼畼（施事甫处所甫动词甫受事）

（申）我们向幸福进发。畼畼（施事甫目标甫动词）

（甴）黄鼠狼给鸡拜年。畼畼（施事甫对象甫动词）

（电）我的婚姻我做主。畼畼（范围甫施事甫动词）

（甶）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畼畼（主体甫动词甫处所）

（男）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畼畼（施事甫工具甫动词甫受事）

（甸）爹爹送我两尺红头绳。畼畼（施事甫动词甫与事甫受事）

从括号中对这些句子的简单的语义分析可见，意义和用法不同的动词能够跟不同的语义角
色、通过不同的配置方式，造成不同的句式；从而，表达了不同的意义、描绘了不同的场景、
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报道了不同的事件。因此，可以直观地把动词想象成各种带钩子的原子，
不同的动词所带的钩子的数量和形状不尽相同；于是，它们所能勾住的其他成分的数量和性质
也就有所不同。如果借用化学上原子化合和配价的说法，那么动词就是语句组合的核心，像施
事、主体、受事、范围、处所、工具等伴随成分就是配价成分。不同的动词有不同的配价功
能，支配不同数量和不同性质的配价成分，构成不同形式的短语和句子。

《动词信息词典》就是从这样一种畜情境语义学產（畳畩畴畵畡畴畩畯畮 畧畲畡畭畭畡畲）和畜配价语
法產（當畡畬略畮畣略 畧畲畡畭畭畡畲）的角度，通过对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的调查和分析，来全面、准
确、简明地描写动词在情境意义和搭配用法上的关键性特点，使读者畜观其伴，会其意；明其
价，知其用產；即让读者在查阅一个动词的条目以后，可以了解该动词通常跟哪些伴随成分一起
出现，从而从搭配关系上理解该动词的意义、明白其配价组合方面的特点、并掌握其基本的常
用句式；进而根据这些句式、模仿相关实例，可以依葫芦画瓢，万无一失地造出合语法、有意
义的句子来。我们希望本词典对于人们理解相关句子的骨架意义具有指导性，从而为语言研究
者、中文信息处理研究者，提供汉语句子的语义关系的基本数据；并对于中小学生和学习汉语
的留学生的阅读理解和遣词造句，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下面，介绍这部词典的动词小类、语义角色、句法格式和语法功能的描写体系。

3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动动动词词词小小小类类类及及及其其其定定定义义义

这里的动词是根据其用法（即语法功能）来定义的，指具有下面这些语法功能的词：
（由）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甲）可以受否定词畜不、没有產修饰，（申）可以带真宾语或者
不能受畜很產等程度副词修饰。为了反映动词内部不同的词之间在有关用法上的差别，我们又
把动词分为八种小类：<不及物动词>、<准及物动词>、<体宾动词>、<助动词>、<形式动
词>、<名动词>、<强谓宾动词>、<弱谓宾动词>。

在本词典中，对于每一个动词词条，我们首先根据它们能否带真宾语而区分为畜及物动
词當畳甮不及物动词產两大类：可以带真宾语的是及物动词，不能带真宾语、并且只有一个必有性
配价成分的是不及物动词，虽然不能带真宾语、但是另有一个需要介词引导的必有性配价成分
的是准及物动词。如果是不及物动词，那么直接标上<不及物动词>；如果是准及物动词，那么
直接标上<准及物动词>。

如果是及物动词，我们根据它们能否带谓词性宾语而区分为畜谓宾动词當畳甮体宾动词產两大
类：可以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谓宾动词，不能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体宾动词。如果是
体宾动词，那么直接标上<体宾动词>。如果是谓宾动词，那么还要细分为下列五种小类：畜强
谓宾动词當畳甮 弱谓宾动词當畳甮 助动词當畳甮 形式动词當畳甮 名动词產。粗略地说：只能带谓词性成分作
宾语、表示情态意义的是助动词，直接标上<助动词>。只能带名动词、事件名词作宾语的是形
式动词，直接标上<形式动词>。可以兼作名词的是名动词，直接标上<名动词>。剩下的谓宾
动词，只能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强谓宾动词，标上<强谓宾动词>；既能带谓词性成分作宾
语、又能带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弱谓宾动词，标上<弱谓宾动词>。

各种动词小类的具体定义和判定标准如下：-1

-1参考朱德熙（1982）第5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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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甮 动词：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可以受畜不、没有產修饰、可以带真宾语或者不能
受畜很產等程度副词修饰的词。分为如下八种小类：

由甮 不及物动词：不能带真宾语、可以带准宾语的动词。

准宾语包括下列三种：

（由）量度宾语，即表示时量、动量或程度的宾语。例如：

畛休息了畝一会儿 | 畛醒了畝好几次 | 畛绣了畝一点儿

（甲）处所宾语，即表示运动的终点的宾语。例如：

畛来畝北京 | 畛去畝贵州 | 畛飞畝乌鲁木齐 | 畛到畝亲戚家

（申）存现宾语，即表示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宾语。例如：

畛来了畝两个新队员 | 畛走了畝几个客人 | 畛新到了畝一批冻猪肉

甲甮 准及物动词：不能带真宾语、但是可以通过介词来引导与事、对象等必有性配价成分的
动词。0

准及物动词的配价成分，常见的包括下列五种：

（由）与事，即表示动作行为的协作者。例如：

畛跟畝李红畛结婚畝 | 畛和畝对手畛较量畝 | 畛与畝浙江畛接壤畝

（甲）对象，即表示动作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例如：

畛向畝朋友畛求助畝 | 畛给畝师傅畛拜年畝 | 畛为畝儿子畛说情畝 | 畛怪罪畝 畛于畝他人

（申）施事，即表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例如：

畛由畝王平畛接手畝 | 畛由畝老板娘畛主事畝 | 畛由畝我爸爸畛做东畝

（甴）处所，即表示运动的起点或终点等地点。例如：

畛起源畝 畛于畝唐朝 | 畛出生畝 畛在畝苏州 | 畛毙命畝 畛于畝海外 | 畛在畝西安畛落户畝

（电）依凭，即表示动作行为所依靠或凭借的事物。例如：

畛以畝音乐畛见长畝 | 畛以畝功臣畛自居畝 | 畛以畝失败畛告终畝

申甮 体宾动词：不能带谓词性宾语、可以带由体词性成分充当的真宾语的动词。

谓词包括动词、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谓词性代词等。

体词包括名词、时间词、处所词、合成方位词、数量词、体词性代词等。例如：

骑（马） | 买（菜） | 捆（行李） | 喝（一盅） | 驾驶（汽车） | 修理
（拖拉机） | 招待（他们俩）

甴甮 强谓宾动词：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例如：

打算（买房子） | 企图（越狱逃跑） | 希望（大家都高兴） | 觉得（这样做
不妥当） | 以为（没有人知道） | 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电甮 弱谓宾动词：既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又可以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例如：

看（下棋甯立体电影） | 喜欢（出去旅游甯中式服装） | 赞成（走出国门甯他的意

见） | 反对（盲目地扩大产能甯厂长提出的融资方案） | 考虑（买一台电脑甯这种办

法）

甶甮 助动词：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的表示情态意义的动词。又叫能愿动
词，情态动词。例如：畜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要、敢、想、应该、应当、该、愿
意、情愿、乐意、肯、许、（不）配、值得產等。它跟不表示情态意义的其他谓宾动词的不同的
语法特点是：（由）不能重叠，（甲）不能带时体助词畜着、了、过產，（申）可以放在畜不 不產格
式里。

男甮 形式动词：只能带名动词、事件名词或以它们为核心的体词性偏正结构为宾语的动词。
又叫傀儡动词或准谓宾动词。下面是畜形式动词甫名动词產的例子：

有（准备甯保障） | 作（调查甯分析） | 进行（处理甯研究） | 加以（鉴别甯管

束） | 给以（打击甯报复） | 受到（批评甯监控） | 予以（表扬甯追究）

下面是畜形式动词甫事件名词產的例子：作（手术） | 进行（手术甯战争）

甸甮 名动词：可以作形式动词的宾语，可以修饰名词或受名词修饰的动词。又可以称为名动
兼类词。例如：

畛有畝准备甯保障 | 畛作畝调查甯分析 | 畛加以畝鉴别甯管束 | 畛给以畝打击甯报复 | 畛受

到畝批评甯监控 | 畛予以畝表扬甯追究

0参考袁毓林（2010a）第28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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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语语语义义义角角角色色色系系系统统统及及及其其其定定定义义义

动词的各种伴随成分（即配价成分，又叫论元），根据它们跟动词在意义上的不同的关
系，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语义角色。在本词典中，动词的配价成分首先分为必有论元和非必有论
元两种，前者是构成意思相对完整的句子所不可缺少的，后者则用以扩充句子的意思，帮助形
成意思相对复杂的句子。必有论元可以分为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两种，前者主要作主语，后者
主要作宾语。主体论元可以细化为施事、感事、经事、致事、主事等语义角色，客体论元可以
细化为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系事等语义角色。非必有论元可以从语义上分为依凭论元、
环境论元和关涉论元三种，它们主要作状语。其中，依凭论元可以细化为工具、材料、方式、
原因、目的等语义角色，环境论元可以细化为时间、处所、源点、终点、路径等语义角色，关
涉论元可以细化为量幅、范围等语义角色。

上述甲甲种语义角色的定义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由）施事（畡畧略畮畴，简写为畁）：动词所表示的自主性动作行为的施行者。例如：

鸟儿飞了 医生来了 奶奶杀了一只鸡 爸爸买了一本书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鸟儿產是发出畜飞產这种动作的施事，畜奶奶產是进行畜杀（鸡）產这种行为
的施事。

（甲）感事（畳略畮畴畩略畮畴，简写为畓畅）：动词所表示的心理感觉、精神体验等事态的感知性的
主体。例如：

我们看电影 | 爸爸认识李小龙 | 同事们赞成这个方案 | 大家讨厌这个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我们產是畜看產这种感知行为的感事，畜大家產是体验了畜讨厌產这种心理行

为的感事。

（申）经事（略畸異略畲畩略畮畣略畲，简写为畅畘）：动词所表示的某种变化的具有感知性的主体。例
如：

同学们都毕业了 | 爷爷去世了 | 我碰到几个熟人 | 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同学们產是经历畜毕业產这种变化性事件的经事，畜我產是经历了畜碰到產这

种行为的经事。

（甴）致事（畣畡畵畳略畲，简写为畃畁畕）：某种致使性事件的引起者，即造成某种后果的致使性
因素。例如：

大雨阻断了山区的交通 | 这一举措改变了公司的形象 | 罢餐事件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工厂倒闭的消息把大伙儿吓坏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致事畜大雨產是造成畜山区的交通產发生畜阻断產的引起因素，致事畜罢餐事
件產是畜引起產畜校方的注意產的致使性因素。

（电）主事（畴畨略畭略，简写为畔畈）：动词所表示的性质、状态、关系或变化等事态的非感
知性的主体。例如：

锅里的水开了 | 村后的石桥塌了 | 小孩掉水沟里了 | 我爸爸长了一个疖子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锅里的水產是畜开產这种状态的主事，畜小孩產是畜掉產这种变化的主事。

（甶）受事（異畡畴畩略畮畴，简写为畐）：因施事或致事的行为而受到影响的事物。例如：

小猫逮耗子 爷爷喝葡萄酒 老师批评了王平 弟弟打碎了那面镜子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耗子產是受到畜逮產这种动作影响的受事，畜王平產是遭受畜批评產这种行为
影响的受事。

（男）与事（畤畡畴畩當略，简写为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非主动的参与者。例如：

老板对雇员发火 | 我们向当事人打听了一下 | 舅舅给了小明一本词典 | 同学
们请教李老师一个地理方面的问题

在上面的例子中，与事畜雇员產是畜发火產这种事件的被动的参与者，与事畜李老师產是畜请
教產这种事件的非主动的参与者。

（甸）结果（畲略畳畵畬畴，简称畒）：由施事或致事的动作、行为造成的结果。例如：

爸爸又挖了一个菜窖 | 妈妈织了一件毛衣 | 猫咪在桌子上踩了一串脚印 | 弟弟把
窗户纸捅了一个大窟窿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一个菜窖產是畜挖產这种动作的结果，畜一串脚印產是畜踩產这种行为的结
果。

（甹）对象（畴畡畲畧略畴，简写为畔畁）：动词所表示的心理感觉、精神体验等感知性行为的对象
和目标，有时可以用介词畜对、对于產等引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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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认识吴校长 | 妹妹喜欢芭蕾舞 | 我奶奶居然相信通灵术 | 陈一平很熟悉广
告业务畾陈一平对广告业务很熟悉 | 我哥很热爱本职工作 我哥对本职工作很热爱

在上面的例子中，感事畜我爸爸產所畜认识產的对象是畜吴校长產，感事畜妹妹產所畜喜欢產的对象
是畜芭蕾舞產。

（由田）系事（畲略畬畡畴畩當略，简写为畒畅）：在动词所表示的状态、关系等事态里，跟主事、与
事等相对的事物，一般表示相应于主事、与事等的属性、类型等。例如：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 | 徐先生有两个女儿 | 大家叫鞠萍知心姐姐 | 通州属于北京
在上面的例子中，系事畜地质学家產表示主事畜李四光產的性质，系事畜知心姐姐產表示与事畜鞠

萍產的称谓，系事畜北京產表示主事畜通州產的归属关系。

（由由）工具（畩畮畳畴畲畵畭略畮畴，简称畉）：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器具，有时可以用
介词畜用、以產等引导。例如：

妈妈用水果刀切黄瓜 | 王老师用显微镜看切片 | 刘大夫用中药治风湿 | 建筑师用
计算机设计智能大楼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水果刀產是畜切產这种动作的工具，畜计算机產是畜设计產这种行为的工具。

（由甲）材料（畭畡畴略畲畩畡畬，简称畍畁）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所用的材料，有时可以用介
词畜用、以產等引导。例如：

妈妈用毛线结了一双手套 | 孙大爷用米泔水浇月季花 | 小海娃用红蚯蚓引诱鱼群 |
设计师用灯光装饰展厅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毛线產是畜结（手套）產这种行为所凭借的材料，畜红蚯蚓產是畜引诱（鱼
群）產这种行为所用的材料。

（由申）方式（畭畡畮畮略畲，简称畍）：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有时可以
用介词畜用、以、经过、在（甮 甮 甮 甮 甮 甮下）產等引导。例如：

余子真用低音唱了一首民歌 | 曼联队以点球取得了决赛胜利 | 他们经过三年的奋斗
编纂了一部词典 | 电影节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顺利结束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低音產是畜唱（民歌）產这种行为的方式，畜三年的奋斗產是畜编纂（词
典）產这种行为所用的方式。

（由甴）原因（畲略畡畳畯畮，简写为畒畎）：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原因，一般
用介词畜因、因为、由于、为、为了產等引导。例如：

鱼苗由于缺痒而死亡 | 雷曼银行因金融危机而倒闭 | 小明因考试失败而哭泣 | 小
芳为找不到工作而叹气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缺痒產是造成主事畜鱼苗產畜死亡產的原因，畜找不到工作產是造成施事畜小
芳產畜叹气產的原因。在表示原因的介词结构和动词之间经常用连词畜而產来连接。

（由电）目的（畡畩畭，简写为畁畉）：施事发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的目的，一
般用介词畜为、为了產等引导。例如：

为了早日完工，工人们经常加班 | 为了出国旅行，她兑换了一些美元 | 为了加薪，
小刚向厂长求情 | 为了养家糊口，大伙儿拼命地工作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早日完工產是驱使施事畜工人们產畜加班產的目的，畜养家糊口產是促使施
事畜大伙儿產畜（拼命地）工作產的目的。

（由甶）时间（畴畩畭略，简写为畔）：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时间，有时可
以用介词畜在、于產等引导。例如：

工人们在节假日也不休息 | 我们明天去北京 | 在上大学期间他们俩就相识了 |
由甹甹甶年春天孩子出生了 | 这件事发生在深夜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节假日產是畜（不）休息產这种行为发生的时间，畜由甹甹甶年春天產是畜（孩
子）出生產这种行为发生的时间。

（由男）处所（畬畯畣畡畴畩畯畮，简称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处所，有时可
以用介词畜在、于產等引导。例如：

同学们在教室里写毛笔字 | 我们火车站会合 | 在南操场上他们训练了一个上午
| 大礼堂里正在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 | 抢劫案发生在银行外面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教室里產是畜写（毛笔字）產这种行为发生的处所，畜银行外面產是畜（抢劫
案）发生產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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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甸）源点（畳畯畵畲畣略，简称畓畏）：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开始的地点或时间，有时可以
用介词畜自、从、在、于產等引导。例如：

赛车从北京出发 | 我们从窗口看风景 | 我们从七月初放假 | 这些学员来
自沿海地区 |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 | 监狱里跑了一个犯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北京產是畜出发產这种行为发生的源点，畜七月初產是畜（开始）放假產的源
点。

（由甹）终点（畧畯畡畬，简称畇畏）：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结束的地点、时间或状态，有时
可以用介词畜朝、向、往、到、至、在、于產等引导。例如：

骏马向北方飞驰 | 我们朝窗外看星星 | 在南墙上他们挂了一幅山水画 | 黑板上
老师又写了几行字 | 我们将工作到八月底 | 这些学员要分配到边远地区 | 科举
制度延续至晚清 | 我们家里来了几个客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北方產是畜飞驰產这种行为的终点，畜八月底產是畜工作產的终点。

（甲田）路径（異畡畴畨，简写为畐畁）：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中途经过的处所或时
间，有时可以用介词畜经过、通过、沿着、在、于產等引导。例如：

坦克从石拱桥上经过 | 火车经过天津抵达北京 | 士兵们沿着大马路巡逻 | 我从窗
户通过黑两座楼房的空档仰望天空 | 我们将走四号线 | 他们通过了榆树林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石拱桥產是畜经过產这种行为的路径，畜四号线產是畜走產这种行为的路径。

（甲由）量幅（略畸畴略畮畴，简写为畅畘畔）：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所涉及的数量、
频率、幅度、时间长度等相关事项。例如：

小明去了两趟 | 鲁智深打了郑屠夫三拳 | 一个西瓜卖八块钱 | 渔船偏离了主航道
几百米 | 小王迟到了一刻钟 |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畜两趟產是畜去產这种行为的量幅，畜一刻钟產是畜迟到產这种行为的量幅。

（甲甲）范围（畲畡畮畧略，简写为畒畁）：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所涉及的具体方
面，或者是主事所依附的主体；它是主体、客体、环境、依凭和量幅之外的事物，有时可以用
介词畜在（甮 甮 甮 甮 甮 甮上甯方面）、关于、对于產等引导。例如：

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做了许多工作畼 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刘建生教授提出了一个

方案 | 陈冬青在学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大楼施工，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阶
段的工程 | 我的手表，发条断了 | 这本书，爸爸只读了第一章

在上面的例子中，范围畜立法方面產是施事畜全国人大產畜做了许多工作產这种行为的具体方
面，范围畜我的手表產是主事畜发条產所依附的主体。

5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句句句法法法格格格式式式系系系统统统及及及其其其例例例句句句

在本词典中，动词跟其配价成分构成的句法格式，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主体论元作
主语、客体论元作宾语的畜主语甫动词用甫宾语甩產类基础句式；第二类，是非主体论元（包括：客
体论元、环境论元、依凭论元、关涉论元）作话题的畜话题甫主语甫动词用甫宾语甩產类派生句式；
第三类，是用介词畜把產引导客体论元、或用介词畜被產引导主体论元的畜把產字句、或畜被產字句等
有标记的派生句式。例如：

（由） 畡甮 畁 甫 用用畉 甫甩 甫 畐：妈妈正在洗衣服。 | 爸爸用大刀砍树枝。
畢甮 畁 甫 用用畍畁 甫甩 甫 畒：奶奶炒了两个菜。 | 爷爷用柳条编了一个筐。
畣甮 畁 甫 用在界 甫甩 甫 畐甯畒：哥哥在路旁种了槐树。 | 弟弟在墙上画了一幅画。
畤甮 畔畈 甫 甫 畒畅 用甫 畅畘畔甩：我姑姑是知识分子。 | 轮船偏离了主航道甲田多米。

（甲） 畡甮 畐 甫 畁 甫 用用畉 甫甩 ：衣服妈妈已经洗了。 | 那棵树爸爸用大刀砍了。
畢甮 畉 甫 用畁 甫甩 甫 畐：这块香皂洗衣服。 | 这把大刀爸爸砍树枝。
畣甮 畍畁 甫 用畁 甫甩 甫 畒：这些香椿炒鸡蛋。 | 这些柳条我编一个箱子。
畤甮 界 甫 用畁 甫 甩 甫 畐甯畒：路旁种了槐树。 | 墙上弟弟画了一个太阳。

（申） 畡甮 畁 甫 用用畉 甫甩 把畐 甫 ：妈妈把衣服都洗了。 | 爸爸用刀把那根树枝砍了。
畢甮 畐 甫 被畁 甫 用用畉 甫甩 ：衣服被妈妈都洗了。 | 那棵树被爸爸用大刀砍了。
畣甮 畁 甫 把畍畁 甫 甫 畒：奶奶把肉末炒了两个菜。 | 爷爷把柳条编了一个筐。
畤甮 畍畁 甫被畁 甫 甫 畒：肉末被奶奶炒了两个菜。 | 柳条被爷爷编了一个筐。

（由）是一般性的畜主语甫介词结构甫动词用甫宾语甩產类基础句式。其中，施事、主事等主体
论元作主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作宾语，工具、材料、处所等环境或依凭论元通过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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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作状语。把这种状语放在圆括号中，表示没有它们也不影响句子的结构和意义的完整。
（甲）是特殊性的畜话题甫主语甫动词用甫宾语甩產类派生句式。其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前置
到句首作话题，其余部分作说明（用以对话题作出评论）；施事、主事等主体论元作说明部
分的主语，从而形成没有宾语的主谓谓语句。或者，工具、材料、处所等环境或依凭论元前
置到句首作话题，其余部分作说明（用以对话题作出评论）；施事、主事等主体论元作说明
部分的主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作宾语，从而形成保留宾语的主谓谓语句。（申）是用介
词畜把產或畜被產作标志的主谓句。在介词畜把產的引导下，受事等客体论元可以前置到动词之前；
在介词畜被產的引导下，施事等主体论元可以降级为状语，同时受事等客体论元可以前置到到句
首作主语。

上面的句式表示，不用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概念，也不用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
分）等句法范畴概念，而是用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材料、时间、处所、范围、量幅等语
义角色概念；目的是要反映动词的几个惯常性的伴随成分在语句中的出现位置，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共现和选择限制关系，从而帮助人们在纷繁多变的语句形式上发现语句的意义骨架的有
限性。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同的上下文抽象成有限的几种语义格式（即由语义角色作为分布框架
的句法构式），那么庶几可以在语言学习中以有限统御无限了。

6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中中中关关关于于于动动动词词词的的的语语语法法法功功功能能能信信信息息息

在本词典中，我们根据袁毓林等（甲田田甹）和袁毓林（甲田由田畢），设定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及
其对于动词这一词类的隶属度：

（由）可以受否定副词畜不產或畜没有產修饰。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不走、不发展、没有前进、没有洗澡。

（甲）可以后附或中间插入时体助词畜着、了、过產，或者可以进入畜甮 甮 甮了没有產格式。符合
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躺着、买了（票）、去过（美国），洗着澡、理了发、出过力、上过学，

钉子锈了没有、樱花谢了没有、尸体腐烂了没有、东京地震了没有。

（申）可以带真宾语，或者通过畜和、为、对、向、拿、于產等介词引导其必有论元。符合
得甲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看电影、踢足球、想心事、学习本领、研究太空，和朋友见面、为子孙造福、对孩

子发火、向观众挥手、拿次货充数、昆曲起源于昆山。

（甴）或者不能受程度副词畜很產修饰，或者能同时受畜很產修饰和带宾语。符合得由田分，不符
合得甭由田分。例如：

甪很哭、甪很做、甪很改造、甪很探索，很想家、很怕考试、很感谢你们、很担心她的

身体。

（电）可以有畜畖畖、畖一畖、畖了畖、畖不畖、畖了没有產等重叠和正反重叠形式。其中，畖代
表动词。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坐坐、琢磨琢磨、瞧一瞧、试验一试验、说了说、调查了调查、吃不吃、考虑不考虑、

馊了没有。

（甶）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因而一般可以受状语或补语修饰）。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
得甭由田分。例如：

咱们走、钢丝断了、你们好好儿地玩、我们马上出发，修好、洗干净、整理出

来、笑得前仰后合、跳得非常高。

（男）不能作状语直接修饰动词性成分。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甪站吃～站着吃、甪笑说～笑着说。

（甸）可以跟在畜怎么、怎样產之后，对动作的方式进行提问；或者可以跟在畜这么、这样、
那么、那样產之后，用以作出相应的回答。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田分。例如：

怎么剪？～这么剪！、怎样开？～这样开！、怎么调查？～那么调查！、怎

样发展？～那样发展！、双手是怎么颤的？～这么颤的！、植物是怎么发育的？～植物

是这么发育的！。

（甹）不能跟在畜多產之后，对性质的程度进行提问；并且不能跟在畜多么產之后，表示感叹。
符合得由田分，不符合得甭由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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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动动动词词词信信信息息息词词词典典典》》》的的的检检检索索索界界界面面面

下面是《动词信息词典》中检索系统的界面截图。

畆畩畧畵畲略 由町 《动词信息词典》检索系统界面截图

8 关关关于于于纸纸纸质质质版版版《《《汉汉汉语语语动动动词词词造造造句句句词词词典典典》》》

我们把《动词信息词典》进行了简化处理，特别是删去了其中的畜语法功能產这一板块，形
成了纸质版本的《汉语动词造句词典》（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方便广大读者携带和使
用。

参参参考考考文文文献献献

袁毓林甲田由田畡甮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甮 商务印书馆甬 北京甮

袁毓林甲田由田畢甮 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甮 上海教育出版社甬 上海甮

袁毓林甬马辉甬周韧甬曹宏甮 甲田田甹甮 汉语词类划分手册甮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甬 北京甮

朱德熙甮 由甹甸甲甮 语法讲义甮 商务印书馆甬 北京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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畐畩畮畫略畲 畓畴略當略畮甮 甲田田男甮 The Stuff of Thought: 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甮 畖畩畫畩畮畧 畐畲略畳畳甬
畐略畮畧畵畩畮 畇畲畯畵異畳甬 畎留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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