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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给”与维吾尔语中b�r-的语法化对比
彭 嬿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
摘要： 文章借助语法化理论，
结合对比语言学和语义学理论，
以现代汉语中的“给”的语法化现象为例，
对比现代维吾尔

语中“b〉r-”的用法和意义，
从语义结构和句法环境角度全新阐述了二者语法化路径的异同：
“给予”义是二者语法
化的基础;特定的构式语境,使得二者凸显的语义焦点不同:在汉语普通话中“给”字语法化为介词凸现目标义，
维
语中则凸现“b〉r-”的终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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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Givón在其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
“今天的形态是昨天的句

1.1 “给予”义是二者语法化的基础。它们都是
在“给予”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虚化。

法”。1979年他出版的《语法的理解》
（On Under-

最先给“给予”义从语义特征进行阐发的是朱

standing gramma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语法

德熙 ③ 。他认为“给”存在着“与者（A）和受者（B）双

化路径：

方；
存在着与者与受者所受的事物（C）；
A主动地使C
①

话语>句法形态>形态音位>零形式

由A转移至B。

这即语法化研究中的所谓“斜坡”。
“斜坡”是基

马庆株④进一步指出“给予”类双宾语构造含有

于对众多语言的考察而做出的一个隐喻，
即形式都

把NP3给NP2的意思，
NP3一般表示客体宾语所指事物

会跨语言地经历同样的演变或在演变顺序上具有

的转移过程，
NP2是NP3转移的终点。

相似的关系。这个术语具有共时或历时的隐涵义，

沈家煊则指出⑤“给予义”是朱德熙所提出的三

从共时的角度看，
可以把这个斜坡看成是一个“连

个句式的“共享句式义，
具有不同的价值，
分别为：

续体”，
左面的一端是较完整的形式，
一般是词汇形

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
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

式，
而右面的一端则是被挤压或缩减的形式，
或者

一的过程，
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
转移和达

说是语法形式。Heine和他的同事们建议把这条特

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
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动作。

殊的路径称之为“语法化通道”。因此大多数语言学

如他指出相同句法序列“我给她寄了五十块钱”、

家都会同意存在一个如下类型的“斜坡”：

“我给他还了五十块钱”中的“给”字语义不同，
前者

实义项>语法词>附着形式>屈折词缀

②

意为“给予”或“服务”，
后者意为“服务”。可以这样

虽然两种说法表面看起来略有不同，
但总的来

解释动作“寄”和“钱”到达终点是两个分开的过程，

说都表明一个观点：
语言形式是从词汇区域向语法

因此“他”才有可能成为“钱”到达的终点；
而还钱是

区域单向性发展的，
总是从最松散的状态（句法学）

一个统一的过程，
而且有既定的收受者，
原来跟谁

发展为最紧密的状态（形态学），
虽然各个范畴之间

借的钱就还给谁。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钱”到达的

的界限难以严格区分。

终点。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比汉语“给”与维吾尔语“b〉r
-”的语法化来论证这一斜坡及其异同。

1．
汉语“给”与维语“b〉r-”语法化的相同之处

不论是在汉语还是维语中,“给予”义决定了该
句式中常存在双宾结构，
存在着“与者”和“受者”以
及与者和受者所受的事物,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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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三个语义支配要素，
而且其语义不像“卖、借”等
含给予义的动词那样与具体的行为方式相联系，
在
句中可以替换许多三价动词，
从而成为双宾句式的

好学。
（向）
（5）乌鲁木齐话 ：
这一回可给你脸上贴金咧。
（给）

典型句式。在双宾结构中，
“给”因其分别引进动作
行为的接受者、受益者，
进而扩展为引进动作行为
的实事、动作行为的受事等功能导致其词汇意义日
益虚化，
加之使用频率高和语法作用突出而走向语
法化的道路。

1.2.2.5 作介词5 ，
做被动标记与处置标记。如：
（6）北京话 ：
狼给羊吃了（=把）/羊给狼吃了（=
被）
(7)乌鲁木齐话 ：
他底腿给车撞咧，
现在人还在
医院呢。

⑥

徐丹 指出，
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
双音节的出

以上三种用法是所有汉语方言中的普遍用法，

现是新兴句法形式发展的温床。在这种句法发展的

虽然具体用法略有差异。此外，
在西北汉语方言中，

环境下。
“±给予”动词有了语法化或变为动词指向

还有下列用法：

标记指示词的必要条件，
V b 位置上的动词“给”演变
为受益者的介词。

1.2.1.3 助词给3 ：
尤其是组成给1給3结构。普通
话里动词“给”和介词“给”连起来说时，
“给”字合并

1.2 汉语众多方言中“给”的语法化和维吾尔

成一个。在有些方言里，
两个“给”字都可以出现，
如

语“b〉r-”的语法化路径基本相同，
即符合所谓的语

在甘肃兰州方言里，
“给”字分别作为介词、动词和

法化斜坡：

普通话里没有的用法给3出现⑨。如：

实义项>语法词>附着形式>屈折词缀

(8)我把东西给2他给1給3了。

1.2.1 汉语“给”的功能及其语法化

静宁方言里这种用法也随处可见⑩。如：

1.2.1.1 动词给1 ：
作行为动词，
表示物体或行

(9)刚才老李把一本书给我给给了。/给我给给

为的转移，
使对方得到。其中，
给1分化为Va表示给予
（卖、送），
V b 表示取得（买、娶），
V c 不表示给予，
也不
表示取得（画、炒）。基本句式为双宾语句，
NP1为指人

一杯子水喝。
(10)乌鲁木齐话 ：
他给我才给给咧两毛钱。/东
西给给他再说。

宾语，
NP 2 为指物宾语。但在各方言中的具体用法还

此外 ，
在静宁方言里 ，
“给”也可以在一些表示

有差异。
但因为与本文讨论的内容无关，
故不赘述。

“给予”和“施加于”的动词之后使用，
还可以用于句

1.2.1.2 介词给2 ：

末，
作加强语气的助词。如：

1.2.1.2.1 作介词1 ，
用作引介交付、传递的服
务对象，
意义大致相当于“为、替、帮”等，
如：
（1）你明天给我们做个报告，说一下北京参观
的事情。

(11)把信赶紧给你舅舅写给 ┩刀道。
乌鲁木齐话里也有一些V+给的用法。如：
(12)给他扯给两米白洋布 ，回去做被窝里子
去。
（应付的语气）

1.2.1.2.2 作介词2,引进动词的受益者，
是因

1.2.1.4 V（Adj）+给4 ，
表示“式”范畴。这种用法

为句子中的主要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从词汇意义上

在静宁方言里和在西宁方言中表现最为突出。西宁

看都是在实施者看来是有益的、积极的行为。如乌

话中“给”所表示的式范畴的类型与阿尔泰语系诸

⑦

鲁木齐话 ：

语言所表示的“式”这一语法范畴大体相同：
“给”在

（2）他给我们当村长已经三年咧。
1.2.1.2．
3 作介词3,引进动作的受害者，
句子
中的主要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词汇意义,都表现的
是对施事者有害的、无益的、消极的动作行为。如乌
鲁木齐话：

句子里附着在动词,甚至形容词之后，
跟动词或形
容词一起作谓语。如：
(13)我把你麻烦儿给个！
（我麻烦麻烦你。愿望
式，
表示亲昵的感情色彩）
(14)他想说了就说给。
（他想说就让他说吧！允

（3）太对不住咧，
把书给你弄烂咧！
1.2.1.2.4 作介词4 引出与动作有关的对象，
其意义相当于“向、对、给、跟”等。在不同的方言中
⑧

其用法也不尽相同。如确山话 ：
（4）小红今年又考了第一名，你也不给人家好

许式）
(15)她喊给了一晚夕。
（她哭了整整一夜。强调
陈述式）
1.2.1.5 给5 ，
作连词。在确山方言中，
“给”发展
出了连词用法，
其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连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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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m�n q�limimni uni��a b�rdim.

跟、
同、与”等。
（16）张三给李四哩关系好哩不得了。
纵观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
“给”字有上述五
种用法，
“给 1”为其基本用法，
“给 2 、给 3 、给 4”并不是
同一个历史层面的产物，
是语法化的结果。其基本

我把我的笔给了他。
NP2(q�limimni)+ NP1(uni��a)+ b�rdim
（19）bu kitabni ma�a on k’j�a b�rs��
bolamdu?

词汇语义“给予义”和“双宾动词”是其语法化的词
汇和语法条件。汉字“给”在其语法化过程中有作介
词、助词甚至表示“式”范畴的语法化形式。可以简

这本书十块钱卖给我，
行不行？
NP2(kitabni)+NP1(ma�a)+ b�rs��
（20）qizimizni sizg� b�rm�kt�i � sizni���
qandaq?

单表示为：
给动>给介>给助

我们准备把女儿嫁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1.2.2 维语动词b〉r-的功能及其语法化
维语动词b〉r-经过突厥语、回鹘语、察合台语发
展到现代维吾尔语时期，
也经历了一个我们现在称
之为完全语法化的过程。b〉r-的用法和意义也变得
更加丰富,作为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根动词,既有
“给、授予、卖、嫁”、
“交给”、
“供给”等基本词汇意
义 , 而 且 由 于 语 境 的 不 同 还 衍 生 了“发 ，发 表”，

NP2(qizimizni)+NP1( sizg�) +b�rm�kt�i
（21）u bygyn �tig�n bizg� radijo qojyp b�rdi.
他今天早上给我们放广播了。
NP1(bizg)+NP2(radijo)+ b�rdi
（22）biz torda k’pt�ilikk� elan b�rduq.
我们在网上发了广告。
NP（k’pt�ilikk�）
+NP2(elan)+ b�rduq.
1

“卖”，
“播、送”，
“发生，
产生”，
“出嫁”(如下例)等实

从以上各例“b〉r-”构成NP1+NP2+b〉r-句式所表

在的词汇意义；
b〉r-还与各种抽象名词组合成复合

示的各种意义来看，
“b〉r-”与汉语“给”字一样，
带两

词,表示比较抽象的组合意义。更为主要的是，
语法

个宾语，
NP 2 表示动词b〉r-支配的对象，
如上例中的

功能上作为助动词表示各种体范畴意义，
而这正是

“kitab（书）、继而在“给予”义的基础上表示引介动

语法化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较早的形式(实义动
词)和较晚的形式(体形式)共存。
1.2.2.1 b〉r-在现代维语中作主要动词的用
法和意义。

作的受益者 ，
如ma�a（向我）等 ，
但随着出现“卖”、
“出嫁”等意义后，
“受益”意味弱化，
“b〉r-”开始，
引
介动作的接受者，
如例（21）的NP1(bizg�)，
（22）例中
的b〉r-伴随其支配对象的变化而意义扩展为“发表、

在现代维语中，
b〉r-因为出现在宾语后和动词

发生”义，
b〉r-的支配对象突破了具体事物的范围,

后而有两种句式。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们把前者称

扩大到能使接受方获益的意义抽象但实指还是具

之为WS1 ，
后者称之为WS2。两种句式在语用上是不同

体的词语——
— “elan（广告）
”等,但这种变化也是发

的，
WS 1 中的b〉r-作为实意动词，
其基本语义是确定

生在高度具体的语境中，
其扩展还是在“给予”义上

的，
表示“给、给予”这一基本意义，
主要强调的是动

面的扩展 ，支配对象的扩展从其语境中来看还是

作到达的终点，
WS2主要强调有关事物的运动过程和

“受益”的。所以说二者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只是

终点。WS1可构成NP1+NP2+b〉r-格式。NP1表示动作的

根据b〉r-对象的变化做了适应性的调整。b〉r-的受

受益者，
通常为名词或代词附加向格附加成分，
有

益对象NP1也发生了扩展，
从具体的人，
如ma�a（向

时可省略，
有时由于句意的需要，
组成NP2+NP1+b〉r-

我）引进动作的受益者(bizg�)还表示动作行为发生

格式，
NP2表示动作涉及的对象，
作句子的宾语。如：

的场所即方位词或处所词，
如torda（在网上）。

1.2.2.1.1 构成WS 1 ，
表示“给、给予”这一基本

1.2.2.1.2 构成WS2。
“b〉r-”与抽象名词组成

意义和“送、赠与”、
“卖”、
“出嫁”、
“播，
送”、
“发布，

NP 1 +b〉 r-式复合词结构。此处“b〉 r-”仍然表示“给

发表”、
“发生，
产生”等具体语境意义，
主要强调的

予”义。如与抽象名词etibar（重视）、qurban（牺牲）、

是动作到达的终点。如 ：

z�rb�（打击）、ilham（鼓励）、jard�m（帮助）、��w�r-

盗
刀
┩

（17）u ma�a bir kitab b�rdi.

（消息、通知）、baha（评价）、t�rbij�（教训）、jal�an m�

他给了我一本书。

lumat（虚报信息）、izahat(注释)、�hmij�t-（重视）等

NP1(ma�a)+ NP2( bir kitab)+ b�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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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u bir omumij �hwal�a etibar beridi�an
ad�m. 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b〉 r-在etibar-（重视）后 ，
表示“顾及 ，
顾全 ，
讲
究”的意思。

移位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题化的需要，
一种
是焦点个别化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受事宾语表达
旧信息，
或者受事宾语是说话人要凸现、强调的对
象，
这时常常需要改变语序来强调动作的对象。关

（2 4）� s k � r l � r d y � m � n n i t o s o p z � r b �
beriwatidu.

于汉语这方面的不同，
沈家煊曾用“时间顺序原则”
解释了它们的不同。在汉语中，
“给+O 1”在动词前表

战士们正在阻击敌人。
（25）d�u�go ni azat qili� yolida k�p yolda�lar
qurban bordi.

示预定的目标，
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的终点。目标总
是在行动之前先行设定，
理应位于动词之前，
终点
总是在动作之后才能达到，
理应位于动词之后 ┩刀德 。在

在解放中国的道路上牺牲了很多的同志。

维语中的b〉r与上述抽象名词的组合形式也反映了

（26）u bizni� kopiratsijimizg� ilham b�rdi.

这一点。因此在语言形式上，
上述抽象名词位于动

他鼓励我们合作。
（27）�o�nam daim ma�a jard�m beridu.
邻居经常帮助我。
（28）sinip ba�liqi sa�a ��w�r b�rdimu?
班长通知你了吗？
（29）dy�m�n bizni� armijimizg� z�rb�
beriwatidu.

敌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军队。

词b〉r之前，
但从语用上是动作b〉r-要达到的目的地
或终点，
这与认知顺序也是一致的，
反映了“给予”
义在语法化过程中其做谓语的功能尚保持着，
但是
命题意义却日渐泛化和虚化，
继而发生语法化。
再则 ，
这种复合词的结构非常松散 ，
即使没有
动词b〉r-上述各词均可以名词的身份单独使用。还
有如d�awab（回答）+b〉r（回答）、�atim（记录）+b〉r-

（30）u bu lo�qi�a baha biriwatidu.

记录、t�dbir（措施）+b〉r-（采取措施）、aram（麻烦）

他正在给这个花瓶估价。

+b〉r-（麻烦)、salam（敬礼）+b〉r-敬礼等。像 jyz（脸）

（31）bu bali�a qattiq t�rbij� beri� lazim.
这个孩子需要严加管教。
（32）kim ��w�rni jal�an m�lumat b�rs��
man �uni sojim�n.
谁谎报消息，
我就杀了谁。

+ b〉r-（发生）已经高度语法化，
从其单个的结构中
已经推导不出现在“发生”这个意义了。
另外，
b〉r-的这种用法是在“受益方”类推而实
现的“方向或终点”义的功能扩张。因为b〉r-所表示
的动作需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协同完成，
这

（33）u mu�llimg� uni� ket�iki� s�w�bini t�y��n

也就意味着即使一方发出某种动作，
另一方也一定

duryp izahat b�rdi.

要作出回应。动作一般是由NP 1 发出并到达NP 2 , NP 2

他给老师解释了他迟到的原因。
（34）u taziliqqa b�k �hmij�t beridu.
他很讲究卫生。

虽然在句中没有出现，
但要对b〉r-的动作作出回应，
而且可能循环往复多次。正如“借、要”等索取类动
词需要通过对方的“给予”才能完成一样，
这类符合

随着“给予（某种利益）”这种用法的使用频率

动词实现的是动作行为的多次回应。这也说明b〉r-

的增高，
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一种认识，
说话

具有发展出引介动作服务对象、动作接受对象的语

人认为 ，
在b〉 r-后面附加名词 ，
就能使自己得到利

义和句法条件。

益。这种认识形成后，
与b〉r-搭配的词语范围越来越

1.2.2.1.3 作助动词

大，
越来越抽象，
“给予”的命题意义（给说话人带来

石毓智（2001）认为，
在时间一维性的作用下，

实际利益）往往落空，
导致其命题意义的泛化和虚

那些语义范畴与动作行为密切相关的动词，
经常用

化，
它变成还能表达一种给说话人带来主观化的抽

作次要动词，
长期使用的结果使他们退化掉了与指

象利益，
如上述充当NP 1 的抽象名词etibar（重视）等

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动词语法特征，
而演化为助词 ┩刀得。

词义都非常抽象，
已不能做动词b〉r-的支配对象，
而

维语“b〉r”语法化为助词可表示“持续”和“完成”义

表示对象范畴。

的“式”语法范畴。可简单表示为：

我们认为，
由于上述抽象名词本身所隐含的动

b〉rv->b〉ra�

词词义使b〉 r-支配的客体不仅发生了语义上的变

-> b〉rra2

化，
而且产生了语用上的移位。句子发生语用上的

1.2.2.1.3.1 作助动词，
表示“完成体”意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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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维语中 ，
与副动词组合成连谓结构,即构

上面几例的O+-p副动词+b〉r-结构显然与前述O

成O+-p副动词+b〉r-的各种变位形式。这一语法形式

+-p副动词+b〉r-结构语义有所不同，
前者更多的表

是维语中最常见的语法结构，
已被很多学者注意和

示为动作的完成 ，
而这几例则似为一种反复意义，

研究过，
如下例：

更接近反复体。

（35）uni� at�isini jeza kadiri�a jatliq qilip
b�rdi.

他的姐姐嫁给了村主任。

由于文字打印和印刷中正字法的硬性要求，
b〉r
-的以下口语形式我们在书面文学作品中看不到但

（36）m�n kitabni uni� øjig� apirip b�rdim.

在维语口语中可以听到。如：
（39）nimi�qa kyliweris�n？

我把书送到他家了。
在现代维语中b〉r-+V构式和V+b〉r-构式的意义
差别很大。前者要使用目的副动词形式表示，
如“u
r�hb�rg� sov�a b�rgili k�ldi”，
意为“他为了给领导送
礼而来”；
后者则为“u r�hb�rg� sov�a qilip b�rdi”，
意

你不停地笑什么呀？
（4 0）s i z s ’z l � w � r d i � i z , b i z n i � d � j d i � a n
pursetimiz joq.
您说个没完，
我们哪有机会说呀。

为“他给领导送礼了”。两者因为语义不同，
不可替

例（39）中的kylyw�rs�n源于kyl-(动词“笑”)+-

换。所以在维语语法里，
我们把b〉r-和其他助动词在

yp( 副 动 词 附 加 形 式 ) + b〉 r- + s�n。
例（40）中 的 s’

后一句式的用法统称维语动词的“式”范畴，
以此来

zl�w〉rdi�iz源于s’zl�-(动词“讲话”)+-p(副动词附

表示行为或状态的完成、持续等。

加形式)+b〉r-+di�iz（动词第二人称过去式）。
因为在

这几例中，
-p副动词+b〉r-在上述各例中所表示

古代突厥语言中有一条语音演变普遍规律：
w与b交

的意义均表示动作的完成 ，可称为“完成体”，例

替。
它们与前述用法不同的是表示“持续体”意义,

（34）、
（35）与前述作主要动词和抽象名词的构式两

即经常/反复进行的动作和动作的续存。
这种用法

种情况相比较，
b〉r-可有可无。不删减，
b〉r-表示副

在口语中极为常见，
没有歧义，
凡是表持续意义的

动词所指动作是主体为他人或他物的享受而进行

维语动词后都可组成这样的构式，
如ji�la+w�r(哭个

的；
若删减，
b〉r-伴随主要动词的情状“指向”意义减

不停)、
oqu+w�r（读个不停）、
jezi+w�r（写个不停）、

弱，
但并不影响整个句子意义的表达。

ejta +w�r（说个不停）、sana+w�r（数个不停）、
qoyu+

在现代维语中，
除上述例词外，
语料显示 ，
V（的
刀
┩

p副动词形式）+ b〉r-有很多，
其用法比O（NP1+NP2）+

w�r（不停地放）等。
但是语法书上很少提及。
其实其
语法意义更单一，
更具普遍性，
也非常易于掌握。

b〉r-的范围广。如言说类动词：
d�-(说)、ejt-（告诉）、

1.3 汉字“给”与维语“b〉r-”语法化程度都很

oqu（诵读）、-s’zl�-（讲述）、hikaj� qilip（讲故事）；

高，
较为彻底。汉语中的“给”字语法化为介词和助

空间位移动词：
juqirila-（提高）、jygyr-（跑动）、j〉 t-

词后，
其意义变得抽象、空灵，
语法功能也从实意动

（到达）、jaz-（写）、joqla （
- 探望）、ta�la-（扔）、id�ad
qil-（创造）、qoj-(放)、uju�tur-（收集）；
空间方向交
付类：
tap-（寻找）、���-（解）、qo�-（增加）、jariti-（发
明）、quj-（倒）、tunu�tur-（介绍）、qo�u-（增加）、izd�
（寻找）、ry-（撕）；
传递类动词：
al-（拿）、tap �ur-（交
付）、j�tkyz-（传递）、’tkyz（使通过）、t�y�〉 ndyr（解
释）后都可附加b〉r-表示动作的移动过程和终点。

词变为只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的封闭的虚词类，
似
与源义相差甚远。维语中的“b〉r-”语法化为“式”范
畴后，
其语法意义也变得抽象而较难学习和掌握。
但如前所述，
他们语法化后都与源义有着这样和那
样的关联 ，
只是不同语言由于语法特点的不同，
从
而关注的角度不同，
因而语法化的方向或者说语义
焦点不同。

1.2.2.1.3.2 做助动词，
表示“持续体”意义。

2.不同之处

下列例句即使是母语使用者对其所表示的情

2.1 语法化后的语义焦点不同。这是二者最为

态意义差别很难说清楚。如：
（37）j�n� bir-ikki qetim qar je�ip b�rs�，
kel�r jili zira�tl�r t�oqum ja��i bolidu�
再下一两场雪，
来年庄稼一定长得很好。
（38）uj�urt�ini k’p s’zl�p b�rg�nd� uj�urt�ini
ja��i s�zligili bolidu. 多讲维语才能讲好维语。
·36·

突出的差异，
虽然他们都以“给予”义为基础而进行
的语法化演变，
但在汉语普通话中，
“给”字主要发
展为介词，
引介交付、传递的对象、动词的受益者、
动作的受害者或动作有关的对象,而且在有些方言
中，
如北京话和乌鲁木齐汉话，
作被动标记与处置

汉语“给”
与维吾尔语中b〉r-的语法化对比

标记；
在有些方言中，
如西宁话，
还表示“式”范畴；
在河南确山方言中语法化为“连词”等。
在维语中，
“b〉r-”语法化为助词，
表示“式”这一
语法范畴，
没有方言的差异。
归根到底，
汉语“给”与维语“b〉r-”两者的不同
语法化结果与其特定的构式语境有关。正如Hopper
和Traugott(1993)所说，
“语法化从本质上是组合
的”┩刀灯。石毓智（2001）这样说明：
（汉语）
“
‘给+0’
在动
词前和动词后还是有区别的，
‘ 给’字短语用在动词
之前时主要强调的是动作的受益者的一面，
而用在
动词之后时是强调有关事物的运动过程和终点。当
强调0的路径和终点时。
‘ 给’
字短语置后最恰当，
置
前听起来不对味，
虽然也是合乎语法的。相反地，
如
果强调的是动作受益者的一面时，
‘ 给’字短语最自
然的位置是动词之前 ，放在后边反而听起来不自
然。
”┩刀登 在汉语普通话中，
由于凸现目标义，
所以“给”
字语法化为介词。维语中则凸现了“b〉r-”的终点义。
正如沈家煊（1999）所指出的那样，
“给+0”在动词前
表示预定的目标 ，
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的终点。目标
总是在行动之前先行设定，
理应位于动词之前；
终
点总是在动词之后才能达到。理应位于动词之后。
而在维语中时间顺序不同，
词序不同，
词序与时间
的联系表现在句法上，
为“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
它们所表达的实际状态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动
作要到达的目的地或终点总是在动作之后发生，
也
就是说先发出了动作才会达到终点，
同时终点在人
们的认知结构中总在最后，
维语中“b〉r-”位于动词
后凸现了它的终点义，
这不能不看作是语言形式与
人类经验体系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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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和现代维吾尔语是非问句答句的肯定、否定差异

Differences of Answer Sentences of Yes-or-no Interrogative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
Ababaikere Maimaiti ，Nusilaiti Mumin
（Department of Uyghu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China；
Department of Language, Xinj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Urumqi 830011，
China）

Absract：
nterrogative sentences are very active sentence type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exist yes-or-no interrogatives and their subcategories both in Chinese and Uyghur langu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answers of yes-or-no interrogatives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and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and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s of answer sentences of yes-or-no interrogatives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Key words：
Chinese; Uyghur language; yes-or-no interrogative; answer sentence
(上接第37页)

A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Gei(给)”
Between“b〉 r-”in Uygur Language
PENG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ract：
Based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dopted by se-

mantics structure and syntax context of Chinese“gei”between“b〉 r-”in Uygur language. The main ideas are as
follows : first , persistence of original lexical meaning of“give”tends to adhere to ; Second, definite structural
context causes to the difference of focusing on the semantics .Thus,“gei”is analyzed as an preposition constrained
to purposive meaning and deriving historically from the motion verb“gei(给)”in modern Chinese ,while“b〉r-”
was reanalyzed as auxiliary promoted to movement entails and deriving historically from the motion verb“b〉r-”in
modern Uygur language.
Key words：
“gei”in Chinese；
“b〉r-”in Uygur language ;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contrast

自治区首届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
暨测试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圆满结束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翻译局）举办的自治区首届计算机辅助普通
话水平测试暨测试员继续教育培训班，顺利结束。
来自全疆各测试工作站的106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其中20余名测试站负责人和80余名测试员经过
考核，分别拿到了“机辅测试工作站负责人聘书”和
“自治区机辅测试员资格证书”。

机辅测试和测试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是自治区
民语委（翻译局）推进自治区机辅测试机构建设工
作的重要举措，是开展机辅测试测试员培训、提高
测试员能力素质的具体行动。这次培训班设置了
机辅测试介绍、评分细则、管理系统使用情况以及
普通话测试口语能力、听辨音能力方面的专题课
程。同时，安排了实地考察。
（聂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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