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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的角度来讲，客观世界的情景事件由动

词及其参与者(一般称为事件参与者)构成，而事件

参与者有主次之分，动词与主要参与者一起构成某

事件的配价结构。某个事件带有几个主要参与者，

我们就称该情景事件为几价事件结构。事件结构中

与动词发生关系的事件参与者在语言层面表现为

不同的论元角色。论元角色表示谓词所涉及的主

体、客体或动作、行为、状态、所处的场所、动作的起

点、方向、终点、原因及引起的结果、凭借的工具等。

维吾尔语动词的变化比较复杂，动词在句子中

往往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决定句子的结构特点。动

词作为句子的核心，它可以要求并支配施事、受事

等论元。与此同时，动词根据自身的语义特点，还要

决定其论元应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Chafe,Wallace,

L.(1970：97)说过：“动词的本质决定了句子的其他

部分，特别是动词决定了它带什么样的名词，它和

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名词是如何进行语

义刻划的”①。动词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结构，它主

要是有两个组成成分，即“结构意义”(structural

meaning)和“独特意义”(idiosyncratic meaning)组合

而成的集合体②。其中，动词意义的结构部分指的是

动词意义中与句法相关的并决定动词语义类的部

分，动词意义的独特部分则指的是使同一类动词的

基本成员相互区别的那一部分，是动词的“核心”意

义(core meaning)。即在动词的意义类别中，只有动

词的独特意义(即常量)才是决定动词配价的因素。

常量就是能把某一个动词与同一语义类型的其他

动词成员区别开来的成分，它决定和限制某一动词

在该语义类中的成员地位。维吾尔语情状动词在其

“常量”上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而正因如此，情状

动词所支配的参与者在其论元角色上有所不同，因

此根据动词本身具有的“独特意义”特征及其与各

种语义性质的论元角色之间的依存关系的不同，维

吾尔语情状动作动词可以分为“一价”情状动词和

“二价”情状动词两种。下面分别对维吾尔语一价和

二价情状动词的配价及其句法形式进行论述。

1 .维吾尔语一价情状动词的配价

维吾尔语一价情状动词表示主体内部自然产

生的结果状态，它有别于由外部力量造成的结果状

态(即被动结构)，而主体所具有的新结果状态是逐

渐实现的，而且是无意识的、不自主的。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状态结果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其他外力的作

用，而是主体自身的内在活动产生的内部变化。因

此从语义的角度看，这类动词在语义上具有[-自

主]、[+状态]、[-动作]、[+变化]、[±持续]、[±渐

成]等语义特点。一价情状动词只涉及一个外部论

元，即某种状态的系属者、所有者。因而这种论元我

们称作“系事”。

一价情状动词的配价结构可以描写为：V1:

[Rl]；一价情状动词的典型句法框架构可以描写

为：NP(nom)+V。

作为情状动词的配价成分，系事在语义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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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动性和使动性，是非自主的，仅是某种状态变化

的系属者。情状动词一般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情

状动词的配价成分系事在句法结构中作主语。

(1)balam zukamdap qaldi . 我孩子感冒了。
(2)qarlar erik〉 balidi. 雪开始融化。
(3)zawal boldi. 天已黑了。

(4)qursiqim tojdi. 肚子饱了。

常见的一价情状动词有“eri-(融化),qat-(凝
结),toj-(饱),Uy-(下，落),sesi-(腐烂),tyg〉-(结
束),uxla-(睡觉),qeri-(变老),beji-(发财),uju-(凝
固),’ksy-(短缺),Uiri-(腐朽),bol-(成),awu-(增
多),ajni-(茂盛),Rimiq-(静息),sowu-(变凉),p〉s〉
j-(减弱，缓和),saqaj-(康复),qaraj-(变黑),aqar-
(发白),qizar-(发红),zoraj-(壮大),k’k〉r-(返青),
azaj-(减少),saraj-(发黄),kyU〉j-(强大),qijsaj-
(倾斜),k’p〉j-(增加),n〉ml〉-(湿润),uwala-(变
模糊),susla-(变淡),xatala-(弄错),xir〉l〉-(暗
淡),datla-(生锈),paxalla-(贬值),Uy-kynl〉-(衰
落),k〉skinl〉-(激化),aRizla-(变弱),qansira-(失
血),UeU〉kl〉-(开花),tuul-(诞生)”等。
这些动词所刻画的情态是物体内部自然产生

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部使成的结果状态(internally

caused resultant state)，并没有表明造成这种结果状

态的外部力量(externally force)。可见，这类动词表

示事件主体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或进

展。

由上述例句可以看到，上述一价情状动词所表

示的是一种自然的、无须依赖外部使因的、完全由

内因主导的变化或结果，因此，外部论元即系事所

表达的是内部使成的结果状态。这种动词所支配的

唯一的系事论元既可以是有生的人，又可以是无生

的事物，因此具有[±有生]语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

都可以充当系事，它映射到句法层面时既可以以主

格形式出现，也可以属格形式(如例1,4)出现。

还有一些动词如“joqal-(消息),’l-(死),jeril-
(裂开),jiqil-(跌倒),jumul-(闭，合),jarilan-(受
伤),jyt-(丢),ajaqla-(结束),poltaj-(凸起),pykyl-
(扭弯)”等同样可以表示主体所具有的新结果状

态，在这一点上与上述动词相同，两者差别仅在于

后者表示主体所具有的新状态是一瞬间产生的，而

前者则表示主体所具有的新状态是逐渐形成的，从

动词的内在时间特征来看，这类动词突显动作或状

态的过程性，因此可以用于动词的进行体结构，从

而强调主体所处的状态的“进展过程”；后者却不能

进入进行体结构，因为这类动词表示的不是主体新

状态产生的“过程”，而是强调某一动作完成之后所

形成的结果状态的“持续过程”，从动词的时间结构

来看，这类动词在时间轴上有一个内在的终点，是

完结动词，它有被称作“结果状态”的内在的时间特

征。因此前者具有持续性特征，而后者则具有非持

续性特征。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两者差异：A组代表具

有持续性特征的动词，B组代表具有非持续性特征

的动词。

A组 B组

(5)kirim azajdi.→kirim azijiwatidu.
收入减少了。 收入正在减少。

(6)zawal boldi.→zawal boliwatidu.
天已黑了。 天在渐渐变黑了。

(7)balam uxlap qaldi.→balam uxlawatidu.
我孩子睡觉了。 我孩子正在睡觉。

可见，虽然A组动词和B组动词都可表示某种状

态，但两者存在细微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由动词

的“常量”所包含的动词的内在时间特征造成的。因

此，前者是“持续”动词，后者是“完结”动词。有的学

者如力提甫先生(2004)可能意识到两者之间有所

不同，因此称B组动词为“中性动词”③。由于这两类

动词都具有[+状态]这个共同的语义特征，因而我

们把B组动词也归入了一价情状动词之中。

2 .维吾尔语二价情状动词的配价

维吾尔语二价情状动词在其论元结构中也带

有两个论元，可以表示各种存在或结果状态。动词

所支配的两个论元不仅涉及到有生具体的实体，而

且也包括无生抽象的事物，并在表层结构中也有不

同的句法表现。由于二价情状动词的“常量”不完全

相同，因而这些二价情状动词所支配的核心论元的

论元角色存在差异。根据论元角色的不同，维吾尔

语二价情状动词可以分为存在类和非存在类两类。

2.1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表示动作主体在某一

具体位置存在的状态。从语义上看，这类动词词汇

化了一个实体(一般为有生命的动作者)存在于某

个空间位置的意义成分。尽管它们在空间位置的姿

势不同，但在这些动词都词汇化了一个实体(主要

指有生命的人)存在于一个空间位置的意义。有的

学者将这些动词称为“姿势型动词”(posture verb)④，

有的学者叫做“位置动词”(positional verbs)⑤，D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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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将这些动词放在位移动词大类里面，作为位

移动词的一个子类型(subtype)，叫做“休息动词”

(rest verbs)⑥。这类动词描绘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在

特定空间位置的姿势保持意义，但它们在常量上存

在着不同，这些动词的参与者在空间位置的姿势是

不同的。上述这些动词表达的维持某种特定的身体

姿势，它有一个内在时间限制。由于这一特点，因此

可以理解为一种同质的活动或静止的片段(episode

of stasis)。Dowty(1979)将这类动词称为“间距状态”

(interval statives)动词⑦。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所支配的两个核心论元

在语义上不同于二价动作动词的施事和受事。本文

曾把一价情状动词所支配的论元称作系事，即情状

的系属者，同样，二价情状动词的系属者也是“系

事”；至于动词后面的另一个论元，由于它所表示的

是某一情状的存在位置，因而我们称之为“位事”。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具有[+存在]、[+过程]、[+状

态]等语义特点。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的配价结构可以描写为：

V2:[Rl,Loc]；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的典型句法框

架可以描写为：NP1+NP2(loc)+V。

常见的这类动词有“tur-,jat-,oltur-,l〉jl〉-,oqu
-,il〉-,jyr-,jorila-,jumila-,qon-,jaa-,qila-”。如：

(8)adil sinipta olturidu .
阿迪力在教室里坐着。

(9)akam bankida il〉jdu .我哥哥在银行工作。
(10)uni n〉wrisi 4-sinipta oqujdu .
他孙子在上四年级。

(11)sirtta bir〉jl〉n saqlap turidu .
外面等着一个人。

从动词的内在时间结构特征来看，“存在”类二

价情状动词在时间轴上有一个内在的终点，是完结

动词。因此，上述例句中的动词不再表示动作，而表

示状态。从动词的情状类型来看，这里的动词已经

没有任何动作性，即没有动态特征，因而不再是表

示事件的动词，而是表示存在状态。这种动词表示

有生命的人或事物存在于一个位置(空间位置或表

面位置)，而事物的存在可以视为一种状态。这类动

词表现的是不仅是静态情状，而且是完结动词的

“过程”(process)含义，因为“位置保持”(maintain

position)，这一意义因素中包含了“持续”这一时间

特征。如果这些动词带上完成体标记“-an/-qan/-
g 〉 n/-k 〉 n”，那就不再表现完结动词的“过程”特
点，而突显完结动词的结果状态(resultant state)。

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的两个论元投射到句法

层面时，系事经常以主格(如例8、11)或属格(如例

9、10)形式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位事则往往以位格

形式出现在状语位置上。

2.2 非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

从语义上看，“非存在”类动词内部结构比较复

杂，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数量比较多，可以表示

各种结果状态。这类动词所支配的两个核心论元当

中情状的系属者即系事论元在语义上跟存在类情

状动词的系事论元相同；至于动词后面的另一个论

元，由于它所表示的是情状动词所涉及的事物或事

件，因而我们称之为“涉事”，这不同于存在类情状

动词的“位事”。可见，存在类和非存在类二价情状

动词的外部论元在论元角色上并无差别，但这两类

情状动词的内部论元在论元角色上存在差异。非存

在类二价情状动词具有[+结果]、[-自主]、[+状态]

等语义特征。

非存在类主动态二价情状动词的配价结构可

以描写为：V2:[Rl,Com]；非存在类主动态二价情状

动词的典型句法框架可以描写为：NP1+NP2(case,

p.p)+V。

虽然“非存在”类二价情状动词都带有两个论

元，但这类动词的构造方式有所不同。据此，“非存

在”类二价情状动词又可以分为两种，即“主动态二

价情状动词”和“自复态二价情状动词”。

2.2.1 非存在类主动态二价情状动词。从构

造方式看，这类动词都属于主动态结构，常见的有

“jara-,qara-,j〉rl〉-,’zl〉-,doqur-,makanla-,
bojsun-,m〉ul bol-,uullan-,z〉h〉rl〉n-,t〉lmyr-,
t〉slim bo-l,saqla-,duU k〉l-,tajan-,h’rm〉tl〉-,t〉m〉l
-,putla-,aja-,ajlan-,k’jyn,eri-,ig〉 bol-,qobul qil
-,Ueliq-,mas k〉l-,ujunla-,qazan-,uUra-,ad〉tl〉n
-”等。如：

(12)sadiq ajali bil〉n jariip qaldi.
萨迪克跟妻子和好了。

(13)biz j〉n〉 awariUiliqqa uUriduq.
我们又遇到了麻烦。

(14)biz seni uzun saqliduq.
我们等你很久了。

可见，主动态二价情状动词的两个论元在句法

结构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系事一般以主格形式出

现在主语位置上，而涉事则有的与后置词“bil〉n”连
用出现在状语位置上(如例12)，有的以向格形式出

现在状语位置上(如例13)，有的以宾格形式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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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位置上(如例14)。系事一般由指人名词充当，

而涉事既可以由有生实体(如例12、14)充当，又可

以由无生实体(如例13)充当。

2.2.2 非存在类自复态二价情状动词。从构

造方式看，这类动词都属于自复态动词，常见的有

“jyzl〉n-,qaqlan-,beqin-,tygyl-,boul-,beril-,tutul
-,qetil-,k’ryn-,tonul-,Uetil-,soqul-”等，例如：

(15)boway pytyn kyn aptapqa qaqlandi.
老人家整天晒太阳。

(16)turap b〉k k’p q〉rzg〉 bouldi.
图拉普负债累累。

(17)u jeqindin bujan qimara berilip k〉tti.
他最近醉心于赌博。

(18)alim uzaqtin beri k’rynmidi .
阿里木好久没有露面。

由上述例句可以看出，自复态二价情状动词可

以表示主体所具有的新结果状态，这一点上述例句

中的动词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这些动词的“常量”

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因而这类动词所表示的“结

果状态”有所不同。有的动词表示主体所具有的新

状态是逐渐形成的，从动词的内在时间特征来看，

这类动词突显动作或状态的过程性，从而强调主体

所处的状态的“进展过程”(如例16、17)；有的则表

示主体所具有的新状态是一瞬间产生的，从动词的

时间结构来看，这一类动词在时间轴上有一个内在

的终点，是完结动词，它具有“结果状态”这种内在

的时间特征，因而这类动词表示的不是主体新状态

产生的“过程”，而是强调某一动作完成之后所形成

的结果状态的“持续过程”(如例15、18)。

从动词论元的投射方式来看，自复态二价情状

动词的系事一般以主格形式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但

有时也以向格形式(如例18)出现。涉事往往以向格

形式出现，但有时以主格形式(如例18)出现在状语

位置上。系事一般由指人名词充当，而涉事则经常

由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承担。总之，维吾尔语二价

情状动词可以构成以下句法框架：

句法框架1：NP1(nom)+NP2(loc)+V

句法框架2：NP1(nom)+NP2(bila n)+V
句法框架3：NP1(nom)+NP2(dat)+V

句法框架4：NP1(nom)+NP2(acc)+V

句法框架5：NP1(dat)+NP2(nom)+V

3 .结论

维吾尔语动词的变化比较复杂，动词在句子中

往往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决定句子的结构特点。传

统语法一般把维吾尔语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动

态和静态等，实际上动词的分类有进一步深入探讨

的必要。但目前维吾尔语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

弱，与配价有关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和完善。因此配价理论是对维吾尔语动词

的句法语义属性深入研究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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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 on theValence of SituationVerbs inUyghur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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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The situation verb does not express the action, but it expresses natural occurring resultant states in-

side the event . Based on the dependencies between arguments with a variety of semantic nature, the Uyghur situa-

tion verbs can be divided into one-valence situation verbs and divalence situation verbs .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argument structur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lassification, semantic features as well as syntactic re-

alization of situation verbs in Uyghur langu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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