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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VP」研究述評

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You +VP”

傅習濤（Fu Xitao ）*

一、引　言

以前的學者研究「有」字句大多將「有 +VP」（VP

在這裏特指動詞或動詞短語）排斥在外或僅僅只局限於

方言的研究，如黎錦熙、丁聲樹、詹開第、呂叔湘、施

其生。黎錦熙、劉世儒認為動詞、形容詞充當「有」後

賓語時，就轉化成名詞。趙元任認為在少數成語中「有」

後才可帶動詞作賓語。1 朱德熙認為「有」為准謂賓動

詞，既能帶名詞賓語，也能帶動詞賓語，但這類動詞具

有名詞的功能，叫名動詞。2 范曉等認為動詞或形容詞

可以出現在「有」後作賓語，詞性未變，可看做名物化

了。3 但是近幾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頻繁流

動及經濟、媒體的廣泛影響，大陸口語乃至書面語中出

現了大量的「有 +VP」作中心謂語的話語，且 VP 已不

僅僅只局限於所謂的名動詞或名物化動詞，如：

你母親住在醫院幾個月了，你有去過嗎？（電視連

續劇《大雪無痕》，轉引自孫琴）

主持人問：「他有得到你的電話號碼嗎？」 答：「有。」

（江蘇綜藝（2002.2），同上）

我們也有介紹跑馬場是一個很好的旅遊去處。（四

川人民廣播電臺―經濟頻道―休閒好去處

（2003.1.1），轉引自楊文全等）

不過後來黃健翔有打電話給她，要她放心，同時好

好照顧女兒。（《東方新報》2006.11.23）

甚至在權威的中央電視臺也出現了「有 +VP」的話語結

構，如：

你們有下廚做過嗎？（CCTV-8「影視俱樂部」

2005.10.30）

而且這種「有 +VP」作中心謂語的表達大有擴展之

勢，大陸一些電臺的主持人的話語中也經常含有這種結

構，如：「我事先有說明。（湖南經濟電視臺主持人馬可

語）」，這種「有 +VP」結構的話語在網絡上就更爲普遍

了。為了對「有 +VP」有更深入地瞭解，本文擬從「有

+VP」的語形研究、形成原因、語義和語用研究幾個方

面進行述評。

二、「有+VP」的語形研究

（一）「有 +VP」的形式結構

在以前的研究中，進入「有 +VP」的動詞有著嚴格

的條件限制，如：丁聲樹認為「有」字後頭通常不能跟

動詞，但是可以說「有吃有穿，有說有笑」。不過單用

就得變更說法，如「有吃的，有穿的，有飯吃，有衣裳

穿」。他指出，「沒有」是「有」的否定。「有」字所有

的意思，都可以拿「沒」字去否定。4

趙元任認為在少數成語中「有」帶動詞作賓語，如

「有吃有穿，有商量，有救兒」等。這種「有」是表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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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有」作助動詞不用於肯定式，即「沒（有）」。

不過，他提到了從廣州話（以及臺灣閩南話）傳入普通

話的一個新用法是用「有」作為「沒有」的肯定形式，

如「你有看見他沒有？」他認為「有沒有看見他？」較

之前者在問話中要多些。5

朱德熙將能帶謂詞性賓語的動詞「有」稱為准謂賓

動詞，但是同時指出「……不能說『*有看、*有寫、*

有去、*有反對、*有喜歡、*有同意』。」6 但是就目前

來看，幾乎所有的動詞都可以進入「有+VP」。

胡裕樹、范曉認為單音節和雙音節的動詞（或形

容詞）可以充當「有」的賓語，單音節的這種賓語一般

構成對舉方式，大多是熟語性的，如「有快有慢，有吃

有喝，有說有笑」等；雙音節的這種賓語可以直接用在

「有」後，其前可以附加上「幾分」，「點兒」等，如

「有點兒發愁，有一點像」等。7

張文國、張文強對先秦文獻中的「有 +VP」進行統

計後，歸納出了「有 +V、有 +V 賓、有 + 狀語 V、有 +

狀語 V 賓語、有 +V 補語、有 + 狀語 V 補語、有 + 狀語

V 賓語補語、有 +V 賓語補語、有 +V 賓語 1 賓語 2、有

+ 使（賓語）VP、有 +VPVP、有 + 主語 VP」12 種結構

形式。8

高再蘭將進入「有 +VP」的「VP」分為指稱性謂

詞和陳述性謂詞。她認為指稱性謂詞在形式上都是雙音

節的，能進入「有 + 指稱性 VP」的 VP 有 VP（+ 量變）、

VP（涉外）、VP（+ 心理活動），這些謂詞都有一個動作

行為的對象，該對象先於動作行為已經存在，不是由動

作行為產生的。「有 + 指稱性 VP」：1. 可分布於一般主

謂句，形式為：NP+ 有 +VP，在受事主語句中充當謂語，

這種 VP 為帶受事賓語的及物動詞，如「今年的年產量

有增加。」在當事主語句中充當謂語，這種 VP 為不能帶

受事賓語的不及物動詞，如「現在情況已有變化。」2. 可

分布於與介詞結構共現的主謂句，形式為：NP1+ 介詞

+NP2+ 有 +VP，介詞可為「對、與」類。如「他們對山

西方言有調查。」這時 NP1 為施動者，NP2 為受動者。

如為「據說他與許多女性有交往。」則 NP1為 VP 的施事，

NP2 位 VP 的同事。3. 分布於結果分句，如「（等你出人

頭地），我們也有盼望了。」陳述性謂詞在形式上常常都

是單音節的，有時也包括單音節的謂賓結構和雙音節的

行為動詞，都是表示行為動作的典型的行為動詞。「有

+ 陳述性 VP」可分布於 1. 問句，如「有吃嗎？」；2. 答句，

如（看過我們的節目沒有？）「有看過」（你昨天有打電

話給我？）「有打」；3. 已然陳述句，如「那個節目我們

剛剛有看。」9

孫琴認為，雖然「有 +VP」陳述句已成為香港書面

語的句式，但大陸傳媒還不多見。10 她只討論了對話中

的「有 +VP」句。孫琴將對話中的「有 +VP」分為「有

+VP」疑問句和「有 +VP」變式句兩類，並從港臺文學

作品和大陸影視媒體中選取了大量的語料。她認為「有

+VP」疑問句又包括需要別人回答的真性問句和不需要

別人回答的假性問句，句中動詞後大都出現了「過，有」

直接修飾 V 或 VP，並與句末的語助詞「嗎」配合，大

造出了「有 +VP+ 嗎」疑問句的新格局。需要別人作答

的真性問句如：

有幹過嗎？……有。一次。她有說出原因嗎？

不需別人作答的問句如：

莫愁（對小月）：「你有見過管家侍候僕人的嗎？」

她認為「有 +VP」變式句大多是對話中答話人的回

答，主要採用省略形式，如：

主持人王剛問原國家隊體操運動員李小雙：「在

他（指黃玉斌）跟你們訓練時，她有沒有跟你生過

氣？」李小雙答：「有。」（「有」是「有跟我生過氣」

之省。）

可見進入「有 +VP」的動詞短語由原來的具有名詞

性的動詞（可以有「些、點、所」等修飾）擴展到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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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的動作動詞（不能有「些、點、所」等修飾）。

我們可以借鑒時下學者對謂詞性成分作賓語的研

究成果來加以分析。名詞化、名動詞、名物化等都還沒

有深入到該構式中 VP 的本質屬性。朱德熙首先提出陳

述和指稱，他將謂詞性賓語分為指稱性賓語和陳述性賓

語，認為指稱性賓語用「什麼」指代，不能用「怎麼樣」

指代，在意念上表示指稱；陳述性賓語用「怎麼樣」指

代，不能用「什麼」指代，在意念上表示陳述，不表示

指稱。11 蕭國政認為謂詞做賓語是賓語謂詞的指稱性用

法，不是什麼「名物化」。他指出，謂詞充當指稱性賓

語不是一種孤立的個別現象，它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

語法系統中的，因此，雖然就某一謂詞形式來講其謂詞

特點總是部分的，但就總體而言，其特點則是全面的，

並且是總體的特點決定著賓語謂詞和賓語名詞的對立。

他說，事實上謂詞充當指稱性賓語帶有的謂詞特點和名

詞特點不在同一個層次上，謂詞特點在內層，名詞特點

在外層，內層的語法特點是詞類特點，外層的語法特點

是非詞類特點。12  郭銳認為詞語的表述功能（陳述、指

稱、修飾、輔助）就是詞性，並區分了詞彙層面的詞性

和句法層面的詞性。詞彙層面的詞性就是詞語固有的詞

性，句法層面的詞性是詞語在使用中產生的。13 也就是

說作為賓語的動詞的詞性（即內層的陳述的表述功能）

是根本不會改變的，在「有 +VP」構式中顯示的只是其

外層的表述功能：指稱。如：「這本書的出版」中「出版」

受定語修飾，是指稱。但是還可以在「出版」前加一個

狀語變成「這本書的及時出版」，而不能加在「這本書」

前變成「及時這本書的出版」，因而「出版」在內層是

陳述，外層是指稱。14

我們認為以上內外層表述功能的區分是比較合理

的，因為動詞本質上都是陳述性的，但其陳述的是行

為、動作、性質、事件、狀態等，因而都可以指稱化。

陳述性的動詞指稱化在認知上主要是通過轉喻機制來

實現的，在句法上主要是通過構式壓制而成。根據「人

對客觀事物的感知所得最後怎樣用言辭表達出來」這樣

一個認知的角度來考慮，15 在構式「有 +VP」中 VP 是

得到先期認知的，該構式是對這種先期認知存在的一種

肯定，這樣該先期認知就不可避免地在該構式中指稱化

了。據此，我們也可以將進入「有 +VP」的動詞或動詞

短語進行類似的分析。因而認為這些 VP 本質上仍然是

陳述性的，即仍然是動詞，但用在「有 +VP」構式之後，

就具有了指稱性，其句法層面的表述功能就是指稱，包

括自指和轉指。這種指稱化是一種強制性的行為，是構

式「有 +VP」內部的構式壓制而形成的。人的認知一般

都是先認知發生了的或當前的行為、動作、事件等，然

後再對其存在表示肯定或否定，也就是說我們一般是先

認知命題，然後再表達命題態度的。我們可以用以下例

子來證明這一點。如：「我有打他。」我們可以採用空語

類理論來進行檢測，我們可以加上「了」和「過」，可

以變成「我有打他了。」「我有打過他。」但是卻不能變

成「我有打了他。」為什麼呢？漢語中「過」是對動作

事件的陳述，而「了」是對動作本身的陳述，如果在

VP 的 V 和 N 之間可以插入對動作本身陳述的「了」，

則表明 VP 不是表指稱而是表陳述的。可以說「我有打

他了」，不能說「我有打了他」就表明「打他」是作為

一個整體來陳述的，即已指稱化了，其句法層面的表述

功能就是指稱。

（二）「有 +VP」中 「有」的詞性

就「有」的詞性而言，無論是叫一般動詞、准謂

賓動詞，還是叫關係動詞、存現動詞或存有動詞，學者

們（王力、高名凱、丁聲樹、趙元任、邢福義、朱德

熙、黎錦熙、劉世儒、張志公、陳望道、李臨定、範

曉等）一般都認為「有」是動詞，其否定形式為「沒

（有）」，「沒和沒（有）」還可為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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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上註，序3。

就「有 +VP」而言，當 VP 為單音節或雙音節的動

詞（即具有名詞性的動詞）時，學者們都傾向於認為

「有」仍然是動詞，但是當「有 +VP」中的 VP 為純動詞

時，則一般傾向於認為是助動詞（如趙元任），因為其

後的賓語為動詞。不過趙元任認為，「有」作助動詞不

用於肯定式。他同時注明說，從廣州話（以及臺灣閩南

話）傳入普通話的一個新用法是用「有」作為「沒有」

的肯定形式。16 宋金蘭認為在「有 +VP」中，「有」是

表完成體、持續體的體助詞。17 施其生討論了汕頭方言

中的「有 +VP」，認為該結構中的「有」處處符合助動

詞的特徵，應該看作助動詞。18 楊文泉、董于雯認為在

這種結構中，「有」是表「強調」意義的助動詞。19

「有 +VP」中的「有」在古漢語中被分析為副詞、

代詞、連詞等，但張文國、張文強在全面調查分析了《左

傳》、《荀子》、《墨子》、《論語》、《孟子》、《韓非子》等

先秦文獻後，認為在該結構中「有（無）」依然是動詞，

VP 部分做賓語，「有（無）+VP」為動賓結構。20

伍文英、夏俐萍認為現代漢語中的「有 +VP」格式

中的 V 具有單音性（如「有負於我」、「若是天道有知」

等）、可帶賓語（如「有失矜持」）和一般不獨用（如「有

賴於大家共同的努力、有帶進一步的研究」）的特點，

認為「有 +VP」與「助動詞 +VP」屬於同類。21

龍又珍認為在古漢語中，「有」可與其他成分組合

成各種形式，如「有 + 專有名詞、有 + 普通名詞、有 +

動詞、有 + 形容詞、有 + 副詞」，「有」是一個獨立的詞，

本質上是一個音節助詞。22

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有 +VP」中，「有」是副詞。

張豫峰認為「有 +VP」中的「有」是粵語和閩南話中否

定副詞「沒有」相對的肯定副詞。23

陳葉紅認為「有 +VP」中，「有」的語法意義主要

是表確認，句法位置固定，幾乎能置放於任何世態的語

言環境中，起著明顯的標記作用，因而為副詞性確認標

記詞。24 理論上領有動詞發展出體標記的用法是完全可

能的，而且世界上許多語言的領有動詞都發展出了完成

體標記的用法，但漢語中的「有 +VP」中的「有」並非

完完全全是表純粹的「完成體」，它仍然具有「存在」

等義（包括表持續的存在義），同時它還具有英語中

“have＂所不具有的表信息焦點的功能（即強調的功能，

這一點後面會詳細談到），是對其後的 VP 的肯定和強

調。毫無疑問，「有 +VP」構式中「有」本質上仍然是

動詞，我們不能因為其後帶上 VP 而否定「有」的動詞

的本質屬性，也不能因此而認為「有」是助動詞。正如

不能因為「勞動」作謂語或謂語中心詞時就認為它是動

詞；作主賓語時就認為它是名詞；而當它作定語時有認

為它是形容詞了。25 VP 在漢語中是可以作主語的，這

正如其可以做賓語一樣。在「有 +VP」這一構式中，實

質上是動詞「有」本身所具有的表「存在」之義使得其

後的 VP 的動態性減弱了，使得其指稱化了，成為了自

指或轉指的對象，「有」是對這種轉指或自指的肯定和

強調。因為詞類從本質上來說是詞的語法意義的類型即

表述功能，就是詞在組合中的意義類型；詞類實際就是

以詞的詞彙層面的表述功能為內在依據進行的分類。26 

而表述功能可以分成內在表述功能和外在表述功能；內

在表述功能是詞語固有的表述功能，外在表述功能是詞

語在某個語法位置上最終實現的表述功能；這兩個層面

的表述功能一般情況下是一致的，有時也不一致，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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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註13。

28 同註15。

29 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515。

30 同註7。

31 同註11。

32 同註1。

33 同註8。

34 為了了解這種結構的使用與接受程度，筆者曾就1.我有打你嗎？2.他有找過你。3.你要是有看見她就告訴我。4.你有這樣說。5.他

有與其他男生打架。五個在媒體中發現的句子在浙江杭州（留學生11人）、湖南長沙（大學生58人和高中生103人）、河北保

定（初中生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其結果表明高中生的各項比例明顯要高於其他組，其最低的比例項也達到了62%，最高為

77%；其次為初中生，大學生。

外在表述功能，是詞語臨時體現的表述功能。27 實際上

這種多功能性是由該構式所決定的。28 也就是說，在「有

+VP」構式中，「有」使 VP 動態性弱化即指稱化了，VP

動態性的弱化又反過來使得「有」的意義得到強化，這

就是構式的約束力所致。而不是像有的學者所說的「有

+VP」中「有」已經虛化或語法化成了與「著」、「了」、

「過」相對應的表完成體的標記。如果否認這一點，則

說明漢語的動詞不能做賓語，呂叔湘也說過「在一定條件

下，同類的詞都能這樣用，因而這種用法可以列入這類詞

的功能之內。」29 

由上可見，首先，「有 +VP」古已有之，該結構淵

源頗長，現在出現的「有 +VP」構式並不是現代漢語發

展中的新鮮事物，而是該結構的一種復興，因而當前學

界從「有沒有 +VP」來討論「有 +VP」出現的源流是有

誤的；其次，該構式中的「有」是地地道道的動詞。

「有 +VP」，尤其是當 VP 為動作動詞時，在當前的

現代漢語研究中根本就沒有，且還被認為是不合漢語語

法規範的。如趙元任認為「有」作助動詞不用於肯定形

式，但同時他又肯定了這種趨勢；30 朱德熙指出准謂賓

動詞「有」也能帶動詞賓語，但有限制，不能說「有看、

有寫、有去、有反對、有喜歡、有同意」等；31 丁聲樹

認為「有」後通常不能跟動詞，但可以說「有吃有穿、

有說有笑」；32 范曉等認為「有」可以帶動片語成動賓

短語，一種情形是對舉方式，動詞都是單音節的，成對

使用，大都是熟語性的；一種是非對舉方式，動詞通常

是雙音節的，動詞前可帶也可不帶修飾語，如「解放後

續有發現。」 但他們也沒有論及動作動詞能否做「有」

的賓語。33 對「有 +VP」的研究主要是局限於廣東、福

建的方言的研究，如施其生。

但是目前「有 +VP（動作動詞）」在電影電視、報

刊雜誌等媒體中卻是盛行起來了，也成了一些電視臺娛

樂節目主持人的口頭語言。受傳媒的影響在青少年群體

中間也十分的流行。34

三、「有+VP」的形成原因

對「有 +VP」的形成，尤其是其進入普通話的動因，

也有學者作過研究。宋金蘭認為，「有」是一個表示存

在的動詞，同時又是抽象化程度較高的動詞，可以涵蓋

和替代許多含義具體的動詞，正是基於人們原初對體範

疇的樸素的認識及「有」自身所具有的語義特徵，推動

「有」逐漸演變成為一個體助詞。而且從邏輯上講，「沒

有」既然是完成體的否定式助詞，那麼「有」就理應是

完成體的肯定式助詞。「有」用作體助詞是人類語言的

一種普遍現象，存在動詞「有」演變為體助詞是具有某

種必然性的。宋金蘭認為「有」是漢語體助詞最早的源

頭，漢語的體助詞早在殷商時代就已經產生了，唐宋時

代產生的體助詞「了、著」和體助詞「有」並無繼承關

係。普通話的成語、俗語中的體助詞「有」與閩方言中

的「有」存在共同點，它們都是前置詞。在漢藏系語言

中，前置的形態成分較之後置的形態成分更為古老。

高再蘭認為「有 +VP」中的「有」已從實義動詞虛

化為表完成的形式動詞。「有（實義動詞）……有 + 指

稱性謂詞……有 + 陳述性謂詞」是其語法化歷程。她

認為雙音節謂詞的指稱性越強，「有」對其的控制力也

就越強，「有」的動作性也越強，當雙音節謂詞只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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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宗守雲，〈「有」修飾謂詞用法成因補議〉，《語文建設通訊（香港）》76。

述性時，「有」也就失去了控制賓語的能力，這時「有」

完全喪失了動詞的一般功能，僅相當於一個時態助詞，

表示「已然」意義。

孫琴認為「有 +VP」的形成既有社會的外部原因，

也有語言的內部原因。她從媒體語言尤其是大陸影視語

言中「有 +VP」句式出發，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認為這

種句式是受到了香港粵方言的衝擊而形成的變異形式，

而香港方言中的「有 +VP」句式的來源在一定程度上是

受到了英語語法的影響，該句式很可能就是在翻譯過程

中出現的一種句法變異形式。從語言內部看，她認為是

語言自身發展規律使然，是語言內部要素的對稱性、趨

同性，話語中的經濟原則促使「有 +VP」句式與「沒有

+VP」句式相伴而行。她覺得正如「有沒有 +VP」疑問

句也經歷了一個有不規範到規範的過程，「有 +VP」很

可能會為普通話所接納。

楊文全、董于雯認為普通話中「有 +VP」結構的形

成的主要原因是語言接觸、傳媒誘導、語言內部要素互

動以及人的社會類推心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90

年代以來，香港、臺灣的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化產

品如潮水般湧入大陸，在語言接觸中，港臺語成為漢語

共同語下的一種強勢地方語言，其顯著特點之一的「有

+VP」的話語便成了一些年輕人尤其是新新人類的時尚

標誌。香港話和臺灣話作為漢語的一種地方語言，它的

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方面自然會引起普通話的關注而被吸

納。由於「有 +VP」句式大量入侵到大陸廣播電視節目

和網路中後，這些有著話語權的大眾傳媒對廣大受眾的

強制性誘導必然會在潛移默化中使該句式的使用群體和

範圍不斷擴大。「有 +VP」中的實義動詞是其核心成分，

「有」處於輔助的次要地位，再加上其意義較抽象，動

作意義不強，在具體的語用過程中，其動詞性就逐漸削

弱，進而變成了其後 VP 的修飾成分。因為已經有了「沒

有 +VP」句式，人們的語言類推心理也使得「有 +VP」

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了。

隨後宗守雲從功能語法學的角度對楊文全、董于

雯兩位關於「有 +VP」的成因進行了補充。35 他說，普

通話中「有 +VP」的成因應該還有語言共性的生發、對

稱機制的需求、相關格式的促成三個方面的因素。他借

鑒石毓智的認知語言學的有關成果認為，理論上領有動

詞發展出體標記的用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世界上許多

語言的領有動詞都發展出了完成體標記的用法。語言的

對稱機制有可能會推動不對稱的句法結構向著對稱性

發展。漢語普通話的完成體肯定形式是「VP+ 了」，否

定形式是「沒有 +VP」，因為時態助詞「了」沒有相應

的否定形式，對稱性機制的需求使得「有 +VP」發展出

來以達到和「沒有 +VP」對稱。「有 +VP」的形成也跟

近年來「有沒有 +VP」的大量出現有關。「有沒有 +VP」

是普通話中新興的正反問句，其肯定回答形式應該是

「有 +VP」，否定回答形式應該是「沒有 +VP」。然而「有

+VP」一直受到「VP+ 了」的排擠。正反問句的出現有

其深刻的認知根據，「有 +VP」是正反問句發展的自然

結果，又與漢語的固有語法規則相容，「有 +VP」有可

能首先在該類問句的答語中作為突破口，從而在陳述句

也具有「VP+ 了」的功能。他認為「有 +VP」應該是由

「有沒有 +VP」的答語類推到其他陳述句中，並被進一

步類推到疑問句中的。而且「有 +VP」用在疑問句中後，

跟「有沒有 +VP」形成了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的互補形

式。

然而，事實上「有 +VP」結構是古已有之，不是

近來才出現的新鮮結構。所以從「有沒有 +VP」來討論

其形成原因毫無意義，也是一種誤導。我們可以考慮為

什麼該結構只在東南沿海一帶方言中存留，進而影響普

通話的。我們知道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

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

規範」的。邵敬敏在《語言文字週報》（2004. 3. 17 第

4 版）所寫的〈從「企鵝」所得到的啟迪……港詞趣談

之十一〉一文中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他認為在廣東

一帶方言中有很多「遺留詞語」。廣東處於中國的最南

邊，北邊隔著五嶺，東西和南面都是大海，相對閉塞。

古代交通不便，南北來往比較少，中原地區戰爭連年不

斷，對南邊而言，廣東一帶就比較穩定，古代流傳下來

的詞語就保留的多一些。這裏當然就包括「有 +VP」結

構。東南沿海一帶，尤其是福建與廣東交界地區，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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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勢的客觀原因，大海與綿延的山脈，使得該地區

相對比較閉塞，受北方的影響較少，而港臺尤甚。反過

來，由於東南沿海、港臺地區的經濟優勢與傳媒強勢及

大陸的改革開放，這種經濟優勢與傳媒強勢給大陸其他

地區帶來極大的影響，包括語言的影響。於是大陸媒體、

作品中逐漸出現了東南沿海及港臺地區語言的一個顯著

構式「有 +VP」。而且作為一種構式，該結構也有別於

「VP」、「V 過／了 +N」，具有獨特的認知、韻律、篇章

和語用功能。

四、「有+VP」的語義和語用研究

「有」作動詞時的語義，丁樹聲等認為基本上有

以下四種：1.表領屬，2.表存在，3.表列舉，4.表量度和

比較。36 呂叔湘認為有三種：1.表領有、具有，2.表存

在，3.表性質、數量達到某種程度。37

那麼「有 +VP」中的「有」的語義又是什麼呢？按

照黎錦熙、劉世儒的動詞、形容詞充當「有」的賓語時

就轉化成名詞，朱德熙的「名動詞」，范曉等的「名物化」

的觀點，在「有 +VP」（當然他們所指的 VP 實際上就是

高再蘭所提出的「指稱性謂詞」）中，「有」仍然具有其

作為動詞的語義，表存在或領有。

施其生研究了汕頭方言中的「有+VP」。他指出，

在「有+VP」中，「有」的意義較虛，但是也不能將其

理解翻譯為普通話的「了」，也不能將其看作是完成

體標記。因為「有+VP」所表述的事件雖然多數是已然

的，但是也不排斥未然。其實在普通話中也一樣，不過

在這樣的表述中，要有表示將來的其他詞語，如：如

果，要是等，例如：你要是有進步，你爸媽會很高興

的。施其生認為在「有+VP」中，「有」的意義是「肯

定一種情況存在」，即肯定有這麼一回事。「有+VP」

這類說法與「VP+了」的說法所表達的意思並不相同，

雖然最接近。

張文國、張文強認為在「有（無）+VP」中，「有

（無）」表示存在與否、產生與否，VP部分表示事物

化了的動作、性質，「有（無）+VP」結構表示存在

不存在、產生未產生VP所表示的事物化了的動作、行

為、性質、狀態等，即有沒有VP所表示的事物化了

的動作、行為、性質、狀態等。這些動作、行為、性

質、狀態等成為了可以指稱的物件，VP部分在「有

（無）」後實現的是其指稱意義，而不是陳述意義。

「有（無）」具有介紹引進事物化了的VP部分的作

用，該結構的語義重心在VP部分。

汪大明對張文國、張文強的文章進行了補充。38 他

將賓語 VP 部分的指稱化分為自指和轉指，認為如果 VP

是自指的，「有（無）+VP」結構表示存在不存在、產

生未產生 VP 所表示的事物化了的動作、行為、性質、

狀態等，如果 VP 是轉指的，「有 +VP」結構則表示存在

不存在、產生未產生 VP 所轉指的物件。

伍文英、夏俐萍認為在現代漢語普通話裏，「有

+VP」中的「有」是對所述事態的可能性作出評估，通

常是對「未然」的一種推測。「有 +VP」是全句的表達

中心和焦點，是述題，是交際者為表達的需要而著重說

明的部分，是對主題所反映的對象或事物作出主觀評

議。「有 +VP」多用於書面語，表達效果文雅、莊重。

高再蘭根據現實情況將「有 +VP」分為「有 + 指稱

性謂詞」和「有 + 陳述性謂詞」兩種。指稱性謂詞包括

量變類動詞、涉外類動詞和心理類動詞，這三類謂詞在

語義上都控制著一個已經存在的人或物，即這些謂詞都

有一個動作行為的終止點（對象），這個對象先於動作

行為已經存在，不是由動作行為產生的。因而從此判斷，

其基本語義還是表存在。在「有 + 指稱性謂詞」中「有」

有表強調某個語義成分、表少量或輕微、表完成態的語

義特徵，如：這種事時有發生。（強調某個語義成分）

他們說我的普通話水準有進步。（表少量或輕微）他們

對山西方言有調查。（完成態）「有 + 陳述性謂詞」（陳

述性謂詞是典型的動作動詞）的語義特徵有兩類，一是

表「有人 VP」或「有 VP 的人」，一是表「VP 過」，如：

36 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頁78-83。

37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630-631。

38 汪大明，〈「有（無）+VP」結構補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社科）》2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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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給她打電話。

孫琴認為「有 +VP」疑問句主要是詢問行為實現的

經歷性，相當於「是否曾經」，但是「是否曾經」具文

言色彩，讀起來文縐縐的，與一問一答的口語風格不太

協調，但是如果換成口語化了的「是不是」，問句又比

「有 +VP」囉嗦許多。與普通話中現有的「有沒有 VP」

相比，「有 +VP」省簡些，「有沒有 VP」來詢問，句末

一般不好帶「嗎」，而「有 +VP」句末通過語助詞「嗎」

的輔助，增加了疑問語氣。雖然「VP 嗎」看起來比「有

+VP」省簡，但其回答卻必須以 VP 作答，如「莎士比

亞這樣說過嗎？」回答就必須是「這樣說過或沒有這樣

說過」，但是用「有」，它就引導對方以「有」或「沒有」

作答，語言簡練。「有 +VP+ 嗎」假性問句只是利用疑

問的形式來表達明確的內容，實際上是反問，問話中包

含著「並沒有」或「根本沒有」的意思，但和「難道」

等詞相比，增加了反問的語氣，又比使用這類詞的反問

句語氣稍弱，讓人容易接受。「有 +VP」變式句是對「有

沒有 +VP」或「有 +VP」疑問句的肯定回答，「有」相

當於「曾經或已經」。如果不用「有」，通常情況下，就

要用問句中的「有沒有」或「有」後的 VP 部分來回答。

以單獨的「有」回答，表示肯定的預期，表達豐富的內

容，顯然要比通常的答語簡潔、利索，語義也更連貫。

楊文全、董于雯通過對從網路、流行小說、廣播中

記錄下來的例句表明「有」在句法結構上雖然表面看來

是可有可無的，在表示動作行為的曾經發生或業已完成

方面相當於動態助詞「過」和「了」，但是在句法位置

及其所表現出的語義上卻有不少差異。他們指出，「有」

不僅和「過」、「了」一樣可以表示動作的曾經發生、業

已完成，還表現了動作的正在進行和說話人鮮明的主

觀色彩和情感態度，而且並不是所有的「有 +VP」都

可以轉換成帶「過」或「了」的句子。如：「我天天都

有看你的影集，非常的不錯。」這句話就不能進行相應

的「過」或「了」的轉換。可見「有 +VP」中「有」不

僅含有動作行為的發生和完成意義，而且還有一種持續

義；表示動作在進行或狀態在持續的「著」也無法表現

出這種意義。比「過、了、著」在句中所蘊含的意義更

為豐富，適用的語域更寬，用法也更靈活。在語用上，

「有」在句中起到了標記焦點的作用，其後的 VP 就是所

表達的語用焦點。

我們認為，正是由於「有」的這種強調、肯定的功

能，促使了「有沒有」句式的產生。為什麼「有」具有

這種特定的功能呢？這是因為「有」的本義就是表「存

在」的，「存在」義很自然的在語用中會具有強調、肯

定的功能。「是」與「是不是」與此情形一樣。自從「有

沒有 +VP」進入現代漢語並為漢語句法規則系統接收以

來，其肯定回答形式也從最初的「VP 了」逐步過渡並

形成了「有」或「有 +VP」的對應回答機制，例如：

主持人問一歌手：……你們有沒有合作過？答：有。

（CCTV-3「音畫時尚」2002.4）

可見，無論是用在陳述句，還是用在疑問句、答語，

「有 +VP」構式都具有形式簡練、表達豐富、功能鮮明

的特點，其中「有」還具有韻律功能（尤其是在古漢語

中）、認知功能、篇章功能和語用功能，39 該構式不僅

增強了現代漢語的表現力，而且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快節

奏及語言的經濟原則完全相符，也可以看作是語言的一

種與時俱進。

五、結　語

在古漢語中，「有」的用法就很廣泛，「有 +VP」也

早就存在，這種結構經歷了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漫

長發展歷程。但漢語中的「有 +VP」中的「有」並非完

完全全是表純粹的「完成體」，它仍然具有「存在」等

義（包括表持續的存在義）。陳葉紅通過辭源學方法研

究表明，「有」的本義是表示某種事物或現象的存在，

「有」的其他如表領屬、表估量、表列居、表發生或出

現之義都可統一在「有」表存在的本義之下。她認為，

在「有 +VP」結構中，由於「存在」是客觀的，於是進

一步引申出「肯定、強調」義，當客觀肯定帶上主觀傾

向性，變為人類對外界的判斷時，「有」字的意義進一

39 關於這一點，作者將另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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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由「肯定、強調」義抽象到「確認」義。40 同時它還

具有英語中“have＂所不具有的表信息焦點的功能（即

強調的功能），是對其後的 VP 的肯定和強調。事實上，

「有 +VP」是漢語中的一種構式，有著其獨立的構式意

義。並不是從「有沒有 +VP」經由類推而產生的，也不

是像有的學者所說是由英語結構“Have + V-ed＂變通而

來，更不是「有」字虛化的結果，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

發展，「有 +VP」構式在今天社會掀起的復興，是漢語

言發展與時俱進的表現。該構式的復興也有其本身具有

的特點和功能的原因。「有 +VP」構式中，「有」依然是

動詞，在其為謂語中心的句子中作謂語，表存在；VP

的內層語法特性依然是動詞，表陳述，但在該構式的使

用中，其體現的外層語法特性是指稱，包括自指和轉指，

表行為事件本身或行為的物件、工具與主體。動作動詞

與所謂的具有名詞性特點的動詞一樣，具有同樣的表述

功能，都屬於動詞類。現代漢語語法對「有 + 動作動詞」

缺少描寫與研究，甚至認為其不合當前語法規範，而拒

絕接受這種構式的復興和在當前語言中的發展變化是不

合理的。

該構式中的「有」仍然是動詞，不屬於動詞類下的

次類助動詞，更不是副詞。我們不能因為其後帶上 VP

而否定「有」的動詞的本質屬性，也不能因此而認為

「有」是助動詞。VP 在漢語中是可以作主語的，這正如

其可以做賓語一樣。「有 +VP」構式是對現代漢語表達

方式的一種補充，它具有形式簡練、表達豐富、功能

鮮明的特點。其中「有」有表示肯定、強調、標示信息

焦點的功能，可以用來表明動作行為等的曾經產生、存

在、完成和持續等。且具有韻律功能（尤其是在古漢語

中，這也是為什為有學者認為「有」只能用在對舉表達

方式和熟語中的原因）、認知功能、篇章功能和語用功

能。正是因為「有」的「存在」義使得其後的 VP 動態

性弱化，成為表指稱的信息焦點，而 VP 動性的弱化反

過來又使「有」的「存在」義增強，這就是構式的約束

力。VP 類裏本身也有動性的強與弱之分，從 NP 到 VP 弱

到 VP 強，（有）的功能在逐漸增強，但「有」仍然具有

其作為動詞的基本義，「有」後成分的信息焦點化也隨

著越來越明顯。在「有 +VP」構式中，VP 一般都是信

息焦點，但在一定的語境條件下，「有」本身也成為焦

點，這是「有」的認知功能使然，這也促使了「有沒有」

結構的形成。我們這裏採用楊文全、董于雯文中的一個

例子來說明：

―為什麼老皺著眉頭呢？―有嗎？（李虹

《薰衣淑女》）

毫無疑問，「有嗎？」為「有老皺著眉頭嗎？」

之省。一般來說，「有」後為信息焦點，然而，「有」

在這裏是針對「老皺眉頭」的認知而做出的回應，在答

語中「老皺眉頭」已淪為已知信息，「有」是對該陳述

的一種認知情況，因而答語中的信息焦點是「有」本

身，表示「存在」之義。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有

+VP」中的「有」並沒有虛化、並沒有語法化，其仍然

是動詞，不是助動詞，更不是副詞。從以上各位學者對

「有+VP」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語言理論基礎、不

同的研究視角、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態度，使得

「有+VP」的研究存在多樣化的勢態，還沒有形成一個

統一的觀點。實際上，該構式中的「有」並不同於「有

+NP」結構中的「有」，前者表存在，而後者則表示擁

有、領有、據有等之領屬義，這是「有」的「存在」

本義的一種延伸及其在發展中其功能的互補分化。筆者

認為，在構式「有+VP」的研究中，應該遵循歷時與共

時相結合的原則，採取語料分析、綜合、比較的方法，

可以依據語言類型學、認知語言學的理論進行全方位的

研究與闡釋，如「有+VP」的構式義、「有」與「VP」

之間的關係、「VP」的指稱化的轉喻機制、「有」

的語法化與否及其意義的隱喻機制問題、「有+VP」

與其他相關結構的橫向與縱向角度的異同度或優先序

列（Dominant Order）、可識別度（Identifiability），

經濟動機（Economic Motivation）和相似動機（Iconic 

Motivation）在該構式中的運用與對該構式的闡釋力，以

及該構式的韻律功能、認知功能、篇章功能與語用功能

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的。

40 陳葉紅，〈現代漢語「有」字本義探索〉，《安陽工學院學報》2006: 6: 1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