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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雙宾句作爲世界语言中常见的句式之一1)，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者关注的焦點
之一，汉语雙宾句更是纷繁复杂，伴随着整個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步伐，对它的研究
从未间断。但令人诧异的是前人研究中有大量的有关“给”、“送”、“问”，“告诉”、“
偷”、“抢”、“吃”等动词构成的雙宾句的研究，而由“叫”2)构成的雙宾句的分析却是點
* 본 연구는 저자의 박사학위논문 중 일부를 발췌하여 보충하고 정리한 논문임.
본 연구는 남서울대학교 2014년도 1학기 [교내공모과제] 지원을 받아 진행된 연구임.
** 南首尔大学校 中国学科 助教授
1) 朱德熙(1982：117)等大多数语言学者引用“雙宾”这一表现句法特點的用语，作爲该句
式的名稱，即“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张伯江(1999)等则主张使用“雙及物”这
一用语，即“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不过“雙及物句”涵盖了包括介词“给”、“从”等
在内的诸多句式，其范围远远大于本文所要考察的内容。因此本文仍旧沿用“雙宾”这一
传统叫法。
2) 《现代汉语词典》(2008:688)中“叫”作爲动词，有两大义类，七個义项，本文只研究“(名
稱)是；稱爲”这一义项中的“叫”，其他义项均不在考察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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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爲止，并未发现相关的深入研究。
朱德熙(1982:119)认爲“叫”类雙宾句中的近宾语和远宾语3)在某方面具有同一
性，便将这类句式叫作“等同”类；马庆株(1983：103-104)将其叫作“表稱”类，并列
举了较多的相关动词；李临定(1984:152-153)则将其归入“叫”类型中。本文认爲
“叫”类雙宾动词主要具有“稱呼”义，因此将此类句式稱为“稱呼类”雙宾句。这一句式
的早期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了“分类”、“归类”及介绍相关动词上。“稱呼类”雙宾句與包
含

“给”、“送”等动词的“给予”类句式，“偷”、“抢”等动词的“取得”类句式4)并列放在了

典型的雙宾句中。但本文分析发现稱呼类雙宾句與两类典型的雙宾句在句法、语义
等层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请看下面的例句5)。
(1) 我送他一条大红羊毛围巾。
(2) 一個同学抢了他两個小铜子儿。
(3) 导演叫他小胖子。

例(1)中的“送”是典型的“给予”类雙宾动词，包含这一动词的句式在句法上不但
可以自由添加“了”等时态助词，还可以與“V给O1O2”、“给O1VO2”、“VO2给O1”等相
关句式自由转换，但“叫”既不能添加“了”，也不能與上述3类句式自由转换。可以
说，除了动词后具有两個宾语这一句法特點之外，“送”與“叫”毫無相同之处。例(2)
中的“抢”是典型的“取得”类雙宾动词，包含这一动词的句式在句法上也可以自由添加
“了”等时态助词，也可以與介词“从”字句自由转换，但“叫”與“抢”在这一點上也無相同
之处。另外，除了句法特點之外，语义上来看，例(1)表现了“一条大红羊毛围巾”从
“我”向“他”的传递，即“客体”从“施事”向“與事”的传递，而例(2)则表现了“两個小铜子
儿”从“他”向“一個同学”的传递，即“客体”从“與事”向“施事”的传递6)。这种“传递”义是
3) 朱德熙(1982:118)将雙宾句中的两個宾语稱爲“近宾语”和“远宾语”，而包括赵元任
(1968:167)在内的诸多学者则使用了“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这两個用语。比起单纯表
达动宾距离的“远、近”，“直接”和“间接”更能表现动词與宾语支配关係的轻重程度，因此
本文也将沿用“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这一传统叫法。
4) “给予”和“取得/获取”是雙宾句中最常提及的两大类。朱德熙(1982：118)與太田辰夫
(1958：34)等都使用了这一分类法。
5) 本文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學語料庫(CCL)。
6) “施事”、“與事”、“客体”是典型的雙宾动词所具有的3個必有论元。“施事”一般是实施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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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雙宾句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语义特點。但稱呼类雙宾句的“传递”义却显得模糊
不清，勉强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传递。共时层面上的比较，证明了稱呼类雙宾句與
其他两类典型的雙宾句有着巨大差异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时层面对稱呼类雙宾句
进行深入分析，将雙宾句與其他的相关句式进行比较，通过对语料进行穷尽性地统
计分析，以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为立足点，才能正确找出其产生及发展的轨迹以及
有别于其他典型雙宾句的语法特點。

Ⅱ. 近代汉语中的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
时兵(1999,2003)指出古代汉语中有像｢谓之大伯｣8)中的“谓”和“呼”这两個稱呼
类动词，构成了雙宾句。而本文发现，到了近代，不但古代汉语中的“呼”和现代汉
语中常用的“叫”等动词可以掺杂使用，雙宾句和其他相关句式也可以同时使用，如
下列例(4)。
(4) “儿呀，有人之时，你就叫我为义父，我呼你少爷；背地里你呼我为父，我
叫你姑娘｡”

可以说稱呼类雙宾动词在历时层面上经历了新旧动词的更替变化。除了动词的
更替之外，从明、清、民国时期到现代，雙宾句及其他相关句式交织在一起使用的
情况也很常见。王力(1980)将汉语分为周、秦、两汉时期的“上古汉语”，六朝與隋
唐时期的“中古汉语”，宋元明清及《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汉语”，1919年《五四》运动
之后的“现代汉语”，一共四個大的历史时期。虽然除了王力之外，也有学者对汉语
历 史 时 期 持 有 不 同 的 分 类 方 法 ，但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明 (1368-1644)、清
的行为者，“與事”一般是动作的参與者，“客体”一般是动作所涉及的“事物”。除了“與事”
这一用语以外 ，前人研究中的“给予句”中还使用了“接受者”，“取得句”中还使用了“夺
事”、“提供者”等表达具体意义的论元用语。
7) 太田辰夫(1958：35)也曾指出“叫”是個能够带两個宾语的特殊的动词。
8) ｢谓之大伯｣引自《左传⋅庄公十九年》。孔颖达稱“大伯”是“门官之长”。在句中“谓“是稱呼
类 动 词 ， “ 之 ” 是 第 三 人 稱 ， 这 两 個 成 分 與 “ 大 伯 ” 一 起 构 成 了 雙 宾 句 。 (参 见 汉
典:http://www.zdic.net/c/7/16/34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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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1911)及民国(1912-1949)是承继古代汉语與现代汉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
期。到了明清时期，唐宋渐渐出现或发展起来的各类句法结构，如“把”字句等都渐
趋成熟，而民国时期白话文慢慢得到了普及，更加速了汉语的现代化。本文沿用王
力(1980)的分类，并认为近代汉语中的稱呼类雙宾句與现代汉语中的稱呼类句式具
有极其紧密的关係9)，因而将考察这两個时期这一句式及其相关句式的历时变化，
以求找出这些句式的变化轨迹。首先来看近代时期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的使
用情况。现代汉语中主要有“叫”、“喊”以及具有文言色彩的“稱”、“尊稱”、“戏稱”等稱
呼类动词，其中“尊稱”、“戏稱”等动词的使用频率相当有限，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设
定为“叫”、“喊”、“稱”这三类最常用的动词。

1. 包含稱呼类动词的各类句式
(5) 而今外边人只叫他金爷。
(6) 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
(7) ”任凭你如何处置我，如何骂我，就当着人喊我做兔子，喊我做马鹿，我都
答应你｡”
(8) “人家稱你为猛张飞，我到今天才信｡”
(9) 皆因我身量矮小，都管我叫小李妈。
(10) 他既有形，为甚把他叫鬼？

以上例句是近代汉语中的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共六类10)。例(5)是雙
宾句，例(6)、(7)、(8)中的“V~作”、“V~做”、“V~为”都是相同的连动结构，而例
(9)、(10)中的“管11)~V”、“把~V”则是介词句，在这两类句式中，除了少量光杆动
词之外，大部分为复合结构，如“V作”、“V做”、“V为”等。稱呼类动词在这些句式中
9) 本文在搜索古代雙宾例句的过程中也发现大量的“给予”或“取得”等类型的雙宾句，但这
些古代句式所经历的历时变化與稱呼类雙宾句有着很大的不同(参见贝罗贝(2005)、刘
丹青(2001)、张敏(2011)等)。本文的考察重點是稱呼类雙宾句的历时变化，其他类型
的雙宾句式均不在考察之列。
10) 在例句分析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V~是”句式，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因此本
文只做参考，不具体进行分析。
1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243)和《现代汉语八百词》(2004:241)均认为“管”具有介词
功能，一般构成“管~叫~”的格式，用于北方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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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都有参差不齐的情况。为了考察各类句式的具体使用情况，本文通过CCL对
其进行了统计分析。

2. 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使用频率的比较
稱呼类雙宾句與“V~作”、“V~做”、“V~为”、“管~V”、“把~V”等相关句式交织
使用在一起，为了了解各类句式在实际语言中的使用情况，本文对各类句式的出现
频率进行了统计分析。雙宾句中典型的间接宾语一般为人稱代词，在搜索例句时我
们发现，比起“我”、“你”、“她”、“它”等，第三人稱“他”的出现频率极高，因此将“他”作
为间接宾语與“叫”、“喊”、“稱”一起，在CCL中进行了搜索。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表1. 近代汉语中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的使用频率比较
分

叫

喊

类

总例句数

出现次数(使用频率)

叫他NP212)

1000

32(3.2%)

叫他作

28(0.4%)

叫他做

110(1.6%)

叫他为

6768

10(0.1%)

把他叫14)

8(0.1%)

喊他NP2

6(9.8%)

喊他作

0(0%)

喊他做
喊他为

61

管他喊

稱

15(0.2%)

管他叫13)

0(0%)
1(1.6%)
0(0%)

把他喊

0(0%)

稱他NP2

98(20%)

‘稱他作’

23(4.7%)

‘稱他做’
‘稱他为’

490

63(12.9%)
152(31.0%)

‘管他稱’

1(0.2%)

‘把他稱’

0(0%)

12) NP2是指雙宾句中“直接宾语”所指稱的名词性成分。

180 《中國文學硏究》⋅제56집

本文在CCL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共找出1000条例句中出现的“叫他NP2”句
式，又在所有6768条“叫他”例句中搜索出其他相关句式的例句。比起“叫他”多达上
千条的例句数，CCL中“喊他”的例句却只有61条，“稱他”也只有490条。例句数虽然
相差悬殊，但本文对这些例句的出现频率进行了百分比计算，得出了上述数据。
分析发现，近代汉语中最常用的稱呼类动词为“稱”，除了两类包含介词的“管他
稱”、“把他稱”句式以外，包括雙宾句在内的各类“稱”字句都显示出较高的使用频
率，其中最常用的句式是“稱他为”，共152条，占31.0%，其次是雙宾句，共98条，
20%,然后是“稱他做”，共63条，12.9%，最后是“稱他作”，共23条，4.7%。近代汉
语中“叫”并非是最常用的稱呼类动词。包含“叫”的各类句式中，雙宾句的使用频率最
高，却也只占了3.2%，低于包含“喊”或“稱”的雙宾句。另外，除了雙宾句以外，其
他句式的使用频率更是少之又少，其中频率较高的也只有“叫他做”，共110条，占
1.6%。“喊”也不是常用的稱呼类动词，61条例句中除了6条雙宾句的例句，占9.8%
以外，只有一条“喊他为”的例句，除此之外，其他句式均未搜到任何例句。
为了與近代汉语进行比较，下面再来看看现代汉语中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
式的具体使用情况。

Ⅲ. 现代汉语中的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
1. 包含稱呼类动词的各类句式
(11)
(12)
(13)
(14)
(15)
(16)

应该叫它“水球”。
我们常用土话，叫他作“呆瓜”。
他们恨我，挖苦我，背地骂我，又喊我做“承重老爷”。
有人稱你为“歌王”、“歌圣”或中国民歌之父，你最喜欢哪一個稱号？
都管他叫小疯子儿。
把它叫做统一律。

13) “管他叫/喊/稱”中包括“管他叫作、叫做、叫为/喊作、喊做、喊为/稱作、稱做、稱为”等
句式。
14) “把他叫/喊/稱”中包括“管他叫作、叫做、叫为/喊作、喊做、喊为/稱作、稱做、稱为”等
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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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近代汉语一样，现代汉语中除了稱呼类雙宾句以外，也有“V~作”、“V~
做”、“V~为”等连动结构或“管~V”、“把~V”等介词句。稱呼类动词在这些句式中出
现时也有参差不齐的情况。为了考察现代汉语中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的使用
情况，本文也在CCL中进行了统计分析。

2. 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使用频率的比较
與近代汉语的分析方法一样，现代汉语中也用“他”作为间接宾语，與“叫”、

“

喊”、“稱”等一同进行了搜索，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表2. 现代汉语中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的使用频率比较
分

类

总例句数

出现次数(使用频率)

‘叫他NP2’

1000

229(22.9%)
16(0.2%)

‘叫他作’
叫

20(0.3%)

‘叫他做’
‘叫他为’

6537

‘管他叫’15)

喊

稱

8(0.1%)
122(1.9%)

‘把他叫’16)

45(0.7%)

‘喊他NP2’

64(19.8%)

‘喊他作’

0(0%)

‘喊他做’
‘喊他为’

324

5(1.5%)
3(0.9%)

‘管他喊’

0(0%)

‘把他喊’

0(0%)

‘稱他NP2’

232(10.5%)

‘稱他作’

5(0.2%)

‘稱他做’
‘稱他为’

2213

7(0.3%)
657(29.7%)

‘管他稱’

0(0%)

‘把他稱’

60(2.7%)

15) 现代汉语中的“管他叫/喊/稱”也包括了“管他叫作 ，叫做，叫为/喊作，喊做，喊为/稱
作，稱做，稱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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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CCL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共找出1000条例句中出现的“叫他NP2”句
式，又在所有6537条“叫他”例句中搜索出其他各类例句。與近代汉语一样，CCL中
现代汉语的“喊他”例句也只有324条，而“稱他”的例句共2213条。本文对这些例句的
出现频率进行了百分比计算，得出上述数据。
本文分析后发现，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稱呼类雙宾动词为“叫”，1000条例句中
共出现229条例句，占了22.9%，其次是“喊”，共64条例句，占了19.8%，最后才是
“稱”，共出现了232条例句，占了10.5%。除了雙宾句以外，其他句式中“稱他为”的
使用频率最高，为657条，占了29.7%，“把他稱”也出现了60条例句，不过本文发现
其中43条(71.7%)都是“把他稱为”句式，还有一些“管他叫”的例句，不过也只是占到
了1.9%。
通过前两章的统计分析，我们了解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稱呼类雙宾句及其
相关句式的使用情况，下面就来对比一下这两個时期这些句式发展变化的情况。

Ⅳ. 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的历时分析
本文在引言中已经指出近代汉语是连接古代汉语與现代汉语的非常重要的时
期，因此要对现代汉语中的某些语法结构及特點进行分析，就一定不能忽略其在近
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已经对上述两個时期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进行了
分析，下面就来看看这些句式在历时层面上发展变化的情况。
首先让我们通过下列图1看一下包含“叫”、“喊”、“稱”的雙宾句在近代汉语和现
代汉语中的历时变化。

16) 现代汉语中的“把他叫/喊/稱”也包括了“管他叫作 ，叫做，叫为/喊作，喊做，喊为/稱
作，稱做，稱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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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叫”、“喊”、“稱”雙宾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历时变化

30
20
使用频率

10
0

叫（近）
叫（現）
喊（近）
喊（現）
稱（近）
稱（現）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叫”雙宾句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近代很少使用，只有3.2%，
到了现代，使用频率直线上升为22.9%。“喊”雙宾句也是从近代的9.8%，上升为现
代的19.8%，不过上升幅度没有“叫”雙宾句高，然而只从使用次数，而非使用频率
来看，“叫”要明显高于“喊”。“稱”雙宾句與“叫”、“喊”相反，近代的使用频率较高，为
20%，现代却低至10.5%，呈下降趋势。人们在使用各类能够表达相同意思的句式
时出于经济原则，势必要选择更加简单常用的句式，而淘汰掉其他不常用的句式，
这种语言层面的优胜劣汰在共时层面上表现为各类句式互相交织，混杂在一起，很
难分辨出哪些句式更具有优势，但从历时层面上，却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句式渐趋
成熟，有些句式却要被淘汰。从这一點上来看，我们发现“叫”雙宾句从近代到现代
一直呈现出句式优势，被大多数人接纳并使用，而“稱”雙宾句却慢慢遭到了人们的
遗弃，可以说这种变化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下面再来比较一下稱呼类雙宾句與其他相关句式的历时变化。
图2. “叫”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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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图来看，不论近代或现代，“叫”主要还是用在雙宾句中。除了雙宾句以
外，“叫~作”句式、“叫~为”句式在近、现代都很少使用，“叫~做”句式在历时上发生
了一些变化，由近代的1.6%下降到现代的0.3%，现在很少使用，而“管~叫”和
“把~叫”句式则恰恰相反，分别从近代的0.1%、0.1%上升到现代的1.9%和0.7%，
呈现越来越常用的趋势。可以看出，“V~作”、“V~做”、“V~为”等連动句式在與“叫”
结合时，都变成了劣势句式，而“管~V”、“把~V”等介词句與“叫”结合以后却越来越
具有优势了。
图3. “喊”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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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出现次数较低的“喊”在近、现代汉语中大部分也只是用在雙宾句
中。另外，除了“喊~做”、“喊~为”在近、现代汉语中少量使用以外，“喊~作”、
“管~喊”、“把~喊”句式连例句都未能搜到。不同于文言形式的“稱”，“喊”在表达“稱
呼”义时，與“叫”几乎没有太大的语用上的区别，因此在使用过程中相关句式慢慢被
淘汰，也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图4. “稱”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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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喊”主要用于雙宾句，而如上图所示，“稱”虽然在雙宾句中的频率也相对
较高，但不论近代或现代，出现在“稱~为”句式中的频率最高，近代汉语中占了
31%，到了现代虽有下降，也占了29.7%。另外，在近代汉语中“稱~作”、“稱~做”
句式的使用频率也相对较高，分别占了4.7%和12.9%，但到了现代却降至0.2%和
0.3%，可以说很少被使用，越来越处于劣势。不过“把~稱”，或者说“把~稱为”句式
在现代汉语中却慢慢出现涨幅，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稱~为”句式的优势地位與“稱”
这一文言表达在书面语中持续不衰地使用息息相关。本文通过《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1986)对“叫”、“喊”、“稱”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叫”的使用频率最高，大部分用于文
学作品以及生活口语中，“喊”的使用频率居中，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稱”的使
用频率最低，主要出现在科普书刊和报刊政论中，很少用在生活口语中17)。

Ⅴ. 结语
通过上述对具体语言情况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稱呼类雙宾句及其相关句式在
近、现代汉语中经历了程度不一的更替现象，大体内容可以总结为下列几點。
(1) 包含“叫”的雙宾句在近代不常出现，到了现代使用频率却直线上升，这一
历时性的变化说明“叫”字雙宾句成为了具有优势的句式。包含“喊”的雙宾句现代的使
用频率也高于近代。
(2) 除了沿袭古文用法的“稱~为”句式仍旧具有生命力以外，其他“V~作”、
“V~做”、“V~为”等连动句式已经慢慢消亡，在现代汉语中只见于一些文言表达中。
(3) “管~V”、“把~V”18)句式在近代汉语中零星出现，可到了现代，“管~叫/叫
17) 下面是《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叫”、“喊”、“稱”出现的词次和语料分布情况。
词次
报刊政论
科普书刊
生活口语
文学作品
叫
1957
122
160
495
1180
喊
381
3
9
44
325
稱
210
62
93
6
4
18) 石毓智、李讷(2001：2)在对“汉语语法化的历程”进行讨论时，曾对“把”句的产生进行了
论述，他们指出｢在汉语语法史上，一個语法化过程往往同时涉及到新标记和新结构的
产生，两者经常是同一变化的两個方面，比如处置式的发展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指示谓
语中心动词之前受事名词的语法标记“把”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引起新语法格式“把”字句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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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叫做”、“把~叫/叫作/叫做”、“把~稱(为)”等三個句式慢慢呈现出上升势头。
(4) “V~作”、“V~做”、“V~为”句式的消隐與“管~V”、“把~V”句式的成熟正符
合汉语语言历时变化中连动句滋生出介词句19)的发展脉络，可以说雙宾句相关句
式的历时变化與整個汉语语言结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5) 现代汉语中处于优势的“叫”雙宾句、“稱~为”句式、“把~V”、“管~V”等句
式是各种稱呼类相关句式在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优胜劣汰后，为人们所挑
选使用的句式。这些句式语义、语用或语体条件各不相同，各有特點，各有所长。
“稱~为”主要用于书面语，沿袭了文言文的古风，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叫”雙宾句在
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可使用，结构简单，省时省力，符合经济原则，但其间接宾语的
限制较强，本文在CCL中搜索了“把~V”、“管~V”等例句，有些包含“他”、“它”等简
单的间接宾语的例句可以與雙宾句自由转换，但如“工友们把这里叫“百宝屋”｡”，“因
此秦始皇修阿房宫的时候呢，管阿房宫叫做阿房宫前殿｡”等例句，换成“叫这里“百宝
屋”或者“叫阿房宫阿房宫前殿”却显得非常别扭。
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代表，语序成为了语法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汉语在表达各
类“稱呼”义时各种不同语序的句式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从近代到现代，这些句式
在数量上慢慢简化，在功能上也趋于专门化，这些句式的发展变化过程更是印证了
从连动句到介词句的发展脉络。稱呼类雙宾句作为典型的雙宾句，像“给予”类、“取
得”类雙宾句一样动词后带有两個宾语，但在其他句法、语义特點上都很难找到共同
點。稱呼类雙宾句的发展离不开其與相关句式的相互作用與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使
一些旧的相关句式被淘汰，新的相关句式被使用，更使雙宾句，主要是包含“叫”的
雙宾句成为了更强、更具优势的句式。

19) 石毓智(2001)曾指出汉语连动句中意义较宽泛，属于次要位置的动词容易被语法化为
介词等语法成分，如“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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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본고는 ‘叫’，‘喊’，‘稱’ 등이 쓰인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V~作’，‘V~做’，
‘V~为’ 등 연동구문, ‘管~V’，‘把~V’ 등 전치사구문들에 대해 통시적으로 고찰
해보았다. 이러한 구문들은 근대한어, 즉 송, 원, 명, 청 및 중화민국시기에서 현
대한어로 발전되면서 많은 변화를 겪었기에 본고는 이 두 시기에 구문들에 대한
말뭉치 검색을 통해 구체적인 사용 상황을 살펴보고 비교하였다. 본고의 분석 결
과는 아래 몇 가지로 나눌 수 있다.
(1) ‘叫’가 쓰인 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근대한어에서 자주 쓰이지 않았지만 현대에
와서 사용빈도가 급격히 올라갔다. 이러한 변화는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이 현대에서
생산성이 높은 구문이 되었음을 방증하기도 한다. ‘喊’이 쓰인 이중목적어구문도
이러한 상승세를 타면서 근대보다 현대에서 더 높은 사용빈도를 보였다.
(2) 고대 문언형식을 답습한 ‘稱~为’구문 외에 기타 ‘V~作’，‘V~做’，‘V~
为’ 등 연동구문들은 모두 점점 살아지는 추세를 보였다. 현대한어에서는 일부
문언표현에서만 볼 수 있었다.
(3) ‘管~V’，‘把~V’ 등 전치사구문은 근대한어에서 조금씩 쓰였지만 현대에
와서 그 중 ‘管~叫/叫作/叫做’，‘把~叫/叫作/叫做’，‘把~稱(为)’등 세 구문이
천천히 상승세를 타기 시작하였다.
(4) ‘V~作’，‘V~做’，‘V~为’구문의 소실과 ‘管~V’，‘把~V’구문의 상승세
는 중국어의 일부 전치사구문이 연동구문에서 비롯되었다는 점에 부합되는 현상
으로, 다시 말해서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관련구문의 통시적인 발전은 중국어
의 통사 구조의 변화와 발걸음을 같이 하였다고도 할 수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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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현대한어에서 많이 쓰이는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 ‘稱~为’，‘把~V’，‘管~V’
구문들은 통시적으로 선택받은 구문들로, 의미, 화용, 문체 등 측면에서 모두 각
각의 특징과 장점을 가지고 있다. ‘稱~为’는 고대 문언을 답습하여 글말에 많이
쓰이고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구조가 간결하고 경제 원칙에 부합된다. 하지만 통
사적 제한, 특히 간접목적어가 제한을 많이 받는다. ‘把~V’，‘管~V’는 ‘叫’이중
목적어구문과 비교할 때 구조가 복잡하다는 단점을 가지고 있다.
중국어는 고립어로, 어순이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맡고 있다. 그런데 근대한어에
서 여러 가지 복잡한 어순을 가진 구문들이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같이 복잡
하게 쓰였다. 현대에 이르러 그 중 일부가 점점 사라지면서 구문의 수가 줄어들
고 구문 각각의 전문성도 가지게 되었다.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은 전형적인 이
중목적어구문 중의 하나지만 ‘수여’ 혹은 ‘취득’의미를 가진 이중목적어구문과 동
사 뒤에 목적어를 두 개 가졌다는 점을 제외하고는 통사, 의미적으로 매우 큰 차
이를 가지고 있다. 그러므로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의 특징을 심도 있게 고찰하
려면 우선 관련 구문들을 같이 살펴봐야 한다. 이러한 구문들은 호칭류 이중목적
어구문과 서로 작용하면서 그 중 일부가 사라지기도 하고 더욱 생명력을 가지기
도 하였다. 그 중에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叫’이중목적어구문이 이러한 작용력에서
파급력이 더욱 강하고 확장되어 사용할 수 있는 구문이 되었다는 점이다.

【主題語】
이중목적어구문, 호칭류 이중목적어구문, 통시적 비교, 근대한어, ‘叫’,

‘稱’，

“稱~爲”， “把~叫做”, “管~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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