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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結論

【中文提要】

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 動詞加“得”構成的“V得”形式已不常使用｡ 普通話中一般
在“V得”後加上補語成分“C”構成組合式補語結構“V得C”｡ 在屬於西南官話的重慶方
言地區, 雖然也使用“V得C”結構, 但日常生活中仍在大量使用“V得”結構表示可能

性或能力, 如“吃得”､ “要得”､ “做得”等｡ 我們認爲“V得C”中的“得”已虛化爲結構助

詞, 而重慶方言“V得”結構中的“得”字用法, 也是實詞虛化後的結果｡ 本文將從重慶
方言“V得”結構入手, 闡述其在現代重慶方言中的用法, 並對“V得”結構進行曆時的

考察, 以推測出重慶方言“V得”形式的語法化過程｡ 
本文分析了“V得”結構在現代重慶方言中的叁種用法: 1.表示動作“V”實現的可

能性; 2.表示“V得”前的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或優點; 3.表示動作的完成並已固化

爲詞彙形式｡ 其中前兩種屬於能性述補結構用法, 表達的是能性範疇(客觀條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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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能力), 第叁種用法可看爲詞彙結構｡ “V得”結構叁種用法在重慶方言中的並

存, 可以看成是“得”虛化過程中不同語法功能的殘留｡ 
本文對“V得”結構進行了曆時的考察, 分析出重慶方言“V得”結構的語法化過

程｡ 即重慶方言中表示能性範疇(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的“V得”結構, 最早伴隨著

“得”字的虛化, 由表示“否定動作實現可能性”的“V不得”結構語法化而來, 隨後其內

部語義分化, 產生“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和“表示主語具備某種能力”兩種意思, 最

終這兩種用法都保存在了重慶方言中｡ 而表示動作完成並固化爲詞彙形式的“V得”

結構, 則是先由動詞“得”虛化爲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 再與“得”前的動詞

緊密結合, 最終語法化爲詞彙形式｡ 

I. 緒論

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 動詞加“得”構成的“V得”形式已不常使用｡ 普通話中一般
在“V得”後加上補語成分“C”構成組合式補語結構“V得C”｡ “V得C”又包括表示可能性

(如“拿得動”)和表示狀態(如“長得漂亮”)兩個次類1)｡ 在屬於西南官話的重慶方言地
區2), 雖然也使用“V得C”結構, 其表達的意思和普通話中的“V得C”結構相同(即表示

可能性和表示狀態), 但日常生活中仍在大量使用“V得”結構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如

“吃得”､ “要得”､ “做得”等｡ 我們認爲“V得C”中的“得”已虛化爲結構助詞, 而重慶方言

“V得”結構中的“得”字用法, 也是實詞虛化後的結果｡ 本文將從重慶方言“V得”結構入

手, 闡述其在現代重慶方言中的用法, 並對“V得”結構進行曆時的考察, 以推測出重

慶方言“V得”形式的語法化過程｡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 關於四川或重慶方言的研究雖多, 但多集中在語音和詞

彙方面, 語法方面的研究整體較少, 尤其是關於重慶方言中“得”的研究, 也並無多少

1) 吳福祥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 《中國語文》 2002年 第1期, 29頁 參
考｡

2) 本文的重慶方言指重慶主城區的方言｡ 重慶主城區主要指重慶市所轄的渝中區, 江北
區, 南岸區, 沙坪壩區, 九龍坡區, 大渡口區, 北碚區, 渝北區, 巴南區九個行政區｡ 因
此本文中的重慶方言地區不包含主城區外的行政劃分上屬於重慶直轄市的璧山､ 江津､ 
合川､ 開縣､ 巫山等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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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 
首先, 楊月蓉(2006)《談重慶方言中表示能願的“得”類詞語》一文中, 對重慶方

言中“得”表示能願的用法做了較爲細致地歸納總結｡ 該文認爲重慶方言中表示可能､ 
意願､ 許可等常用“得”及含“得”的“得來､ 得起､ 得倒”等｡ 除了“得”可以用在動詞形容

詞前外,其他幾種都是用在動詞形容詞後表示能願義｡ 文中對重慶方言的“V得”結構

進行了詳細地闡述, 認爲在主語不同的情況下, 根據語境其表達的意思也有所不同,

其主要表示“客觀條件允許”和“主語具有某種較強的能力”兩種意思｡ 該文雖然對重慶
方言中“得”的相關用法進行了分類歸納, 但主要集中於共時層面的描寫, 缺乏重慶

方言中“得”的語法化過程的曆時性考察｡ 
牟之渝,劉世英(2009)《重慶話“得”的語法化研究》一文從概念語義學的角度,分

析由“得”組成的典型重慶話話語如“要得”､ “吃得”以及其相關否定形式如“要不得”､ 
“吃不得”等組合的涵義轉化和虛化過程,並探討重新分析和類推在重慶話語法化形成

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但該文主要從概念語義學的角度通過認知圖式對重慶方言中的
“得”字進行了語法化動因的分析, 缺乏曆時性的語料考察, 也未對重慶方言的“V得”

形式進行具體闡述, 是其研究不足的地方｡ 
另外, 劉爽(2016)《淺析璧山方言存現句中的“V得有”——兼論重慶方言“得”》一

文中, 對重慶方言“得”的用法做了分析｡ 該文將重慶方言“得”分爲四種用法, 分別爲:

得1:實義動詞, 意爲“獲得”; 得2:動詞, 表示擅長某種行爲｡ 得3:助動詞, 表示可

以､ 能夠等義; 得4:後綴｡ 然後分別從認知學的角度對“得”的四種用法做了詳細分

析｡ 但該文也是在共時層面對重慶方言“得”的用法進行了分析｡ 雖然對“V得”結構做

了一些語法化的探討, 但主要是從認知學的角度來分析其用法, 仍然缺乏曆時層面

的語法化考察｡ 
王洋河(2017)《西南官話“曉得”的語法化——兼論“曉不得”》中認爲西南官話的

“曉不得”結構甚特殊, 不符合現代漢語語法, 而是古漢語的遺留｡ “曉不得”是“曉得”

發生語法化之前的否定式｡ 該文先分析了“得”的語法化過程, 隨後闡述了“V+得”的

語法化過程, 最後探討了“曉得”的語法化誘因, 指出“語義的適宜”和“適當的句法環

境”是“曉得”語法化爲詞彙的主要動因｡ 該文雖對“V得”結構的語法化過程做了較爲細

致地分析, 具備曆時層面的考察, 但其落腳點爲“曉得”的語法化過程, 並未具體分析

重慶方言中作爲能性述補結構的“V得”的語法化過程｡ 因此對於“V得”結構還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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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空間｡ 
文獻綜述方面, 張明媚,黃增壽(2008)《古漢語中“得”的研究綜述》中對古漢語中

“得”的研究進行了綜述, 認爲現階段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得”作爲助動詞時的

性質和意義, “(可)得(而)V”結構, “得”作爲助詞時“得”字補語句的語義類型和“得”的

性質, “得”字補語句產生的時間, 助詞“得”的來源, “得”字補語句的前後段成分,“V(O)

不得”結構, “得”的語法化原因,專書中“得”的用法等｡ 文章認爲關於“得”的語法化研究

仍然存在很多有爭議的問題,諸如助詞“得”的來源等｡ 因此對於“得”的語法化原因的

探討還缺乏深度, 有更多值得研究的空間｡ 
最後, 陳榮澤(2008)《巴蜀官話方言語法研究綜述》中綜述了十餘年來巴蜀方

言3)語法研究的成果,總結了其成績與不足｡ 從其綜述來看, 近幾十年來, 關於四川

方言或者重慶方言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 關
於四川重慶方言的研究, 多集中在語音或詞彙方面, 而對於語法的研究則不太多｡ 
同時, 大方言區域內部各地區間的方言在詞彙和語法上仍存在一定差異｡ 因此對於
四川重慶方言的語法研究, 多以微觀的單個方言點的研究居多, 缺少綜合性的考察｡ 
另外, 在研究領域上也存在不平衡｡ 巴蜀方言的語法研究主要是對方言語法的共時
描寫和比較,缺乏對方言語法史的研究, 應該說這是巴蜀方言語法研究上的一個空

白｡ 
綜上所述, 在前人的論述中, 雖然對普通話“得”的語法化研究較多, 但對於重

慶方言“得”的研究卻較少, 尤其是缺少對其曆時的語法化考察｡ 因此, 本文將著重考

察重慶方言“V得”結構的語法化過程｡ 

Ⅱ. 重慶方言中“V得”的用法

在現代重慶方言中, “得”的用法較多, 使用的範圍也較廣｡ 既有和普通話相同
的用法, 即在“V得C”結構中, 當補語C爲動詞或趨向動詞時: 1.表示動詞實現的可能

性(如“聽得懂”､ “說得出”､ “吃得下”､ “做得完”等); 2.當補語C爲形容詞時, 可以表

3) 一般認爲巴蜀方言指使用西南官話的四川重慶方言, 也包含該區域內的客家方言､ 湘方
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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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動詞實現的可能性(如“衣服髒了洗得幹淨”, “那個東西我看得清楚”); 3.當補語C

爲形容詞時, 也可以表示動詞實現的狀態(如“這件衣服洗得好幹淨”, “你把家裏弄得

好整齊”)｡ 除此之外, 重慶方言中還有一些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不常用的“得”字用法,

如“V/Va得4)”､ “不得V”､ “V得贏”結構, 以及幾乎固化爲詞彙的“得行” “沒得”等:

(1) 我曉得了｡ (我知道了)
(2) 他身體好, 很累得｡ (他身體好, 非常能承受勞累)
(3) 這個蛋糕吃得｡ (這個蛋糕可以吃)
(4) 明天他不得去｡ (明天他不會去)
(5) 時間搞得贏｡ (時間來得及)
(6) 這個事情得行｡ (這個事情可以實現)
(7) 我沒得錢｡ (我沒有錢)

從上述例句可以看出, 在重慶方言中, “得”字的用法比普通話更爲豐富, 且多

種形式和意義並存｡ 其中甚至用“不得+V”來表示普通話中“將來不會做某件事”的意

思, 用“沒得+N”來表示普通話“沒有+N”的意思｡ 因“得”字在重慶方言中的用法較多,

受文章篇幅限制, 本文只集中闡述重慶方言中“V得”結構的叁種用法 ｡ 

1. 表示可能[條件]

在現代重慶方言中, “V得”結構最常見的用法是表示能性範疇中動詞在客觀條

件下能否實現的可能性, 我們將其記作“可能[條件]”｡ 這種情況下, 根據“V得”結構

中主語的不同又可分爲以下幾類, 而它的否定形式一般爲“V不得5)”∶

4) 這裏的Va表示形容詞｡ 
5) 在重慶方言中, “V不得”實際比“V得”使用範圍更廣, 除了表示“V得”的否定外, 還用於其
他含義｡ 雖然在後文的論述中會涉及到“V不得”的語法化, 但主要是爲了說明“V得”的情
況｡ 因此對於“V不得”本文不做詳細討論, 而是集中於討論“V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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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語爲動作的受事賓語, 如∶

(8) 這個牛奶沒有壞, 還喝得｡ 
(這個牛奶沒有壞, 還可以喝)

(9) 花卷蒸好了, 吃得了｡ 
(花卷蒸熟了, 可以吃了)

(10) 這件事情做不得哦, 做了要遭決｡ 
(這個事情不能做, 做了的話會被罵)

2) 主語爲動作的方式､ 處所等｡

(11) 這個板凳兒坐得｡ 
(可以坐這個凳子｡ )

(12) 這個自行車是好的, 騎得｡ 
(這個自行車沒問題, 可以騎)

(13) 那個地方去不得, 危險得很｡ 
(那個地方不能去, 因爲很危險)

3) 主語爲施事即動作的發出者或是動作的受事工具｡

(14) 這個錢小金掙得, 那我也掙得｡ 
(小金可以掙這個錢, 那我也可以掙這個錢)

(15) 爲什麼你吃得我吃不得？
(爲什麼你可以吃, 而我不能吃？)

(16) 容易打爛的東西這個箱子裝得｡ 
(可以用這個箱子裝易碎品)

以上例句中, 雖然“V得”結構動詞前的主語類型不同, 但句中的“得”都表示動作

“V”在客觀條件下實現的可能性, 相當於普通話中表示可能性的能性助動詞“可以”

“能”的意思｡ 但是叁種主語類型的“V得”結構句之間還有一些差異｡ 當主語爲動作的
受事賓語或動作的方式､ 處所(例句(8)-(13))時, “V得”結構通常只表達“動作實現的

可能性”這一種意義6), 即只表達能性範疇的“可以” “能”的意思｡ 而當主語爲動作的
6) 實際上在重慶方言中, 也有例外的情況｡ 當主語爲動作的受事賓語時, 因動詞和受事賓
語的關系不同, 有時也會出現表達兩種能性意義的情況, 即既可以表示客觀條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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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者或是動作的工具時(例句(14)-(16)), “V得”結構除了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這一意思外, 還可以表達“動作的發出者或動作工具具有某種能力”這一意義, 即在

下一章節中將要闡述的重慶方言“V得”結構表示“主語具備某種主觀能力或某種優點”

的用法｡ 

2. 表示可能[能力]

如上一章節所述, 重慶方言“V得”結構中的主語爲動作的發出者或是動作的工

具時, 除了表示客觀條件下“動作實現的可能性”這一意思外, 還能表達“動作的發出

者具備某種主觀能力”和“動作的工具具備某種優點”的意思, 我們將其記作“可能[能

力]”｡ 而其否定的形式一般也爲“V不得”｡ 我們根據主語的情況將其分爲兩類:

1) 主語爲動作的發出者

(17) 小金掙錢掙得得很｡ 
(小金非常有能力掙錢)

(18) 爺爺已經八十了, 但還是很吃得｡ 
(爺爺雖然八十了, 但還是能吃不少)

(19) 昨天他還喝得喲, 一個人喝了六瓶啤酒｡ 
(昨天他非常能喝, 一個人喝了六瓶啤酒)

(20) 以後老了, 你做不得了啷個辦？
(以後老了, 沒有能力做事情的話怎麼辦?)

(21) 她每天都在吐, 一點都吃不得｡ 
(她每天都在吐, 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 吃東西的能力變弱)

2) 主語爲動作的受事工具

(22) 這個箱子還裝得耶, 可以裝恁個多！
(這個箱子很能裝東西, 可以裝這麼多東西)

性, 也可以表示主觀能力｡ 如“這本書賣得”, 既有“這本書可以被賣”的意思, 也有“這本書
賣得好”的意思｡ 但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因此本文不作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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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這把刀砍得, 砍牛骨頭都可以｡ 
(這把刀質量很好, 砍牛骨頭這種硬的東西也沒有問題)

(24) 這個手機很用得, 再用幾年都沒得問題｡ 
(這個手機質量很好, 再用幾年都可以)

(25) 這個包包真的裝不得, 放個手機就滿了｡ 
(這個包包很小裝不了什麼東西, 放個手機包就滿了)

例句(17)~(21)中, 當主語爲動作的發出者時, 根據語境可以判斷, “V得”結構

表達的是主語具備的某種主觀能力及這種能力的程度, 而非“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這裏的“得”相當於普通話中表示具備某種主觀能力的能性助動詞“能”的意思｡ 如例
(17)和例(14)主語同爲動作發出者“小金”, 結構都是“掙得”, 但例(14)“掙得”指客觀

條件允許小金掙這個錢的可能性, 例(17)則是指小金有能力掙很多錢｡ 例(18)和例

(15)同理, 例(15)“吃得”指客觀條件下“你能吃”某個東西的可能性, 而例(18)“吃得”

則指爺爺有能力吃很多東西｡ 例(19)“喝得”指他有喝很多酒的能力, 例(20)的“做不

得”則是指人老了不具備自己照顧自己做事情的能力, 例(21)的“吃不得”指主語因爲

一直吐, 沒有能力吃進去東西｡ 由此看出, 句子中的主語爲動作的發出者時, “V得”

結構可表示主語具備的某種主觀能力及這種能力的程度｡ 
而例句(22)~(25)中, 主語爲動作的受事工具, “V得”表示的意思都是該工具具

備的某種優點或能力｡ 如將例(16)和例(22)比較, 主語都是“箱子”, 結構都是“裝得”,

但根據語境和意思判斷, 例(16)“裝得”指可以用這個箱子裝東西的可能性, 例(22)

的“裝得”則指這個箱子容納量大小的能力｡ 同理, 例(23)“砍得”指刀質量好具備砍硬

東西的優點, 例(24)“用得”指手機質量好具有經久耐用的優點, 例(25)“裝不得”則指

包沒有容量大的能力｡ 由此也可看出, “V得”結構中主語爲動作的受事工具時, 可以

表示該工具具備某種優點或能力的意思｡ 
所以, 在主語相同的情況下, 重慶方言的“V得”結構可能蘊含兩種意思｡ 要判斷

具體表達哪種意思, 就需要通過語境和句子結構成分來具體分析了｡ 一般來說, 當

“V得”結構表達“主語具備某種能力或動作工具具備某種優點”的意思時, “V得”前可以

用程度副詞“很”修飾, 或是在“V得”後有“得很”補充說明主語或動作工具能力的程度｡ 
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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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王吃得｡ 
(小王可以吃, 或者小王能吃很多, 兩種意思)

(27) 小王很吃得｡ 
(小王能吃很多, 一種意思)

(28) 這個瓶子裝得｡ 
(可以用這個瓶子裝東西, 或者這個瓶子能裝很多東西, 兩種意思)

(29) 這個瓶子裝得得很｡ 
(瓶子能裝很多東西, 一種意思)

例(26)沒有程度副詞修飾, 在沒有具體語境的情況下, “V得”就可以表示“動作

實現的可能性”和“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兩種意思, 例(28)同理｡ 而例(27)中的“V得”

受到程度副詞“很”修飾, 例(29)中的“V得”後有“得很”補充說明主語能力的程度, 因此

這兩個例句中的“V得”只表示“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這一種意思｡ 
綜上所述, 重慶方言中的“V得”結構既可以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也可以表

示“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 這兩種用法都表達了動詞的能性範疇, 應將其劃分爲能

性述補結構, 分別記作“表示可能[條件]”和“表示可能[能力]”｡ 根據“V得”前主語的不

同和句子成分分析, 可以在具體語境中判斷“V得”表達的是何種意義｡ 

3. 表示完成的詞彙結構

在重慶方言中, “V得”結構的“得”還有一類用法, 不屬於能性述補結構的範疇｡ 
其既不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也不表示“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 而是和一些動詞

相結合, 已經固化爲常用詞彙｡ 這裏動詞後“得”的意義表示該動作的完成, 其典型的

代表結構就是“曉得”和“要得”｡ 
“曉得”在重慶方言中十分常用, 表示“知道” “明白”的意思, 否定式一般爲“不曉

得”, 部分地區也用“曉不得”｡ 例如∶

(30) 我曉得這件事了｡ (我知道這件事了)
(31) 媽媽曉得那個人｡ (媽媽知道那個人)
(32) 他啥子都不曉得｡ (他什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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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以看出, “曉”加“得”的結構基本已經固化爲一個詞彙“曉得”｡ 在該詞彙內
部, 可將“得”看成“曉”的補語, 表示“曉”這個動作得到實現, 隨後“得”進一步虛化爲動

相補語7)表示完成的意思, 因而固定成詞彙“曉得”｡ 
除此之外, “要得”在重慶方言中也十分常用, 表示贊成､ 同意的意思, 和普通

話中的“好的”意思相同｡ 而其否定式一般爲“要不得”, 表示“不行”的意思｡ 例如:

(33) 要得, 明天一起吃飯嘛！(好, 明天一起吃飯)
(34) 我找他借錢, 他說要得｡ (我向他借錢, 他答應說可以借給我)
(35) 他恁個做要不得, 要遭決｡ (他這樣做不行, 會被罵的)

上述例句中的“要得”基本上也是作爲一個詞彙在使用｡ 在該結構內部, 可將“得”

看成表示完成的動相補語｡ 最初“要”的結果是“得”, 隨後“得”虛化爲表示“要”的動作完

成, 形成詞彙“要得”, 並在重慶方言中引申出表示“贊成” “同意”的意思｡ 
其實這種表示動作完成的“V得”結構凝固爲詞彙的用例在普通話中也存在, 比

如“覺得”､ “懂得”､ “記得”等等｡ 但是“曉得”和“要得”幾乎不用於普通話中, 而多用於

重慶方言中, 因此可將其看成是重慶方言“V得”結構的用法之一｡ 
綜上所述, 現代重慶方言中“V得”結構的“得”字基本存在叁種用法, 即∶1.表示

動作“V”實現的可能性｡ 2.表示“V得”前的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或優點｡ 3.表示動作

的完成並凝固爲詞彙形式｡ 其中前兩種用法爲能性述補結構, 表達的是能性範疇

(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 第叁種用法可看爲詞彙結構｡ “V得”結構叁種用法在重慶方
言中的並存, 可以看成是“得”虛化過程中不同語法功能的殘留｡ 沈家煊(1994)曾指

出“語法化”存在“歧變原則”, 即一個實詞朝一個方向變爲一種語法成分後, 仍然可以

朝另一方向變爲另一種語法成分,結果是不同的語法成分可以從同一個實詞歧變而

來8)｡ 而重慶方言“V得”具有的叁種句法功能, 正是由這種語法化過程中的歧變而

來｡ 

7) 這類用做動相補語的“得”, 詞義高度虛化, 性質和功能近於完成體標記“了”, 所以在劉堅
等(1992)和曹廣順(1995)裏被看做表示完成的動態助詞｡ 關於動相補語, 可參見趙元
任(1979)和吳福祥(1998)｡ 趙元任 《A Grammar of Spoken》(《中國話的文法》)∶“有
少數幾個補語是表示動詞中動作的“相”而不是表示動作的結果的｡ ”

8) 沈家煊 <“語法化”研究綜觀>,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4年 第4期, 19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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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重慶方言“V得”的語法化過程分析

前面提到, “V得”結構的“得”字在現代重慶方言中存在叁種用法, 分別可以表示

動作“V”實現的可能性, “V得”前的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或優點, 還可以在固化爲詞彙

的形式中表示動作的完成｡ 其中前兩種屬於能性述補結構用法, 第叁種用法可看爲
詞彙結構｡ 這叁種用法的來源都和“V得”的語法化過程相關｡ 沈家煊指出, 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指意義實在的詞語轉化爲只表語法功能､ 無實在意義的語法
成分這樣的過程9)｡ 語法化包括“實詞虛化爲語法成分”與“篇章成分轉化爲句法成分

或構詞成分”兩部分, 而“V得”中“得”的虛化即屬於實詞虛化的過程, “V得”固化爲詞彙

形式則屬於篇章成分轉化爲構詞成分的過程｡ 

1. 表能性範疇“V得”的語法化

吳福祥(2002)認爲在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產生之前, 表達能性意義的手段

之一是用傀儡補語結構(Dummy Potential-complements)10), 即“V得”和“V不得”｡ 
這時的“V得”和“V不得”像能性助動詞一樣, 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11)｡ “V不得”作爲

能性述補結構的用法, 曆史上很早就出現了, 而“V得”表示能性意義, 其產生時間比

“V不得”晚｡ 
在先秦文獻中12), 已經有少數“V不得”的形式, 更多的是“欲V不得” “V而不得”｡ 

這裏的“不得”可以理解爲“不能實現” “不能得到”的意思, 例如∶

(36) 五曰: 先王之使其民, 若禦良馬, 輕任新節, 欲走不得, 故致千裏｡ (《呂氏
春秋》)

9) 沈家煊 <“語法化”研究綜觀>,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4年 第4期, 17頁 參考｡
10) “傀儡補語結構”是指帶傀儡補語的能性述補結構｡ “傀儡補語”這個概念是趙元任(1979)

提出來的, 趙先生說: “有兩個常用的補語‘了’(liao3)和‘來’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其作用
在於使可能式成爲可能, 是一種傀儡補語｡ ” 舉的例子是“這事太難, 我做不了(/來)”｡ 
“了”用如傀儡補語見於唐代以後, 在這之前的文獻裏常見的傀儡補語是“得”(V得/V不得)｡ 

11) 吳福祥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 《中國語文》 2002年 第1期, 31頁 參
考｡

12) 從例句(36)開始, 每段例句根據每段論述中提到的朝代順序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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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之不聞, 索之不得, 不可以治勝敗, 不能制死生, 故明將不法也｡ (《兵
法》)

(38) 欲伐而不得, 深斧柯; 欲鳥而不得, 生網羅; 欲彼天下, 是生爲｡ (《逸周
書》)

(39) 今夫亡箴者, 終日求之而不得; 其得之也, 非目益明也, 眸而見之也｡ 
(《荀子》)

(40) 候之不得, 寄謀失矣｡ (《兵法》)

而在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文獻中, “V不得”的用例開始多起來, 但仍可見“欲V不

得”的形式｡ 這時的“V不得”開始表達動詞的能性意義∶

(41) 漢古制寬, 大臣有隱退, 今去不得, 陽狂恐知, 身死爲世戮, 奈何？(《漢
書》)

(42) 悲救不得, 徒自困疲｡ (《寶藏論》)
(43) 苦請不得, 乃罷｡ (《北史》)
(44) 於是城內遂相維持, 欲降不得｡ (《北史》)
(45) 裹以幣帛, 隔以棺槨, 支體絡束, 口含玉石, 欲化不得, 鬱爲枯臘, 千載之

後, 棺槨朽腐, 乃得歸土, 就其真宅｡ (《漢書》)
(46) 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 見騫, 喜, 問欲何之｡ (《漢書》)

以上例句中的“V不得”都可以看做是能性述補結構, 表示“否定動作實現可能性”

的意思｡ 
而隋唐以後, “V不得”表示能性意義的用例大大增加∶

(47) 臣料賊中, 必出不得, 今欲直挫其奸意……(《舊唐書》)
(48) 若教示不得, 須來告我｡ (《舊唐書》)
(49) 宿客盡眠眠不得, 半窗殘月帶潮聲｡ (《全唐詩》)
(50) 荊棘滿山行不得, 不知當日是誰栽｡ (《全唐詩》)
(51) 千裏思家歸不得, 春風腸斷石頭城｡ (《全唐詩》)
(52) 俊臣案詔獄, 特造十個大枷∶一曰定百脈, 二曰喘不得, 叁曰突地吼, 四

曰著即承, 五曰失魂魄｡ (《大唐新語》)
(53) 爾若念念心歇不得, 便上他無明樹, 便入六道四生, 披毛戴角｡ (《臨濟語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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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認爲上述例句中的“V不得”已經成爲能性述補結構, “得”作爲傀儡補語, 語

義已經虛化｡ 
而“V得”形式在先秦用例很少, 在兩漢及魏晉文獻中開始出現∶

(54) 今處官則荒亂, 臨財則貪得, 列近則持諫, 將眾則罷怯……(《呂氏春秋》)
(55) 其後, 平等皆以術窮詐得, 誅夷伏辜｡ (《漢書》)
(56) 尋隨方士入華山, 歲餘捕得, 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漢書》)
(57) 雖有鉤箴芒距､ 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 娟嬛之數, 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淮南子》)
(58) 仙之可學致, 如黍稷之可播種得, 甚炳然耳｡ (《抱樸子》)

不過以上例句中的“V得”都不能看成能性述補結構, 此時“V得”中的“得”仍保留有

一定的動詞意義, 或可以看作前面動詞“V”的賓語｡ 如(54)中的“貪得”與“荒亂” “持諫”

“罷怯”等對舉, 因此可將“貪得”看作動賓結構, “得”是賓語, 跟“貪吃” “貪玩”類似｡ 而
(55)中的“術窮詐得”意思爲“走投無路, 被人使詐而被捕獲”, “得”是“(被)捕獲”的意

思｡ (56)的“捕得”､ (57)的“爭得”､ (58)的“播種得”中“得”都有動詞“獲得”的意義｡ 因
此這一階段的“V得”結構, “得”的動詞含義還比較實在, 並未開始虛化｡ 隨後原本爲
動詞的“得”在“V得”結構中虛化, 成爲表動作實現的結果補語｡ 

但在隋唐五代的文獻中, “V得”開始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59) 信心若解修持得, 必定行藏沒疏失｡ (《敦煌變文》)
(60) 敬忠曰∶“若十遍, 即是十遍誦得, 今七遍誦得, 何要滿十？”(《封氏聞見

記》)
(61) 儻使一時降伏得, 總遣度卻入僧行｡ (《敦煌變文》)
(62) 縱令救得, 便須卻置都護, 須以漢兵鎮守｡ (《舊唐書》)
(63) 必若辦心親去得, 是名太子不思(議)｡ (《敦煌變文》)

上述例句中的“V得”結構, 都可看爲能性述補結構, 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如
例(60)“誦得”是“能夠背誦”的意思, 例(61)“降伏得”表示“能降伏”的意思, 例(62)“救

得”表示“能夠守救”的意思, 其他同理｡ 這些例句中, 在“V得”結構前都有表示假設或

讓步意義的關聯詞“若､ 倘使､ 縱”等｡ 和這些詞相連接, 更能表達出“V得”結構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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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義｡ 由此可以認爲, 表示動作實現可能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得”形式, 在隋唐時

期已經基本形成｡ 
“V不得”表能性意義的形成時間較早, 對於其形成原因, 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 

其一爲後移說, 認爲“V(O)不得”中的“得”是置於動詞之後表示可能的“得”｡ 王力
(1980)､ 蔣紹愚(1995)､ 太田辰夫(2003)､ 嶽俊發(1984)､ 李曉琪(1985)認爲

“V(O)不得”是由“不得V”的助動詞“不得”後移而成,產生的時間應是漢代｡ 其二則是
“語法上的縮約現象”, 志村良治(1995)認爲“V(O)不得”是由“連動式”到“表示‘達成’､ 
‘實現’的述補結構, 再虛化爲能性述補結構｡ 志村良治(1995)､ 祝敏徹(1996)､ 蔣
紹愚(2005)､ 趙長才(2002)等認爲“V(O)不得”的形成過程是: 欲V不得V--欲V不得

--V不得, 即語用上的兩次省略形成了“V(O)不得”式13)｡ 從上述的文獻語料來看,

志村良治等的觀點更有說服力｡ 先秦文獻中有不少“欲V不得” “V而不得”的連動形式,

到了漢代開始縮約爲“V不得”形式, 並產生能性意義, 語法化爲能性述補結構｡ 而如
果“V(O)不得”是由“不得V”的助動詞“不得”後移而成, 其後移的動因和形成機制卻不

甚明確｡ 
而“V得”結構產生表示能性意義的用法, 則可能是從“V不得”先語法化爲能性述

補結構後而產生的｡ 梅祖麟(1998)認爲語法化的動因和機制之一是“正反形式應該

是對稱平衡的, 如果缺項, 就會產生所缺的項, 以填補空當”14), 因此在“V得” “V不

得”形式中, 因“V不得”出現時間較早, 在兩漢魏晉時期就已經產生了能性述補結構的

用法, 表示“否定動作實現可能性”的意思, 而同一時間內形成的“V得”結構還沒有產

生表示動詞能性意義的用法｡ 換言之, 在表否定的能性述補結構“V不得”產生後, 沒

有與之相對應的肯定結構表示肯定的能性意義, 因而造成了形式上的不對稱｡ 而此
時表示動作實現結果的“V得”結構產生, 正好與能性述補結構“V不得”構成形式上的

對應, 於是“V得”就產生了“表示動作實現可能性”的意思, 語法化爲能性述補結構｡ 
其語法化過程如下表所示:

13) 張明媚, 黃增壽 <古漢語中“得”的研究綜述>,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年 第1期, 55頁 參考｡

14) 梅祖麟 <漢語語法史中幾個反複出現的演變方式>, 《古代漢語語法論集》(北京, 語文出
版社, 1998), 74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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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南北朝 隋唐五代
V不得

(表示動詞否定的能性意義)

V不得

(表示動詞否定的能性意義)
無 V得

(表示動詞肯定的能性意義)

“V得”表示動作實現可能性的能性述補結構用法, 從宋朝開始得到廣泛使用, “V

不得”作爲其否定形式也同時存在∶

(64) 若待我些兒酒, 盡吃得､ 盡吃得｡ (《全宋詞》)
(65) 如一口吃得, 放光動地｡ (《無門關》)
(66) 如操舟, 尋得大港水脈, 便一直溜去, 不問叁尺船也去得, 五尺船也去得,

一丈二丈船也去得｡ (《朱子語類》)
(67) 但上面臨時可做, 下面臨時做不得, 須是熟後能如此｡ (《朱子語類》)
(68) 上座但會我甚麽處去不得, 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 色等諸法｡ (《五燈會元》)

上述例句中的“V得”及“V不得”表示的都是動詞“V”實現的可能性, 如例(64)“盡吃

得”是“全都能吃”的意思, 例(66)“去得”是“可以去”的意思, 而例(67)“做不得”與前句

“可做”對照理解, 是“不能做”的意思｡ 所以這裏的“V得”都是表示客觀條件下動作實現

的可能性｡ 
但當“V得”形式的主語是動作發出者時, 其表達的意義開始蘊含“主語具備某種

主觀能力”的意思, 其否定形式仍然是“V不得”, 表示“主語不具備某種主觀能力”∶

(69) 天樣大事也做得, 針樣小事也做得, 此所謂大本, 所謂忠, 所謂一者, 是
也｡ (《朱子語類》)

(70) 人要做這事, 及至做不得, 則曰命, 是心裏猶不服他｡ (《朱子語類》)
(71) 若是做不得, 方可歸之天, 方可喚做氣數｡ (《朱子語類》)

上述例句中的“V得” “V不得”可以理解爲“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也可以理解爲“主

語具備的某種主觀能力”｡ 如例(69)“做得”包含有天樣“大事也有能力做, 小事也有能

力做”的意思｡ 例(70)的“及至做不得, 則曰命”有“人等到沒有能力做了, 那就是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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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和前述的重慶方言例句(21)“以後老了, 你做不得了啷個辦？”意思類似, 例

(71)的“做不得”同理｡ 因此可以認爲從宋朝開始, 能性述補結構“V得”的內部語義開

始分化, 除了具有“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的意思外, 開始逐漸產生“表示主語具備

某種能力”的意思｡ 而這種語法化的過程和意義的分化, 可以看作是重慶方言中“V

得”能性述補結構有兩種用法的意義來源｡ 
到了元明清時期, 因爲元雜劇地興起和明清話本的流行, “V得”能性述補結構開

始大量使用於口語中, 主要用於“表動作實現的可能性”∶

(72) [淨]阿公, 你休聽他說謊, 糠秕如何吃得？(《琵琶記》)
(73) 只見沈鏈聲色俱厲道∶“此杯別人吃得, 你也吃得｡ (《喻世明言》)
(74) 開了房門, 風兒又吹, ……怎生睡得, 心裏丟不下那個女子｡ (《喻世明言》)
(75) 陶氏道: “若是吃得, 我就舍與你吃, 怎麼要換｡ ” (《風流悟》)
(76) 於老者道: “我們城西不比你們城南, 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 ”(《儒林外史

(下)》)
(77) 皇帝喝得, 爺爺喝得, 你們要, 喝不得｡ ” (《女媧石》)
(78) 這裏到福州, 有二叁千裏路, 一個女人如何去得？(《風流悟》)
(79) 宋信道: “酒後做是做得, 只怕終有些潦草｡ (《平山冷燕》)
(80) 萬秀娘哭了, 口中不說, 心下尋思道: “……奸騙了我身己, 剗地把我來賣

了！教我如何活得？”(《警世通言》)

也有不少否定形式“V不得”:

(81) 慧澄見說得尷尬, 便道∶“做得做不得, 且說來！”(《初刻拍案驚奇》)
(82) 得貴搖手道∶“做不得, 做不得！ (《警世通言》)
(83) 我如今說不得, 不是我沒廉恥, 守寡這樣難的, 只得尋個對頭去罷了｡ ”

(《風流悟》)
(84) 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 車斷走不得, 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兒

女英雄》)
(85) 埋怨得曹孟瑚進不得, 出不得, 於是靜坐在書房裏沒瞅沒睬｡ (《風流悟》)
(86) 次日, 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 緩過來了, 只是動彈不得, 連那臉上也不成

人樣了｡ (《兒女英雄》)
(87) 湘雲等不得, 早和寶玉“叁” “五”亂叫猜起拳來｡ (《紅樓夢(中)》)
(88) 未到數裏, 暴風打船, 船行不得, 暫泊在福善王廟下｡ (《初刻拍案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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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用例“表示主語具備某種能力”:

(89) 寄兒酒量原淺, 不十分吃得, 多飲了一杯, 有些醺意｡ (《二刻拍案驚奇》)
(90) 那老兒名喚丁文, 約有六十多歲, 原是趙完的表兄, 因有了個懶黃病, 吃

得做不得, 卻又無男無女, 捱在趙完家燒火, 博口飯吃｡ (《醒世恒言》)
(91) 叁藏道∶“只因他做得, 所以吃得｡ ” (《西遊記(上)》)
(92) 我雖年老, 現在並無病痛, 飯也吃得, 覺也睡得, 何必要你追隨左右？

(《儒林外史(下)》)
(93) 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 家裏頗過得, 素性又最厭惡堂客, 今竟破價買你,

後事不言可知｡ (《紅樓夢(上)》)
(94) 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 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 倒是匡超人

說, “父親的病才好些, 索性等再好幾分, 扶著起來走得, 再搬家也不遲｡ ”
(《儒林外史 (上)》)

上述例句中的“V得”都可以看作表示“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 如例(89)“不十分吃

得”指寄兒“不太能喝酒, 喝酒能力弱”的意思, “吃得”前有程度副詞“十分”修飾, 其表

示“主語具備某種主觀能力”的意思更爲清晰｡ 例(90)“吃得做不得”指老兒丁文“有吃

很多的能力卻沒什麼做事的能力”, 例(91)同理｡ 例(93)“頗過得”指“家境好, 家庭經

濟能力強”, 例(94)“走得”指“有能力走路”｡ 從這些例句可以看出, 至元明清時代, 能

性述補結構“V得”已包含了“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和 “表示主語具備某種能力”兩種

用法｡
從晚清至現在的一百餘年間, 隨著“新文化運動”､ “白話文運動”地興起, 近代漢

語開始向現代漢語轉換｡ 發展至今, 能性述補結構“V得”的形式在現代漢語中已不常

使用｡ 現代漢語中一般使用能性助動詞“能” “可以”以及補語結構“V得C”來表示動詞的

實現性或主語能力的能性意義｡ 但曆史上這一曾經存在的能性補語結構“V得”形式,

卻在方言地區得到了保留, 並沿用至今｡ 因此現在重慶方言中表能性意義的“V得”結

構, 即是“V得”形式在“得”語法化過程中的留存結構｡ 綜上所述, 重慶方言中表能性

意義的“V得”結構, 最早伴隨著“得”字的虛化, 由表示“否定動作實現可能性”的“V不

得”結構語法化而來, 隨後其內部語義分化, 產生“表示動作實現的可能性”和“表示主

語具備某種能力”兩種意思, 最終這兩種用法都保存在了重慶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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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完成態“V得”的語法化

重慶方言中“V得”結構的第叁種用法, 即固化在詞彙形式中表示動作的完成, 其

語法化的過程雖然和能性述補結構“V得”有重疊的部分, 但主要發展脈絡和機制卻不

同｡ 這裏的“得”是由動詞義的“得”一步步虛化而來｡ 
“得”本義爲得到､ 獲得, 在先秦古漢語中最初爲他動詞｡ 《說文》∶“得, 行有所

得也｡ ”《玉篇》∶“獲也｡ ”又如∶

(95) 夫種麥而得麥, 種稷而得稷, 人不怪也｡ (《呂氏春秋》)
(96) 晉獻公伐虢, 得麗姬｡ (《榖梁傳》)

例句中的“得”都表示“獲得” “得到”的意思, 後接名詞性的賓語｡ 到了汉魏时期,

同時“得”也可用在他動詞之後, 構成“V得O”的連動式, 表示的意思是“V”而“得O”, 例

如:

(97) 宋元王之時, 漁者網得神龜焉｡ (《論衡⋅講瑞》)
(98) 李牧不受命,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 斬之｡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99)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 (《史記⋅信陵君列傳》)

上述例句中“得”前的動詞都暗含有“獲得”的意思, 這時的“得”與之構成連動式,

表示的仍是動詞性的“得到”之義｡ 如例(97)“網得”即“網而得”的意思, 例(98)爲“捕而

得”, 例(99)爲“探而得”｡ 
吳福祥(2002)認爲, 漢魏六朝時期, “得”在非“獲得”義動詞後逐漸虛化成表示動

作實現並有結果的結果補語15)｡ 如∶

(100)值祥私起, 空斫得被｡ (《世說新語⋅德行》)
(101)證得道跡, 諸漏已盡｡ (《佛本行集經》)
(102)楚殺得臣, 而晉文乃喜｡ (《抱樸子》)
(103)中捉驢根, 謂呼是乳, 即便？之, 望得其乳｡ (《百喻經》)

15) 吳福祥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 《中國語文》 2002年 第1期, 32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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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中的“得”用在非“獲得”義動詞後, 其語義指向不再是“得”後的賓語, 即

例句中的“得”不再表示動詞“獲得”義, 而是虛化爲語義指向“得”前動詞的結果補語｡ 
如例(100)中“得”和賓語“被”不再構成“得到被子”的意思, 而是“得”語義指向動作“斫”,

表示該動詞的結果｡ 同理, 例(101)表示的是“證”的結果, 例(102)表示“殺”的結果,

例(103)表示“望”的結果, 這裏的“得”和“得”前動詞的關系更爲緊密｡ 
那麼當“得”由“獲得”義動詞演變成語義指向動作的結果補語後, “V”和“得”的關系

緊密, “V得”對賓語的共現就不再有強制性, 賓語可以出現, 也可以不出現16):

(104)世間愚人, 修習少福, ……便謂菩提已可證得｡ (《百喻經》)
(105)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 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 (《抱樸子》)
(106)聲聞之人從聞得, 故不名爲佛｡ (《北涼譯經》)
(107)具足禁戒法, 諸根亦成就, 漸漸當逮得, 一切結使盡｡ (《東晉譯經》)

上述例句中“V得”後已經不再出現賓語, 而在唐代, 用作結果補語的“得”進一步

虛化, 演化成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17):

(108)兩瓶箬下新開得, 一曲霓裳初教成｡ (白居易《湖上招客送春泛舟》)
(109)師雲, 甚麽心教汝向境上見, 設汝見得, 只是個照境底心｡ (《傳心法要》)
(110)淨能收得, 進上皇帝｡ (《敦煌變文》)
(111)家人輩擁得, 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 以索括囊, 懸巨石而沉諸河｡ (《廣異

記》)

這裏的“得”已虛化爲表示動作完成的體標記, 其用法類似於“了”｡ 因此至唐代,

“得”的虛化過程可大致整理爲∶

16) 吳福祥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 《中國語文》 2002年 第1期, 32頁 參
考｡

17) 吳福祥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 《中國語文》 2002年 第1期, 32頁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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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得O → V得O → V得 → V得
“得”爲動詞, “獲

得”義, 也可以用在
他動詞之後構成“V
得O”的連動式｡ 

在非 “獲得 ”義動
詞後虛化成表示動
作實現並表示結果
的結果補語｡ 

“得 ”演變成結果
補語後, “得”後的
賓語可以出現或不
出現｡ 

用做結果補語的
“得 ”進一步虛化 ,
演化成表示動作實
現或完成的動相補
語｡ 

在“得”虛化爲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後, 其與前面動詞的關系更加緊

密, “V得”之間難以再插入其他成分｡ “得”作爲動相補語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用例

在宋至元明清時代得到大量使用∶

(112)所以告曾子時, 無他, 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 (《朱子語類》)
(113)歎客裏淒涼, 尚記得當年雅音, 低唱還好｡ (《全宋詞》)
(114)女兒聽得, 來到母親房中, 說道∶“你是婆婆, 如何不管!(《清平山堂話本》)
(115)慶春買得, 千歡萬喜去了｡ (《初刻拍案驚奇》)
(116)靜想方才所聽唱的姓名, 忘失了些, 還記得五六個, 把來念的熟了, 看看天

亮起來｡ (《初刻拍案驚奇》)
(117)小生當時拾得, 即欲奉還, 見中門已閉, 不敢驚動, 留待明日｡ (《初刻拍案

驚奇》)
(118)安公子聽得, 辭了店家, 出了這店門, 走了不上一箭多路, 果有個“聚合店”｡ 

(《兒女英雄》)
(119)敝縣查得, 原任長安縣知縣石峨, 已經身故｡ (《幻中遊》)
(120)鳳葵又道: “曉得, 曉得｡ ” (《女媧石》)

上述例句中的“曉得”､ “聽得”､ “買得”､ “記得”､ “拾得”等都可以將“得”看做是表

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 其意思類似於“了”, 是該動作完成的標記｡ 但隨著近代
漢語向現代漢語的發展, 一部分表示動作完成的動相補語“得”逐漸被完成體標記“了”

取代, 而個別動詞後的“得”則與前面的動詞緊密結合在一起, 固化爲詞彙形式, 如

“曉得” “記得”等｡ 
這些“V得”結構開始詞彙化的標記之一就是否定形式的變化｡ 根據檢索的語料

顯示, 在隋唐時期, “曉得”的否定形式只有“曉不得”; 到了宋代, “曉不得”和“不曉得”

形式開始並存, 但“曉不得”(39例)的用例多於“不曉得”(15例); 到了元明時代, “不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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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用例大大增加(261例), 而“曉不得”只檢索到兩例; 到了清代, 甚至檢索不到

“曉不得”的用例｡ 因此可以認爲, 最晚至清代, “曉”和“得”之間的關系已經十分緊密,

無法再插入其他成分, 否定詞“不”必須前置進行整體否定｡ 所以這種情況下可以認
爲“曉得”已語法化爲詞彙形式｡ “記得”的語法化過程也差不多, 這裏不再贅述｡ 

在重慶方言中, “不曉得”和“曉不得”的形式還在並用, 但表示的都是“不知道”的

意思｡ 正如王洋河(2017)認爲的, “曉不得”是“曉得”發生語法化之前的否定式｡ “曉

不得”與“不曉得”共存並用, 到晚清時期, “曉不得”在書面語中消失, 但保留在了西南

片區方言中｡ 因此可以認爲其是古漢語的遺留18)｡ 
從上可以看出, 重慶方言中“V得”形式固化爲詞彙結構的語法化過程, 即先由動

詞“得”虛化爲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 再與動詞緊密結合, 語法化爲詞彙

形式｡ 不過部分固化爲詞彙結構的“V得”形式, 在全中國範圍內都比較通用, 本文的

論述只能說明重慶方言中也存在這種“V得”形式語法化的過程｡ 

3. 餘論: 西南官話的形成和重慶方言的資料問題

西南官話是漢語官話方言的一種｡ 西南官話主要分布在四川､ 重慶､ 貴州､ 雲
南､ 湖北等省市, 此外廣西､ 湖南､ 陝西､ 江西等省市區也有分布｡ 官話方言一般
指有共同語音特點的方言, 而重慶方言符合西南官話的語音特征, 因此歸屬於西南

官話｡ 
從曆史上看, 西南官話是明代及其之後因移民西南而逐漸形成的官話方言｡ 也

有學者認爲西南官話是江淮官話的延伸, 二者應具有淵源關系, 並同屬南方系官話｡ 
四川古爲巴蜀之地, 土地肥沃, 地理偏安, 漢族從很早就開始移民到此地｡ 據記載,

漢族最早遷入此地的時間可能在秦統一巴蜀之後(約公元前301年)｡ 從秦至宋, 曆

代均有漢族或因避戰亂或因躲天災等原因而遷入巴蜀地區, 其中不乏中原人士｡ 而
明清兩代是漢族大規模移民西南的重要時期, 在經過了“江西填湖廣”和“湖廣填四川”

的移民大潮後, 西南原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結構得到徹底改變, 至遲到明末, 漢族

的移民人口數量已在西南地區的民族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 而西南官話即在多次移
18) 汪洋河 <西南官話“曉得”的語法化---兼論“曉不得”>, 《宜賓學院學報》, 2017年 第10期,

112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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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 因語言或方言間的不斷影響､ 融合而逐步形成､ 定型｡ 
縱然官話的劃分依據主要是語音特征, 但在西南官話形成過程中, 其詞彙､ 語

法結構等必然也受到了各地移民者方言的影響｡ 因而西南官話從語音到詞彙語法形
式都接近於現代普通話｡ 作爲西南官話一支的重慶方言, 在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受到

其他地區移民者的影響, 才慢慢形成現代重慶方言｡ 近現代是漢語書面語向口語表
達發展較快的時期, 元雜劇和明清時期話本甚至近代小說的興起, 都促使漢語的書

面語表達開始趨於口語化｡ 雖然本文主要集中研究了重慶方言中“V得”結構的語法化

過程, 但在資料搜集整理的過程中發現, 元明清時期的雜劇和話本中大量和“得”有

關的表達形式, 仍保存在了現代重慶方言及其他西南地区的方言中｡ 如∶

(121)姚公道∶“不消說得, 必是遇著歹人, 轉販爲娼了｡ ”(《初刻拍案驚奇》)
(122)蔣興哥道∶“小婿不好說得, 但問令愛便知｡ ”(《喻世明言》)
(123)媽媽見說, 又不好罵得, 茶也不吃, 酒也不嘗, 別了親家, 上轎回家去了｡ 

(《清平山堂話本》)
(124)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 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 (《兒女英雄》)

例(121)的“不消說得”在現代重慶方言中仍在使用, 表示“不需要說”､ “不用說”

的意思, 例(122)的“不好說得”在重慶方言中是“不方便說”､ “說不准確”的意思, 例

(123)的“不好罵得”, 表示“不能罵”､ “不方便罵”的意思｡ 例(124)的“不得行”在重慶方

言中更是大量使用, 表示“不行”的意思｡ 
從上可知, 現代重慶方言中這些結構和當時元明清話本中表達的意思基本一

樣｡ 因而可以認爲重慶方言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 可能受到了其他地區移民者方言

的影響, 而這些元明清時期的話本雜劇資料, 也可以作爲考察重慶方言的依據之一｡ 
同時以上形式也存在於其他西南地區的方言中(如雲南､ 四川､ 貴州等地), 所以這

些資料也可以作爲整個西南官話地區的語言參考依據｡ 因此如果要更仔細地考察重
慶方言語法詞彙的曆史變化全貌, 只使用巴蜀地區的語言資料將會更爲准確｡ 而如
何找出巴蜀地區的語言資料, 並結合西南地區各地的方言進行對比, 從而對重慶方

言的曆史變化過程做出更加准確地考察和描寫, 將是我們今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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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結論

綜上所述, 本文認爲現代重慶方言的“V得”結構存在叁種用法, 即: 1.表示動作

“V”實現的可能性｡ 2.表示“V得”前的主語具備的某種能力或優點｡ 3.表示動作的完

成並已固化爲詞彙形式｡ 其中前兩種屬於能性述補結構用法, 表達的是能性範疇

(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 第叁種用法可看爲詞彙結構｡ “V得”結構叁種用法在重慶方
言中的並存, 可以看成是“得”虛化過程中不同語法功能的殘留｡ 

同時分別對“V得”結構的用法進行曆時化考察發現, 重慶方言中表示能性範疇

(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的“V得”結構, 最早伴隨著“得”字的虛化, 由表示“否定動作實

現可能性”的“V不得”結構語法化而來, 隨後其內部語義分化, 產生“表示動作實現的

可能性”和“表示主語具備某種能力”兩種意思, 最終這兩種用法都保存在了重慶方言

中｡ 而表示動作完成並固化爲詞彙形式的“V得”結構, 則是先由動詞“得”虛化爲表示

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 再與“得”前的動詞緊密結合, 語法化爲詞彙形式｡ 
對於方言的語法化研究, 因爲語料的限制和資料的不足, 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

地方, 因此更彰顯出方言語法化研究的空間和意義｡ 希望本文能爲重慶方言研究者
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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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In modern mandarin, the structure of “V得” formed by adding “得” to

the verb is not often used. In mandarin, the complement element “C” is

usually added after “V得” to form a combined complement structure “V得

C”. In the area of Chongqing dialect which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dialect, although the structure of “V得C” is also used, “V得” structure is

still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to express possibility or ability, such as “吃

得”, “要得”, “做得” and so on. We believe that “得” in “V得C” structure has

been grammaticalized as a structural auxiliary word, and the usage of

“得” in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ntent word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structure of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expound its usage in modern

Chongqing dialect, and make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V得”

structure, so as to inf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ree usages of “V得” structure in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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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ialect: 1.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ction being

realized; 2. Indicates the subject before “V得” has any ability or

advantage; 3. Indicat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and has been

solidified as a vocabulary form. The first two of them belong to the

possibility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represent the category of

“possibility” (objective condition and subjective ability), and the third

can be seen as lexical structure.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usages of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sidue of different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得”.

This paper maked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V得”

and analyze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That is, the structure of “V得” in Chongqing dialect, which

represents the category of possibility(objective condition and subjective

ability), was first accompanied b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得”, which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structure “V不得” that represents “negate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realization”. Later, its internal semantics

diverged, resulting in two meanings: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realization” and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 has some ability”. Finally,

these two usages were preserved in Chongqing dialect. The structure of

“V得”, which represents the completion of action and solidifies into a

lexical form, was first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verb “得” into a verb

complement that represents the realization or completion of action, then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verb before “得”, and finally grammaticalized

into a lexical form.

【主題語】

충칭방언, “V得”구조, 가능성 술보구조, 어휘구조, 문법화

重慶方言, “V得”結構, 能性述補結構, 詞彙結構, 語法化



182 《中國文學硏究》⋅제78집

Chongqing dialect, “V得” structure, Possibility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Lexical form, Grammaticalization

투고일: 2020. 1. 15. / 심사일: 2020. 1. 23. / 게재확정일: 2020. 2.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