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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access数据库的形式对《维吾尔语详解词典》所收录的681个原生动词的语态词尾的附加比例进

行统计分析，论证了不是每一个维吾尔语动词都有语态变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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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词的语态范畴分析

传统维吾尔语语法研究把维吾尔语中的语态

分5种，即主动态（原态或基本态）、使动态（强

制态）、被动态、自复态（自反态或反身态）和交

互共同态（交互－集合态）。主动态表示行为动作

是由主体发出的，它由不带任何附加语素的动词原

形构成，即动词原形就是主动态。使动态表示行为

动作不是由语法主体自己进行，而是通过其他人来

实现的。使动态的附加成分比较复杂，一般是在动

词词干之后附加-t 或 -ghuz‖-quz‖-güz‖-küz 或

-dur‖-tur‖-dür‖-tür或-ur‖-ür。一般来说，这些

语素的附加有一定的规则。例如：(1) 以元音或舌

尖中音r和舌面前音y结尾的多音节词干后附加-t；

(2)以元音结尾的单音节动词或以舌尖中音r结尾的

单音节动词或者以舌尖中音t结尾的词（单音节和

多音节）之后附加-ghuz‖-quz‖-güz‖-küz；(3)以

双唇音 p、舌尖前音 z和 s、小舌音 gh和 q、舌根音

g、k和 ng，舌尖中音 l、m和 n结尾的词干和以舌面

前音y和以混合舌叶音sh结尾的多音节词干之-dur

‖-tur‖-dür‖-tür；(4)以混合舌叶音ch结尾的单音

节词之后附加-ur‖-ür。有些动词的使动态是无规

则可循的，这在计算机语态规则库的设置中需要单

另考虑。传统语法所分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都

有使动态形式，语态的变化对论元的增加有直接的

关系，使动态中需要增加致使论元的出现。被动态

表示的是语法主体不是行为动作的发出者，而是行

为动作的承受者，是在结尾音节中有舌尖中边音l

的词干后附加-n‖-in‖-un‖-ün、在其它情况下附

加 -l‖-il‖-ul‖-ül 构成。被动态中一般施事论元

不出现。自复态表示动作由主体进行又及于本身，

主体既是行为动作的发出者，又是行为动作的承

受者。其构成形式与被动态的形式基本相同。但是

有些动词的被动态形式和自复态形式不相同，如

动词kiy–的被动态形式和自复态形式不相同。自复

态中主体既是施事论元又是受事论元，因此受事论

元是隐形的。交互共同态表示行为动作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主体共同进行，其构成形式是词干之后附

加-sh‖-ish‖-ush‖-üsh 。交互共同态中主体一般

以复数形式出现。如果主体是单数名词，该动词必

须增加伴随论元。

生成语法理论与维吾尔语语态的5种分类相吻

合。区别在于，生成语法理论为了简化转换规则力

图在词汇层面上解决动词的语态范畴，因为语态

的每一种变化会涉及相应论元的增减，语态的重叠

形式会引起转换规则的复杂化。为了简化起见，生

成语法理论从维吾尔语的实际出发，利用词汇手段

对它进行描述。其理由是：（1）不是所有的动词都

有语态变化，有的动词只有原态以外的语态，却没

有原态形式；（2）有些派生名词的意义与相应动词

的意义不相符合；（3）有些派生词是在语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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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产生的；（4）每一个语态变化所引起的格的

调整立刻在相应名词的末尾有所体现；（5）维吾尔

语中不管有多少语态的重叠，主宾关系还是按动词

最末尾的语态成分来体现，在它之前出现的语态成

分的相应论元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放到不与最后语

态成分的论元发生冲突的次要位置上；（6）从11世

纪的《突厥语大词典》到20世纪末的《维吾尔语详

解词典》，却把动词的语态变化当作一个词项收入

词典[1]。生成语法理论放弃转换手段而用词汇手段

的观点是符合维吾尔语实际的。笔者也持相同的

观点。其理由是，语法范畴首先是一个抽象化的范

畴，它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应该是属于该范畴所有的

词所共有的特点。而事实证明维吾尔语不是所有的

动词都有语态变化，有的动词有使动态形式，有的

则没有。有的动词有被动态形式，有的则没有，很多

动词都没有自复态形式。这说明语态不是每一个动

词都具备的特征。对《维吾尔语详解词典》中的动词

进行分析所获得的统计是，该词典中共有8 801个动

词，其中主动态动词3 262个，使动态动词2 244个，

被动态动词1 384个，自复态动词111个[2]。从中也

可以看出语态词尾还没有抽象化，动词的语态不是

每一个动词都有的范畴。况且，著名语言学家哈米

提·铁木尔先生在《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书中虽然把
语态列为单独章节来介绍，但书中还指出“动词原

态以外的其它语态形式可以认为是以动词为基础

而派生的派生动词”[3]。这可以说明动词的语态形

式可以在词汇层面上解决。这种观点在《现代维吾

尔语动词语态附加成分的构词功能研究》[4] 中更加

得到了证实。为了证实这种观点下面对每一种语态

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原生动词语态变化的统计分析

为了证实维吾尔语动词不是每一个词都有语

态变化，本文以access数据库的形式对《维吾尔语

详解词典》所收录的681个原生动词进行了统计分

析。其统计结果是动词的使动态形式最多，自复态

形式最少。其比例是使动态＞共同态＞被动态＞自

复态。词典收入的原生动词共有681个，加其语态形

式共有1 461个。其中有使动态形式的动词有586个，

占总数的40.1%，有共同态形式的动词有503个，占

总数的34.42%，有被动态形式的动词有321个，占

总数21.97%，有自负态形式的动词有51个，占总数

的3.49%。

按照真值理论，原生动词的语态变化可有16种

组合方式，即使动态为True（真）或False(假)的条

件，共同态为True（真）或False(假)的条件，被动态

为True（真）或False(假)的条件，自复态为True（真）

或False(假)的条件等，其算法是24＝16。其具体表

现为：

（1）使＝F，共＝F，被＝F，自＝F。

（2）使＝F，共＝F，被＝F，自＝T。

（3）使＝F，共＝F，自＝F，被＝T。

（4）使＝F，共＝F，被＝T，自＝T。

（5）使＝F，被＝F，自＝F，共＝T。

（6）使＝F，被＝F，自＝T，共＝T。

（7）使＝F，自＝F，共＝T，被＝T。

（8）使＝F，共＝T，被＝T，自＝T。

（9）使＝T，共＝F，被＝F，自＝F。

（10）使＝T，自＝T，共＝F，被＝F。

（11）使＝T，被＝T，共＝F，自＝F。

（12）使＝T，被＝T，自＝T，共＝F。

（13）使＝T，共＝T，被＝F，自＝F。

（14）使＝T，共＝T，自＝T，被＝F。

（15）使＝T，共＝T，被＝T，自＝F。

（16）使＝T，共＝T，被＝T，自＝T。

按照上述组合规律，维吾尔语原生动词的语态

组合方式列入下表1：

表 1 维吾尔语原生动词的语态组合方式列示表

序号 组合方式 数量 比例%

1 非使非共非被非自 42 6.16

2 非使非共非被是自 0 0

3 非使非共非自是被 6 0.88

4 非使非共是被是自 0 0

5 非使非被非自是共 24 3.52

6 非使非被是共是自 1 0.14

7 非使非自是共是被 20 2.93

8 非使是共是被是自 2 0.29

9 是使非共非被非自 121 17.76

10 是使是自非共非被 1 0.14

11 是使是被非共非自 7 1.02

12 是使是被是自非共 1 0.14

13 是使是共非被非自 161 23.64

14 是使是共是自非被 10 1.46

15 是使是共是被非自 249 36.56

16 是使是共是被是自 36 5.28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语态附加语素的附加不是

均匀的，有使动态、共同态、被动态形式的动词数量

最多，占总数的36.56℅，有四种（使动态、交互共同

态、被动态、自复态）语态形式的动词数量很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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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统计到的只有36个，占总数的5.28﹪。除36个

动词以外，其它动词至少缺一种语态变化，语态的

分布不均匀。这说明生成语法把语态范畴放入词汇

部分处理是正确的。通过对每一种语态的附加比例

再统计分析可以更加说明上述观点的可行性。

三、原生动词语态附加语素的附加比例

（一）使动态的附加比例

维吾尔语动词语态附加语素比较复杂，其中表

示使动态的附加语素更多更复杂，附加比例也不均

匀。本文以access数据库的形式对语态附加语素的

附加比例做了比较系统的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

明以“t”构成的使动态形式最多，有289个，占总数

49%。其次是“-dur‖-ur‖-dür‖-tür”构成的动词，

有221个，占总数的38%，再次是以“-ghuz‖-quz‖

-güz‖-küz”构成的动词，有58个，占总数的10%，

最后是以“-ur‖-ür”构成的动词，有14个，占总数

的2%。除此之外还有4个特殊形式，占总数的1%。

在221个以“-dur‖-tur‖-dür‖-tür”构成的动词中

以dur构成的有72个，以tur构成的有69个，以dür构

成的有47个，以tür构成的有33个。在58个以“-ghuz

‖-quz‖-güz‖-küz”构成的动词中以ghuz构成的

动词有14个，以quz构成的动词有19个，以güz构成

的动词有9个，以küz构成的动词有16个。在14个

以-ur‖-ür构成的动词中以ur构成的动词有10个，

以ür 构成的动词有4个。其它4个特殊动词是kör，

chiq，qorq，yay。

（二）被动态的附加比例

以被动语态构成的动词当中263个是以-l‖-il

‖-ul‖-ül构成的，58个是以-n‖-in‖-un‖-ün。其

中99个是以-l构成，占总数的30.8%；以-il构成的

有98个，占总数的30.5%；以-ul构成的有36个，占总

数的11.2%；以-ül构成的有30个，占总数的9.34%。

以-n构成的有45个，占总数14%；以-in构成的有10

个，占3.11%；以-un构成的有2个，占0.6%；以–ün构

成的有1个，占0.3%。

（三）交互共同态的附加比例

在503个交互共同态构成的动词当中236个是

以-sh 构成的，占46.9%；154个是以-ish 构成的，占

30.6%。61个是以-ush构成的，占总数的12.1%；52个

是以-üsh 构成的，占总数的10.3%；

（四）自复态的附加比例

以自复态构成的动词当中16个是以-l‖-il‖-ul

‖-ül构成的，35个是以 -n‖-in‖-un‖-ün。其中7

个是以-l构成，占总数的13.7%；以–il构成的有5个，

占总数的9.8%；以-ul构成的有1个，占总数的1.9%；

以–ül构成的有3个，占总数的5.8%。以-n构成的有20

个，占总数39.2%；以-in构成的有7个，占13.7%；以

-un构成的有5个，占9.8%；以-ün构成的有3个，占

5.8%。

上述统计表明维吾尔语不是所有的动词都有

语态变化，而且语态分布不均匀。更重要的一点是

有些语态早已失去其语法意义，拥有与语态意义不

一样的词汇意义。就像哈米提·铁木尔先生《现代维
吾尔语语法》中指出的那样，有些语态词尾失去构

形能力，反而具备了构词能力。在维吾尔语信息处

理中，如果把动词的语法范畴过于复杂化，会影响

计算机的“理解”能力。因此把动词的语态范畴放入

词汇层面解决，不但对学习维吾尔语的人，还是学

习维吾尔语的机器而言都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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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verb endings of each voice of

681 primary verbs in Uyghur Language Dictionary and proves that not all the Uyghur verbs have voice end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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