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被> + VP1 + VP2 格式歧义的自动消解*
詹 卫 东

提要 本文从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角度着眼，指出了 PP<被>+VP1+VP2 格式对计算机造
成的歧义问题，并通过归纳 PP VP 组合和 VP VP 组合的句法限制条件，找到了正确分析这
个歧义格式的组合层次和内部结构关系的规则。

§0
PP<被>指“被”加宾语成分形成的介词短语，本文也称之为“被”字结构（用符号称说时，
下文一般用 PP 代指 PP<被>）；VP1、VP2 指动词性短语1。请看例句：
(1) 被老王/pp 拦住/vp 抓个正着/vp
(2) 被警察/pp 扣了车/vp 罚了款/vp
(3) 被工人们/pp 搬了/vp 出去/vp
(4) 被老师/pp 批评/vp 写了检查/vp
(5) 被爸爸/pp 打/vp 被妈妈骂/vp
五个例句在表层形式上按同一个格式排列，在短语结构组合方式和内部结构关系上各不相
同。
前三例结构层次上是按 a 式：[PP [VP1 VP2]]组合；
后两例结构层次上是按 b 式：[[PP VP1] VP2]组合。
都是按 a 式组合，例(1)VP1 跟 VP2 之间是连动关系；例(2)VP1 跟 VP2 之间是联合关系；
例(3)VP1 跟 VP2 之间是述补关系。结构关系各有不同。
都是按 b 式组合，例(4)内部是连动关系；例(5)内部是联合关系。结构关系也有差异。
人面对这些例句，理解判断上不会发生问题，都是单义的。如果让计算机来分析这些例句，
要能准确判定例(1)(2)(3)是按 a 式组合，例(4)(5)是按 b 式组合，而且相同的组合方式内部还有
不同的结构关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例句都对应着同一个格式，也就是本文题目中的
PP+VP1+VP2。对计算机而言，这是一个歧义格式2。什么时候该把这个格式分析为 a 式组合，
什么时候该把它分析为 b 式组合，以及内部不同的结构关系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都需要人来
从句法条件上找制约因素，然后告诉给计算机作为判断的依据。
要确定 PP VP1 VP2 这个三项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层次以及内部是什么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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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问题转化为两项组合的情况来考虑。语言结构中两项组合是最基础最广泛的方式。词和
短语，两两之间的组合规律可以认为是覆盖了语言组合规律的大部分内容。对本文这个组合歧
义格式，如果我们把 PP VP 两项组合和 VP VP 两项组合的限制约束条件都概括归纳出来，
PP VP1 VP2 三项组合的歧义问题也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转
化成：
（1） PP 跟 VP 组合，VP 要满足什么条件？
（2） VP 跟 VP 组合，不同结构关系对前后两个 VP 分别有哪些限制？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句法分布上找条件限制。
§1
首先我们来找 PP VP 组合中 VP 要满足的条件。
考察 VP 跟“被”字结构组合有什么条件限制，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看什么样的 VP 不
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一是看什么样的 VP 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从前一个角度看问题，
倾向是从严；从后一个角度看，倾向是从宽。因为我们的研究是面向计算机处理汉语，所以条
件限制倾向于严格一些。条件严格同时也就意味着条件明确。下面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考察 VP
跟“被”字结构组合的限制要求。
（一）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1. 有些动词本身就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
现代汉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动词，无论是简单的光杆动词形式(bared form)，还是复杂的动词
短语形式(combined form)，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构成合法组合体。我们考察了《动词用
法词典》中的 1221 个动词3 ，其中有 762 个，占 62%的动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都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下面简单分类列举一些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动词。
⑴. 连系动词
是 等于 姓
⑵. 形式动词
进行 给予 加以
⑶. 趋向动词
上 下 来 去
⑷. 助动词
能 肯 会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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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会 交谈 交换 交涉
⑸. 对称性动词
⑹.“～得”动词
认得 晓得 懂得 显得 获得 记得
5
奔 走 蹦 跑 闭 爆炸 咳嗽
⑺. 不及物动词
⑻. “有”动词
有
没有
⑼. 心理动词
爱好 爱惜 保证 奢望
⑽. 态度动词
满意 赞成
⑾. 遭受类动词
遭到 受到 受
⑿. 一些动宾格动词
洗澡 鞠躬 丢脸 担心 告别 出力 提议
⒀. 一些谓宾动词
打算 同意 考虑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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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 其它
办理 帮忙 帮助 爆发 呈现
可以看到，
上面这些类动词并不是按什么统一的标准分出来的。
我们只是想说明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的动词涉及面很宽，并不打算对这些动词作进一步的归纳概括。也就是说，我们只
单纯的描写一个动词是否有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能力，而不对这种能力做解释。一个笼统处
理的做法就是，为现代汉语动词建立一个“被”属性来标记一个动词是否能跟“被”字结构组
合。象上面列举的这些动词，“被”属性的取值就简单地填为“否”。
对计算机处理来说，有两种情况还值得特别说明一下。一种是象“当”这样的，可以读阴
平和去声两个声调，是两个不同的词，用了相同的字形。读阴平的“当”有(1) 担任；(2) 掌管
两个义项，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读去声的“当”有(1) 当做 (2) 认为 两个义项，都
能以一定的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我被他当小偷了。 另一种情况是象“打”这样的
动词，有多个义项，而不同义项下的“打”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能力不一样。比如: “打人”
的“打”可以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我被他打了一下。 但“打电话、打篮球”的“打”
却绝不能受“被”字结构修饰。还有如“跑”，一般认为是不及物动词，不能跟“被”字结构
组合，但作为“逃跑”义项的“跑”却能以述补式 VP 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如：被他跑
掉了。对计算机而言，上述两种情况其实没有差别，都要求我们在鉴别动词能否跟“被”字结
构组合时，要按义项进行。特别是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常用动词，一词多义的情况很普遍，不
能笼统地说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而应该在具体的义项下考察其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能力。
在鉴定有些动词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时，会碰到模糊情况。譬如“喜欢”、“爱”这
样的动词，就处在游移状态，虽然可以跟“被”字结构组合，但尚未普遍使用。事实上，语言
总是在发展变化的，能说与不能说有相对性。我们不过多地纠缠这类问题。对大多数动词而言，
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在当前的共时普通话系统中还是容易确定的。
综合上面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就可以在词典中为每个具体的动词贴上一个属性标签，来标
记它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能力。计算机掌握了这样的语言知识，碰到有些 PP VP1 VP2 格
式的句子，就能确定其结构层次了。例如：
A．(王教授)被美国一所大学邀请参加了第八届地质学年会
先分析出小的结构段：被美国一所大学/pp 邀请/vp 参加了第八届地质学年会/vp
前一个 VP 是“邀请”，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后一个 VP 的主要动词是“参加”，已
知它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即在结构上后项 VP 不能受“被”字结构“统治”（govern），
因此这个短语肯定就不能按 a 式切分，只能是按 b 式切分：
[[被美国一所大学 邀请] 参加了第八届地质学年会]
意义理解上也跟切分情况吻合，“王教授”是“被邀请”，而“参加”则不是被动的，而
是主动的。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就可看出，如果我们能准确判定一个 VP 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那
对判定 PP VP1 VP2 组合的结构层次是很有裨益的。
上面只是就动词光杆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情况做了调查，VP 还有各种复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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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一一考察其跟“被”字结构组合的限制。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复杂 VP。
2. 有些 VP 句法结构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
“被”字结构不仅对动词有限制，对作为句法结构的 VP 也有一些结构形式上的限制。下
面带否定标记的 VP 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
(Ⅰ) 状中式 VP。状语由否定副词“不、没、没有”等充当。试比较：
被打了
被狠打了一顿 *被不打
*被没打
被小王吃了
被小王全吃了 *被小王不吃 *被小王没吃
现代汉语“被”字结构的否定形式，一般都是在结构之外否定，也就是在结构上是由否定成分
统治“被”字结构。比如：“不被打、没被打”这样的说法就是允许的。
(Ⅱ) 述补式 VP。如果是否定的表可能述补式 VP，就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被小王吃完了
* 被小王吃不完
被小王挖深了
* 被小王挖不深
现代汉语要表达上面这样不可能的意思，一般都不采用“被动”说法，而直接用主动形式表达。
如：“小王吃不完这些西瓜”。或者用能愿动词结合“被动”形式表达。如：“这些西瓜不可
能被小王吃完”。
(Ⅲ) 含上面(Ⅰ)、(Ⅱ)情况的其他 VP。
如果述宾式 VP 的述语是由(Ⅱ)中的 VP 充任的，就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被打中了眼睛
* 被打不中眼睛
如果连谓式、联合式 VP 的前后项中任意一项是由(Ⅰ)或(Ⅱ)中的 VP 充任的，就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如:
被敌人烧光抢光
*被敌人没烧光没抢光 *被敌人烧不光抢不光
被他吃了
*被他吃不吃
*被他吃没吃
被小王开门撞了一下 *被小王开门没撞一下 *被小王没开门撞一下
有的 VP 内部含否定标记，仍可跟“被”字结构组合。比如表结果状态的述补式 VP。请看
对比例句：
A
B
被他洗得很干净
被他洗得越发不干净了
被他伤害得很深
被他伤害得不轻
被他刷得非常白
被他刷得一点都不白了
B 组例子中 VP 都含否定标记，但跟“被”字结构组合却都是合法的。事实上，在这里，
否定标记出现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定标记在 VP 中的嵌套层次的深浅，才是影响 VP
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的真正因素。上面几例中的否定词“不”都在 VP 的补语内部，从结
构层次上看，嵌套得比较深。线性形式上表现为离“被”比较远。其中“不白、不干净”尤为
明显。而上面(Ⅰ)(Ⅱ)(Ⅲ)中的否定词要么是跟“被”在同一个结构层面上，如(Ⅰ)(Ⅱ)中的例子；
要么就是处在跟“被”同结构层次的 VP 的中心语位置，如(Ⅲ)中的例子，否定词都在 VP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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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语或并列中心语成分里。就结构层次来说，VP 包含的否定词跟“被”的句法关系比较密切，
VP 就不大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了。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 VP 中特定的结构位置有否定成分（主要就是状语位置
和组合式述补的中缀位置），它就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结构形式限
制。这条规则同样能帮助计算机判定 PP VP1 VP2 组合的结构层次。如：
B．(李广)被敌人的铠甲挡着了没射中敌人的要害
首先分析出小结构段：被敌人的铠甲/pp 挡着了/vp 没射中敌人的要害/vp
前一个 VP“挡着了”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后一个 VP 的主要动词是“射”也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这跟上文例句 A 不同，但是不是由此就判定该按 a 式切分了呢？显然不能。尽管
主要动词“射”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但后项 VP 却是一个带否定标记“没”的状中式 VP，
属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短语形式。因此，例 B 跟上文例 A 一样，仍然是不能按 a 式切分，
只能按 b 式切分为：
[[被敌人的铠甲 挡着了] 没射中敌人的要害]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某种形式的 VP 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对确定 PP
VP1 VP2 组合的结构层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计算机处理来说，我们可以仿照上文给动词
加上“被”属性标记的做法，给动词短语也加上一个“否定”标签，来标记短语内部是否含有
否定成分。譬如可以给“没射中敌人的要害”，还有如上文的“吃不完、打不中”等短语贴上
“否定”=“是”的标签。带有这个标签的 VP，跟“被”字结构组合就受限制。而像“洗得越
发不干净”这样的 VP，因为否定成分嵌在补语中，整个短语不能打上“否定”标记。用这样
的办法，就能帮助计算机正确判断含否定成分的动词短语跟“被”字结构组合的层次了。
除了上面列举的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的情况，现代汉语中还有相当多 VP 能跟
“被”字结构组合，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譬如泛泛地说，除了否定形式的构造，述补式 VP、
状中式 VP 等等大都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但还有述补式、状中式构造的 VP 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还有必要把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下面我们就来考察
这类情况。
（二）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除了（一）中概括的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情况，其他 VP 笼统地说就属于可以
跟“被”字结构组合的了。但考察语言事实不难发现，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 还需满足
各种制约条件。《动词用法词典》的 1221 个动词中，能以光杆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的，只
有十分之一左右，如“传染、处罚、欺负”等等；不能以光杆形式但能以复杂形式跟“被”字
结构组合的多一些，占四分之一强。譬如：“看、炒、尝、淋”等等。我们不能单说“被看”，
但能说“被他看到、被看了几眼”。还有相当多的动词，如“打、批评”等，即使本身能以光
杆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组成的 VP 要么是用在特殊语境，要么也是粘着的，句法上不能
自足（self-sufficient），往往被更大的结构包含。譬如“被打的工人、被老师批评的时候”等，
“被”字结构加动词形成的 VP 都包含在更大的 NP 结构中。多数情况下，动词都是以复杂形
式的 VP 跟“被”字结构组合形成相对独立的更大的 VP。在具体动词到底以什么形式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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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结构组合这个问题上，涉及到动词的个性因素和语义搭配因素较多，因为我们主要是着眼于
计算机理解句子（understanding），而非生成（generation），因此对动词必须以何种形式跟“被”
字结构组合，只重点做结构类型上的分析，而不去详细考虑区分个别复杂因素。下面我们仅就
VP 的不同结构类型来讨论：能以某种复杂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的 VP，其内部组成成分有
什么句法限制要求。
1. 附加式 VP
附加式 VP 由 VP 带助词构成。嵌套在内的 VP 可以是很复杂的。比如：
[VP [VP 抡起棒子 把敌人打翻] 了]
这里我们只管内部是简单动词形式的附加式 VP。单个动词附加“着”、“了”、“过”后能
否跟“被”字结构组合，似乎跟动词本身性质以及意义有比较密切的关联。请看例子：
（杯子）被小王摔了
被小王摔过
*被小王摔着
?被小王看了
被小王看过
*被小王看着6
被敌人捆了
被敌人捆过
被敌人捆着
上面的这几个动词“摔、看、捆”，可以根据语义特征的不同分属不同的动词次类，来描
写解释为什么有能力差别；也可以纯粹作为句法现象，象（一）中我们考察每个具体动词跟“被”
字结构组合的能力一样，逐个加以分析标记。我们采用后一种方式。
2. 重叠式 VP7
重叠式 VP 中只有以 v u<了> v 形式重叠的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其他重叠形式一般
不能。例如：
被他闻了闻
*被他闻闻
*被他闻一闻
被小王推了推
*被小王推推 *被小王推一推
重叠式跟“被”字结构组合造成的 VP 一般是粘着的，不大能自足成句。
3. 离合式 VP8
离合式 VP 一般都有相应的紧凑动词形式。大部分离合式 VP 都是述宾构造，其相应的紧
凑形式也就是以所谓动宾格方式构词的动词。这样的动词因为有宾语存在，所以大部分不大能
跟“被”字结构组合。但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形。如：
被他将军了
被他将了一军
被人造谣了
被人造了谣
“将军”、“造谣”都是离合式动词，并且能以离合形式跟“被”字结构组合。有关离合
式 VP 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可以象上文判断具体动词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一样，逐
个考察标记。在结构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4. 述补式 VP
述补式 VP 内部构造形式的情况比较多。上文已经把带否定标记的述补 VP 排除出去了。
肯定的述补式 VP 中，大多数情况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但表可能的述补式 VP 不能。例如：
被吃得精光
*被吃得光
被打得半死不活
*被打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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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贴在墙上
被送到洗衣店
表可能是从意义上来说明述补式 VP 的特点。对计算机处理而言，我们更希望能找到形式
上可供鉴别的依据。进一步比较考察可以发现，不管是表示可能，还是表示结果状态，一般只
要是以简单的词形式充当补语的组合式述补 VP，都不大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例如：
被染得很红
被染得红红的
*被染得红
被打扫得非常干净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被打扫得干净
“染得红”、“洗得干净”都既可看作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也可看作带状态补语的述
补结构，但因为补语都是由简单的词形式充任，所以不管在哪个意义上，它们都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
带趋向补语的述补式 VP 一般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但如果趋向补语不是表示实际的趋
向位移意义，而是其他引申义，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能力就会受影响。例如：“桌子被他搬
下去了”只能表示实际位移义，不能表示动作持续。这说明“被”字结构对趋向述补 VP 的意
义选择有限制。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如：“被他这么拖下去”似乎就既可表
位移也可表“拖”的动作持续，是一个歧义短语。这其中还涉及到动词的语义因素。这个问题
将另作研究，本文暂不做详细讨论。
5. 述宾式 VP
一般说来，因为“被”字结构是把受事宾语提前放在主语位置的一种句法手段，这样它后
面的 VP 大都不会再带宾语，也就是说“被”字结构后 VP 是述宾式构造的，应该比较少。但
这里面还要区分一些不同的情况。主要跟宾语成分的性质有关。
先看看宾语是体词性成分的情况。
宾语如果是单纯表数量的成分，一般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被老师看了两眼
十个苹果被他吃了八个
宾语成分的语义如果跟“被”字前面的主语成分的语义有领属关系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一般也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银行被偷走了很多钱 （“银行”领属“钱”）
他被强盗打着了眼睛 （“他”跟“眼睛”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桌子被撞断了一条腿 （“桌子”跟“腿”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有时这种语义联系可以是比较间接的，如：
我被妻子拽了一下衣角 （“我”跟“衣角”有间接的领属关系）
如果 VP 含其他类型的体词性宾语，还需作细致的分析。举例来说，如果是工具宾语，则
一般得是受数量成分修饰的 NP，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请比较：
被他写秃了三十支笔
*被他写秃了毛笔
（工具宾语）
如果是结果宾语，不管含不含数量成分，都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
被他盖了两间瓦房
被他盖了瓦房
（结果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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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分析可知，含体词宾语的 VP，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制约因素不仅涉及到 VP
内部宾语成分的句法形式，同时又牵涉到语义上的一些限制，情况比较复杂。仅从句法形式上
看，大致的倾向是，述宾式 VP 内部的述语和宾语一般不能同时都是简单形式，除非宾语跟主
语有语义关联，如：儿子被父亲打手心。“打手心”是一个最简形式的述宾式 VP。这个短语
结构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是因为“儿子”跟“手心”有语义关联（领属关系）。其他的例
子还有“抄家”、“挡路”等等。语义制约因素很难教给计算机掌握。目前只能笼统地规定跟
“被”字结构组合的述宾式 VP 不能是最简形式的。对“打手心”这样的例子就当作特例处理。
下面再来看宾语是谓词性成分的述宾式 VP。
谓词性宾语成分包括 VP、AP、DJ9等短语类型。一般说来，带 VP、AP、DJ 宾语的都不能
跟“被”字结构组合。只有带 VP 宾语的有极少数例外，比如：“他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似
乎只有“认为”、“看作”、“当作”等极少数几个动词有这样的用法。而且作宾语的 VP 也
局限于“是～”类型。
概括言之，述宾式 VP 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机会比较少。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述宾
式 VP 对其体词性宾语成分有句法形式以及语义上的要求，限制条件根据具体动词的不同而有
比较显著的个性差异。
6. 状中式 VP
状中式 VP 的中心成分主要由上面谈到的五类 VP 充任。如果 VP 的中心成分不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整个状中式 VP 肯定也就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了。对中心成分满足跟“被”
字结构组合条件的 VP，我们再来考察其状语成分要受哪些限制。
充当状中式 VP 状语成分的，包括 DP、AP、MP、TP、PP、SP10等短语类型。其中 SP 充
当状语的肯定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剩下前五个各自情况都有不同，下面分别讨论。
DP 充当状语的。只有小部分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包括下面两种情况：
名词、动词、形容词加“地”形成的 DP。如：
被他[天才地 发现了这一规律]
被一群姑娘 [羡慕地 围住问长问短]
被他[合理地 设计出来了]
能加“地”作状语的名词和动词不多。形容词稍多一些，但总的数量仍较少，可以在词典
中逐一标注。
由副词直接上升形成的 DP11 。只有以下一些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程度副词中只有一
个“稍微”；范围副词“都、全”；频度副词“又、再、再三”；类同副词“也”；状态方式
副词“悄悄、暗暗、紧紧、死死、亲自、一齐、一直、相互”等等。其他大部分副词，如表语
气的、表时间的、表否定的等等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例从略。
AP 充当状语的。我们粗略调查了 258 个形容词12 ，其中能作状语的有 102 个。这些形容
词作状语，能否跟“被”字结构组合，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复杂。我们仍然采用逐个标明的办法。
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如“安心 便宜 不少 不幸 长 迟 高 光荣 足够”等等；
能组合的如“安全 广泛 精确 重 秘密 少 早”等等。
8

MP 充当状语的。一般都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如：“被他一把抓住、被他一次看完了、
被他一下子逮着了六只麻雀、被他三天就砍光了”等等。
TP 充当状语的。大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特别是表示将来时间的，如：“明天、明
年、下星期”等等，但也有 TP 充当状语，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例子。如：“被他昨晚上
吃光了”。这里似乎主要是语义因素在起作用，没有多少句法条件。我们仍采用逐个标记的办
法。
PP 充当状语的13 。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有“被 比 对 对于 给 跟 关于 和 让
替 同 为 自 自从”等等；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有“按 按照 把 本着 除 从 趁
根据 据 连 往 向 以 用 在”等等。也采用逐个标记的方法。这里例从略。
总的来说，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状态的状语成分，跟动词的关系紧密，结构上一般也就易
于跟动词处在同一个层次。而表示时间、语气、动作关涉对象等的状语成分，跟动词的关系则
松散一些，结构上一般也就倾向于远离中心动词。状语的次序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的因素很
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本文着眼于计算机如何理解汉语 VP 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而
非用计算机来生成汉语句子，因此可以假定计算机要处理的输入句子都是正确的“被”字句，
实际上也就很少会有上面那些不合法的状语成分出现了。述宾式 VP 也一样，假定跟“被”字
结构组合的 VP 已经肯定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在掌握语言知识的精确程度方面，理解
比生成的要求稍低一些。
7. 联合式 VP
联合式 VP 可以看成是由上面各种类型的 VP 同类组合得到的。不管有没有连接词，我们
都暂且把联合的前后两项限制为是同类 VP，以简化处理。这样，上面那些结构形式的 VP 跟“被”
字结构组合的限制条件，直接移植到联合式 VP 上就可以了。
8. 连谓式 VP
两个 VP 在结构关系上不属上面我们提到的任何一种 VP 组合方式，
就可认为是连谓式 VP。
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连谓式 VP，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即连谓两项中的后项 VP 能跟“被”
字结构组合。而充当连谓后项的 VP 能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就可以参照上面已经给出的，
“被”字结构对各类 VP 的限制约束条件来判断。
上面我们对八类 VP 跟“被”字结构组合的约束条件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归纳出来的这些
约束条件基本上就可以帮助计算机正确判定 PP VP1 VP2 组合的结构层次。例如：
(1) (疯狗)被他/pp 拿铁链/vp 拴住了/vp
(2) (我)被他/pp 跑过来/vp 打了一拳/vp
(3) (我)被/p 分配到公司/vp 作翻译/vp
(4) (我)被老师/pp 批评/vp 写了检查/vp
例(1)－(4)都可先分析出小语段，均为 PP VP1 VP2 模式的排列式。
例(1)中前一个 VP“拿铁链”是个简单形式的述宾构造 VP，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后
一个 VP“拴住了”是由述补结构充当中心成分的附加式 VP，满足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条件。
这样，很容易就判定应按 a 式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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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 [拿铁链 拴住了]]
例(2)跟例(1)的情况类似，也应按 a 式组合：[被他 [跑过来 打了一拳]]
例(3)中前一个 VP“分配到公司”是述补结构，满足跟“被”字结构组合的条件；后一个
VP“作翻译”的中心动词“作”即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整个 VP 自然不能跟“被”字结
构组合。因此按 b 式组合：
[[被 分配到公司] 作翻译]
例(4)跟例(3)类似，“写了检查”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整个短语应按 b 式组合：
[[被老师 批评] 写了检查]
可见，根据上面总结的那些条件规则，基本可以回答 PP VP1 VP2 格式的结构组合层次
问题了。但要判定其内部结构关系，仅有上面那些规则还是不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VP VP
组合形成不同结构关系的限制情况。
§2

这一节就再来看看 VP VP 构成不同结构关系的限制条件
VP1 跟 VP214组合可能形成述宾、述补、联合、连谓、主谓五种结构关系。前四种结构关
系造成的短语功能类是 VP；最后一种主谓关系造成的短语功能类是 DJ。
汉语中相当多的动词排斥谓词性主语15 ，如：“吃、逮捕、打、跑、收购、讨厌、推荐”
等等，都不允许其主语是谓词性成分。这样的动词肯定是不能占据 VP2 位置的。VP1 从形式上
不易给出明确的限制条件。包含“被”字结构的 VP1 有的可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例如：
被警察罚款意味着经济损失
单从表层线性形式上看，这个例子也是 PP VP1 VP2 模式的排列：
被警察/pp 罚款/vp 意味着经济损失/vp
从结构层次上来说，是按 b 式组合：
[[被警察 罚款] 意味着经济损失]
不同于上文其他按 b 式组合的例子，这个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是主谓。因为这类组合情况
少见（象“意味着”这样的动词不多），而且从结构类型上说也是一种弱势组合，我们对这类
情况就不详细专门讨论了。下面有关两项 VP 组合的讨论都不涉及到构成主谓结构关系的情况。
结构关系的判定实际上是跟结构层次的判定同时进行的。结合 a、b 两种组合层次歧义的判
定，我们可以把 VP1 分成非状中式 VP 和状中式 VP 两类，来考察 VP1 VP2 构成不同结构关
系的限制条件。
（一） VP1 是非状中式 VP
VP1 是非状中式 VP，我们就可以相应地跟 PP VP1 VP2 格式按 a 式组合的情况联系起
来考虑。这种情况下，VP1 跟 VP2 可能形成的结构关系有述宾、述补、联合、连谓四种。下面
分别考察不同结构关系对两项 VP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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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P1 VP2 构成述宾关系
VP1 能跟 VP2 构成述宾结构关系的句法条件比较严格。VP1 的主要动词必须是谓宾动词。
我们调查了 915 个动词 16 ，谓宾动词有 259 个，占 28%。在这 259 个动词中，只有 44 个动词
是只能带谓词宾语的，占全部的 5%。如：“企图 打算”等等；其他 215 个动词既可带谓词
性宾语，也可带体词性宾语。如：“同意 参加 支持 赞成”等等；VP1 本身一般得是简单
形式或附加形式，不能是其他复杂形式。做宾语的 VP2 主要受跟 VP1 语义搭配的限制，形式
上难以归纳出约束条件。上文已经说明过，除极少数情况外，VP1 跟 VP2 构成述宾结构关系的
VP，一般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
2. VP1 VP2 构成述补关系
两个动词性成分直接结合，不依靠“得”连接，要构成述补结构关系，限制条件也是比较
严格的。VP1 一般得是能带补语的动词的简单形式，可在词典中逐一说明；VP2 必须是能充当
补语成分的那些动词，比如：“死、丢、到、倒、伤、完”等等，以及趋向动词“上、下、进、
出、出来，下去”等等，VP2 基本上是一个封闭集，也可以在词典中一一注明。
3. VP1 VP2 构成联合关系
两个动词性成分不依靠连词连接直接组合形成联合关系的 VP，一般说来也是有很多限制
的。但这些限制不太容易句法化，比较笼统。这里我们从简化处理考虑，规定 VP1 跟 VP2 各
自的结构方式、所属动词次类、基本语义类都应该相同。比如：被敌人［烧光了 抢光了］。
“烧光了”跟“抢光了”就满足上述条件，内部是联合关系。本文开头所举例(2)也属同样的情
形。
4. VP1 VP2 构成连谓关系
关于两个动词性成分组合形成连谓结构关系，上一小节我们已经从消极排除的角度给出了
笼统的限制条件。这里进一步来看看对 VP1 和 VP2 有什么形式上的具体限制。
VP1 VP2 构成连谓关系，VP1 为“来、去”时可以是单个动词，如：“来打球、去看电
影”，其他动词一般不能是单个动词形式17 。而“来、去”形成的 VP 不能跟“被”字结构组
合，综合这两个条件，就得到 VP1 不能是简单动词形式的限制。此外，当 VP1 是表反复问的
联合形式时，VP1 一般跟 VP2 形成主谓结构关系而非连谓关系。如：“打不打由你决定”。只
有 VP1 是“来、去”时，才有可能形成连谓结构，如：“去不去买菜”，可以作为特例处理。
这样，我们就限制 VP1 不能是这种有疑问标记的联合形式。连谓后项 VP2 主要是要满足跟 VP1
搭配的语义限制，从形式上不太容易找到制约条件。就我们针对的问题而言，VP2 必须要满足
§1 中给出的，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那些条件。
（二） VP1 是状中式 VP
VP1 是状中式 VP。我们只简单讨论状语成分由“被”字结构充任这一种情况，相应地就
可以跟 b 式组合联系起来考虑。这种情况下，VP1 不能再带宾语、补语。VP1 跟 VP2 也就不能
构成述宾、述补结构，只可能有联合、连谓两种结构关系了。
VP1 跟 VP2 要构成联合关系，按上文对联合结构的规定，要求 VP2 也必须是由“被”字
结构充当状语的状中式 VP。如本文开头所举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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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1 跟 VP2 要构成连谓关系，VP2 就不能也是由“被”字结构充当状语的状中式 VP（那
样 VP1 就跟 VP2 构成联合结构了），同时也不可以是能跟“被”字结构组合的那些 VP，因为
如果 VP2 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整个组合就成了按 a 式切分的短语了。如：“被警察抓住关
进了监狱”中的 VP2“关进了监狱”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它就不能按ｂ式切分，跟前面的
“被警察抓住”构成连谓结构，而只能是按 a 式进行层次切分，“关进了监狱”先跟“抓住”
构成连谓结构，再跟 PP 组合：[被警察 [抓住 关进了监狱]] 。
至此，我们把有关 PP VP1 VP2 组合的句法限制条件做了一个概括总结。现整理如下：
(1). 若 VP2 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整个结构右向切分： a. [PP [VP1 VP2]]；
(2). 若 VP2 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整个结构左向切分：b. [[PP VP1] VP2]；
(3). 按 a 式切分，两项 VP 之间可以有述补、联合、连谓三种结构关系，
述补和联合都有严格的形式限定条件，
不属述补和联合关系的就判定为连谓结构关系；
(4). 按 b 式切分，整个结构内部可能有联合、连谓两种结构关系，
联合关系有严格的形式条件限制，
不属联合关系的就判定为连谓结构关系；
根据这些限制条件，我们基本上就不但可以正确标界其结构体（是 a 式组合还是 b 式组合），
而且可以判断其内部结构关系（是述宾、述补、联合、连谓中的哪一种）了。如：
(1). (我)被他/pp 拿绳子/vp 捆了起来/vp
(2). (我)被他/pp 派往雷区/vp 挖地雷/vp
从句法上讲，例(1)“拿绳子”是简单形式的述宾构造 VP，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捆
了起来”可以组合。结构层次很容易定为按 a 式组合： [被他 [拿绳子 捆了起来]。由§2（一）
的分析可知，“拿绳子”跟“捆了起来”不可能形成述宾、述补、联合等结构关系，只能是连
谓关系。例(2)“派”本身可以跟“被”字结构组合，“派往雷区”是述补结构，也满足跟“被”
字结构组合的条件；“挖地雷”是简单形式述宾结构，不能跟“被”字结构组合。层次也就很
容易判定为是按 b 式组合： [[被他 派往雷区] 挖地雷]。同样，“被他派往雷区”跟“挖地
雷”也只能形成连谓关系。
从语义上讲，这两句因为结构关系清晰，因而内部语义关系也较容易判断。(1)句可以理解
为“我被他捆了起来”＋“他拿绳子”。对译的英文18 就是：
I have been bounded by him with rope.
(2)句可以理解为“我被他派往雷区”＋“我挖地雷”。对译的英文是：
I am dispatched to mine field by him to dig landmine.
§3
本文通过分别归纳 PP VP 组合和 VP VP 组合的限制规律，基本上消解了计算机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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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被>+VP1+VP2 格式时碰到的歧义问题。但上文所举例句都是比较典型的“被”字句。对实
际语料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没什么特殊但超出上文我们归纳的范围之外的情况，这里还有
必要做一些说明。
“被”是比较特殊的介词，它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宾语省略。如：
(1). 被/p 塞进麻袋/vp 扔进了长江/vp
同时“被”也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如：
(2). 被/p 砍头/vp 吓晕了/vp
例(1)(2)在格式上同形，但结构方式上迥异。例(1)是“被”的宾语省略，可以看成是本文
所讨论的格式；例(2)“砍头”是“被”的宾语，根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我们
认为，例(2)的更为规范的说法应该是“被砍头的情景吓晕了”。如果这样表达，就是很普通的
“被”字句格式了。计算机可以正确处理。本文在分析被字句格式歧义时，注重考虑的是结构
类型上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对实际语料中“被”字句用法的复杂性则只略有兼顾，不做全面详
察19。
此外，对实际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而言，仅分析到上两节那样的程度，结构层次跟结构关
系都清楚了，但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语义层的理解。最终还可能处理不了。譬如：
(3). (我)被他/pp 拦住/vp 不让走/vp
从句法上讲，这里例(3)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也比较容易判断。跟§2 中例(2)一样，按 b
式切分，是连谓关系。但从语义上看，却跟例(2)不同，是“我被他拦住”＋“他不让(我)走”。
计算机对此类现象的判断理解就碰到困难了。它很可能把例(3)跟例(2)做同样地解释。因为的确
还有同形的句子可以象(2)那样解释。如：
(4). (我)被他/pp 蒙住眼睛/vp 不能看书/vp
例(4)应按 b 式切分，意思是“我被他蒙住眼睛”＋“我不能看书”。对这样的语义歧义，排歧
方法恐怕还得是挖掘分布条件。只不过要求更高，条件就更难找了。上面(3)、(4)这两个例子，
似乎连谓后项 VP“让”跟“能”的差异是影响语义解释的主要因素。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详
细讨论了。
有关语义上的排歧问题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跟人理解外语有水平高低差别一样，计算机
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也是由少到多，由浅到深，逐步提高的。目前我们处理得相对较好的是在短
语的结构定界和结构关系的判定上，语义分析还有待将来做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把已经掌握的
知识先告诉计算机，在计算机运用这些知识处理实际语料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检验我们总结
的语言知识正确与否；一方面又可以发现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可以引导我们一步步去探
索语言结构的规律，形成一个良性的信息反馈循环系统。
附注：
1

本文对现代汉语的词和短语都贯彻功能分类的思想，有关词和短语功能分类的详细情况，以及本
文所用的功能标记符号说明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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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士汶（1993）《关于计算语言学的若干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1993.2；
俞士汶（1992）《关于汉语短语结构体系及其描述方法的说明》内部资料；
詹卫东（1996）《现代汉语 VP 的结构定界和结构关系判定》,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我们也称这种歧义格式为准歧义格式。参见詹卫东（1996）。
3
《动词用法词典》词条目录中除去“标志着”、“意味着”两词，共得 1221 个动词。
4
参见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13.3，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5
及物动词指那些能带受事、结果、对象等等真宾语的动词，只能带施事宾语、处所宾语或
时量动量数量等宾语类型的动词，都属不及物动词。如：走了三个人，去广州，咳嗽了一
下。其中“走”、“去”、“咳嗽”都不是带真宾语，属不及物动词。
6
“看”是个同形词（不同音）。读阴平时，是“看护”的意思，可以说“被小王看着”；
读去声时，而是“观看”的意思时，就不能说“被小王看着”。
7
重叠式的形式语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不承认“v 一 v、v 了 v”等也是动词重叠式。
8
离合式在形式上是相对凝固的短语组合，概念上相当于一个词。参见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9
AP、DJ 分别指形容词性短语和主谓短语，是短语的功能分类标记。参见附注 1。
10
DP、MP、TP、PP、SP 分别指副词性短语、数量词短语、时间词短语、介词短语、处所词短
语。可参见附注 1 的说明。
11
副词的内部分类主要参考了 马真（1988）《简明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本文对副
词的考察范围也基本局限在该书中所论述的副词。
12
我们选用的是中科院计算所二室汉英机器翻译模型系统词典中的形容词。词典中对形容词充当状
语的能力已经做了描述。机器翻译系统的词典是根据北大计算语言所编制的《现代汉语语法电子
词典》（电子版本）自动生成的。该系统目前还在实验阶段，规模较小，共有 258 个形容词。
13
考察介词的范围可参见马真（1988）P17~18。
14
这一节用 VP1 和 VP2 来表示两项 VP 组合的情况，以区别于 PP VP1 VP2 格式中的 VP1 和 VP2。
15
我们粗略考察了中科院计算所二室汉英机器翻译模型系统词典中的全部 915 个动词，其中 94%的
动词排斥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不排斥的动词只占 6%，有下面这些：
安排 避免 变成 表示 不如 产生 称 成 成为 当 得 得到 等于 定 发生
分为 符合 过去 花 恢复 回答 叫 决定 开始 可能 可以 浪费 能 能够
批准 取得 涉及 省 是
属于 提高 通过 同意 突出 忘 吸引 显得
消灭 需要 研究 要 引起 影响 准备
这些动词允许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 如：游泳安排在下午进行。
16
调查的动词范围同附注 15 的说明。
17
象“出国学习”这样的连谓构造，前项 VP“出国”可以看成单词，也可处理为述宾式短语。
我们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
18
目前计算机能正确分析出汉语短语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但译文形式尚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里给出的译文是经过人工润饰的。
19
有关“被”字结构较为全面的用法描写可参看李珊（1994）《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李临定（1986）《现代汉语句型》，P205～225，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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