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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说明现代汉语的“给”的一部分用法。用“给”表予以义的句子，除了介词“‘给’＋

接受者＋动词”以外，还有“动词＋给＋接受者”的形式。由于语法化的原因，介词“给”的“予以”

义已经相当虚化。因此，也可出现在其他句子中。对于动词后的“给”的用法，以往的研究未见明确的

说明。根据本文的考察，动词后的“给”具有确定予以义的功能，用在没有明确的予以义的动词后，可

以使其附加予以义。本文还观察到，存现句里也有类似的现象。 

关键词：给；予以义；接受者 

 

零、前言 

 

 现代汉语的“给”，除了表示予以的动词用法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意义和用法。本文主要

探讨与予以义有关的一些用法。“予以”这一行为，除了施事（agent），还可以带另外两个项。

一个是受事（patient），一个是接受者（recipient）。如例(1)，包含用介词“给”标记接受者的

介词结构。有时，动词后加“给”的形式也可以表达跟(1)相近的意思，如(2)。此外，还有一

些动词可以带两个宾语，如(3)。即双宾语结构。可以说，这类结构是表示予以的最典型的句

型。 

(1) 我给他寄一本书。 

(2) 我寄给他一本书。 

(3) 我送他一本书。 

 这些句式有什么差异，各自有哪些选择条件，是本文要考察的主要内容。以下称例(1)这

类“介词‘给’＋领受者＋动词”形式为Ⅰ型，其中的“给”可有不同的作用，本文只讨论

标记接受者的“给”。称例(2)这类“动词＋给＋接受者”的形式为Ⅱ型。称动词本身直接带

接受者宾语的“动词＋接受者”的形式为Ⅲ型。在Ⅰ～Ⅲ型的句子中，表事物的受事有的可

以用“把”等方式放在动词前面，有的因为上下文的关系，也可不出现。所以说，真正的双

宾语句只是Ⅲ型的一部分，并非全部。详见后面的讨论。 

  对于Ⅰ～Ⅲ型的区别，目前尚未见充分的说明。例如，Ⅰ型的“给”和Ⅱ型的“给”的

后边都是接受者，但Ⅰ型和Ⅱ型未必能够互换。另外，Ⅱ型和Ⅲ型在形式上的差异是有无动

词后的“给”，但有或无，句子在实际的意义上几乎没有差异。下面通过语料的比较，考察分

析Ⅰ～Ⅲ型的意义和用法。 

 

一、动词的种类 

 



  没有既能进入Ⅰ型，也能进入Ⅱ型、Ⅲ型的动词。我们首先考察哪类动词可以用于哪个

形式。下面的分类是以张伯江 1999 和杉村 2005 为参考，加上本文搜集的语料所做的概括。 

 

1.1 “送”类动词 
  指“给、送”等表施事直接把受事予以接受者的动词，可以用于Ⅱ型和Ⅲ型，但不能用

于Ⅰ型。张伯江 1999 认为：“这些动词都在语义上要求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所以不需要特

意事先规定其目的物”。 

  本文通过对“CCL 汉语语料库”、“BCC 汉语语料库”等大规模语料库的调查，未见用在

Ⅰ型里的表予以意思的“送”①。这类动词“递、借、还、赏”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最

典型的表予以义的动词“给”不能出现于Ⅱ型（例如“*我给给他一本书”）。所以本文不把动

词“给”作为研究对象。 

 

1.2 “寄”类动词 
  “寄”类动词所表示的予以有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这是跟“送”类动词不一样的地方。

“寄”类动词可以用于Ⅰ型和Ⅱ型。但这类本身不具直接带接受者宾语的功能，所以不能用

于Ⅲ型。这类动词还有“邮、汇、传”等。 

 

1.3 “扔”类动词 
  “扔”类动词本来没有予以义，但表使事物离开施事。这样的意义基本上不需要接受者。

所以动词本身不能带接受者宾语，不能用于Ⅲ型。不过，“扔”的动作往往可以有目标，如果

目标是人的话，可以用“给”作标记，用于Ⅱ型。张伯江 1999 指出，“扔”不适于Ⅰ型。在

搜集的语料中，“扔”类确实有不适于Ⅰ型的倾向，但也有一部分的例外。详见第 3 章。 

 

1.4 “告诉”类动词 

 “告诉”这类发话动作，可以看作“施事把信息传给接受者”，所以，和予以义动作有很

多共同点。例如，“告诉”类动词跟“送”类动词一样，可以用于Ⅱ型和Ⅲ型。但张伯江 1999

指出，“告诉”一般不能用于Ⅰ型。我们也几乎没有找到“告诉”在Ⅰ型里出现的句子。“告

诉”类动词还有“教、报告、提醒、通知”等。此外，表“说、讲”等发话义的动词可以用

于Ⅰ型。本文的“告诉”类不包括这些动词，详见第 5 章。 

 以上的四种动词类与Ⅰ～Ⅲ型的关系可概括为下表。 

 

  Ⅰ型 Ⅱ型 Ⅲ型 

 “送”、“告诉”类 × ○ ○ 

 “扔”类 × ○ × 

 “寄”类 ○ ○ × 

 

  如表所示，动词可以直接带接受者宾语的是“送”类动词和“告诉”类动词，换言之，

可以用于Ⅲ型的动词，都不能用于有介词“给”的Ⅰ型。相反，不能用于Ⅲ型的“寄”类动

词都可以用于Ⅰ型。这样看来，予以义动词引进接受者的方式，在Ⅰ型和Ⅲ型呈现为互补性



关系。动词本身没有予以义的“扔”类动词只能在Ⅱ型里引进接受者，句子整体能够表示予

以义。可以认为，动词根据意义和功能选择形式。下面通过具体用例，进一步分析Ⅰ～Ⅲ型

在用法上的差异。 

 

二、远程予以义动词 

 

  目前为止的关于给予的研究，主要考察典型的予以动词“送”类，本文把表示远程予以

的“寄”类和不含予以义的动词“扔”类等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更客观地观察Ⅰ～Ⅲ型

的差异。 

  首先看“寄”类动词。这类动词有予以义，但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口语里不能直接带

接受者宾语，例如不能说“寄你”。这跟“送”类不一样。“寄”类当然可以带受事宾语，例

如“寄书”。可是根据本文的考察，像(4)那样“寄”类动词直接带受事宾语的句子非常罕见，

大多数都是像(5)那样动词后加上表示趋向的“来、去、出、到”等（以下称为“趋向成分”）。

也就是说，“动词＋趋向成分＋受事”是“寄”类动词带受事宾语的最普遍的形式。 

(4) 陈炳南不仅去信鼓励，还一次次寄钱。（《人民日报》1996 年） 

(5) 父亲专门从老家寄来一本《蒙汉词典》，并在信中叮嘱儿子：“在首都当兵，不会说

汉语，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你一定要争气……”（《人民日报》2000 年） 

 尤其是，表某一具体、个别的事件的动作，即不是习惯性的动作或对比等时要同趋向成

分共现的倾向非常强。虽然“送”类动词也可以同趋向成分一同现，但没有“寄”类那样的

“必现”要求。“送”类动词表示直接给予，所以给予的动作和事物转移止点的接受者可以同

时出现。“寄”类动词表示的是间接给予，动作实现后，事物到达接受者之前有一定的空间、

时间距离。所以，动作的实现只能表示把事物寄出，离开施事的领域而已。我们认为，是“寄”

类动词的这个特征要求趋向成分共现。 

“寄”类动词要求趋向成分共现的倾向，在用介词“给”引进接受者的Ⅰ型里也同样可以

看到。在动词“寄”用于Ⅰ型的约 900 个例句之中，像(6)这类动词直接带受事宾语的约 160

个。其他大多数都附带趋向成分。如(7)、(8)。 

(6) 嗣后，每年元旦，康佳公司都给我寄一张纪念卡，希望保持联系，及时反馈他们产

品的质量问题。（《人民日报》1993 年） 

(7) 他含着泪赶到邮局给家里寄去了 500 元钱。（《人民日报》1994 年） 

(8) 《江汉论坛》的荣开明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认为对错误的难免和可免、对再认识

中的肯定否定问题，确有阐明之必要。（《读书》1985 年） 

  本文还考察了“邮、汇、传”等其他“寄”类动词，结果相同，大多数的句子含有趋向

成分。 

  对介词“给”的功能，沈家煊 1999 认为“表示预定的目标”。也就是说，用“给”引进

句子中的接受者是事物转移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寄”类动词仍然要求趋向成分。这一

语言事实说明，介词“给”只有标记接受者，表明转移目标的功能，已经完全失去了动词“给”

的予以义包含的事物转移和转移方向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Ⅰ型主要表示的不是给予

义。如上例(8)，“给”标记的“我”虽然是接受者，但句子整体主要表示的不一定是给予，

只是转移事物。转移事物是动词”寄“承担的，“给”标记目标，“来”表示方向。 



  下面考察Ⅱ型的句子。在“寄”用于Ⅱ型的约 1800 个句子中，没有一个是有趋向成分的。

如(9)、(10)。 

(9) 他还将一张身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

无殊面见矣。”（刘福祥《梁启超的爱情》） 

(10) 1993 年 6 月，广州电信局寄给他们一张缴款通知书，…。（《市场报》1994 年） 

  趋向成分一般都在动词后面紧接着出现，但Ⅱ型的动词后要有“给”，趋向成分没有出现

的位置。换一个角度来看，要求与趋向成分共现的倾向特别强的“寄”，可以用“给”代替趋

向成分。这意味着“给”可以承担类似趋向性的功能②。可以认为，Ⅱ型里的“给”不仅标记

接受者，还能表施事为起点、接受者为终点的事物转移的方向。 

 

三、没有予以义的动词 

 

  “扔”类动词本来没有予以义，但进入Ⅱ型形式后，句子整体可以表示予以义。这样的

用例很多，如下。 

  (11) 一天两次，只有一个中国人扔给她一块黑饼子，和一点凉水。（老舍《四世同堂》） 

(12) 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王朔《一半是火焰一

半是海水》） 

  如前所述，Ⅱ型里的“给”可以引进接受者，表示事物转移的方向。如果是这样，剩下

的就是施事的动作作为引擎，进行事物的转移。可以说，Ⅱ型的形式具备予以行为实现的环

境。“扔”本来的意思是“挥动手臂使拿着的东西离开手、抛弃”，表示事物离开施事处的动

作。这可以看作事物转移的引擎，这种动词进入Ⅱ型后，可以充分表予以义。也就是说，动

词只表示转移的开端，通过动作实现予以的是Ⅱ型格式的核心意义。 

  典型的予以动词“送”类、远程予以动词“寄”类动词本身都包含着予以义，所以在Ⅱ

型里使用时，动词和“给”的意义不能完全分离。通过与没有予以义的“扔”类进行对照分

析，才能得出结论：Ⅱ型拥具有的予以义大多由“给”承担，动词只是提供动力的引擎，两

者结合起来，表“通过动作，实现向接受者的予以”。 

  对“扔”类动词不适应Ⅰ型的原因也可以说明，没有予以义的这类动词搭配介词“给”，

标记事物转移的目标。在我们看来，这还不足以使予以行为成立。如果是Ⅱ型，动词只提供

动力，予以义就可成立。Ⅰ型要使予以义成立，必须有表把事物转移到目标的明确意义的动

词。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扔”动词进入Ⅰ型里的用例。 

(13) 她们帮助干完活，每人给杨淑清扔下 100 元钱，没留姓名走了。（《作家文摘》1994

年） 

  动词“扔”所表示的“挥动手臂使拿着的东西离开手”的动作，虽然有些不礼貌，但作

为家人朋友之间授受事物的手段，不一定是很少见的。所以，可以作为转移事物的手段之一。

至少跟“踢”等其他手段比较起来，还能够接受。再则如前所说，Ⅰ型的核心意义不是予以，

而是事物的转移。所以“扔”类有时可以进入Ⅰ型。 

 



四、典型的予以动词 

 

  下面我们看表示典型予以义的“送”类动词。这类动词与其他动词不一样的是，可以带

两个宾语，即可以构成属于Ⅲ型的双宾语句。同时，还可以进入Ⅱ型。结果可以形成如Ⅲ型

的例(14)和Ⅱ型的例(15)，这两个意思差不多。两者的差异就是有没有“给”。这个“给”看

起来是多余的。对这个“给”的添加，已经有很多研究。主要的如“使接受者的方向性更明

确的功能”（廬涛 1993）、“凸显动作行为的结果的接受者”（関光世 2001）等。只是这些说法

尚嫌抽象，还不足以成为适当地使用Ⅰ型和Ⅱ型的标准。 

(14) 我送你一本书。 

(15) 我送给你一本书。 

  本文考察的语料库中的句子，几乎没有单个动词“送”带接受者宾语的。说“送你”，可

以指“送给你（某个东西）”的意思，但更一般的理解是“伴随你一起（到你的目的地）去”。

动词只带一个宾语的话，这个宾语最自然地被理解为宾格。相对而言，Ⅱ型的“送给你”里，

“你”一定是接受者。很明显，在只有一个宾语的情况下，是否有“给”，可以辨别句义。根

据本文的考察，在所有用“送”的句子里，大约有百分之十是Ⅱ型。考虑到“送”的意义和

用法，百分之十亦是极大的数目。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附加“给”是辨别意义的有效办法。 

  再如，“借”有“借出”和“借入”两个意义。但“借给”的意义只有一个。“给”有把

后面的名词限定为接受者的功能，由这个功能来消除歧义。 

  Ⅱ型的“给”的作用不是“强化予以义”，而是为了确定予以义，特别是有歧义时，它是

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 

杉村博文 2005 指出，在“送你”和“送给你”都可以用的情况下，“送给你”给人的感

觉礼貌一点。他认为，这是由于加上“给”引起的予以义的强化和接受者的前景化。对于这

个现象，本文的观点正好相反。由于“给”可以辨别意义，所以本来应该加上，不加的话，

反倒使人觉得略欠礼貌。 

  “送”类动词不能用于Ⅰ型，但可见“送”和介词“给”共用的句子，本文也搜集到了

不少。可是，这些例句的“送”都是“搬运”的意思。如： 

(16) 他们是那些清洁你们小区的，他们是那些给你送水送煤气的，…（《杨恒均微博的

博客》） 

  这样看来，Ⅰ型里的“送”表示的不是予以义的“赠送”，而是“送到、搬运”。这时，

“给”后边的名词是事物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服务的受益者。 

 

五、传达信息类动词 

 

  前章论及，光杆儿的“送”类动词，很少只带接受者宾语。它如果带两个宾语则为Ⅲ型。

但是，用两个宾语来表达的事件并不多，所以不管Ⅱ型，还是Ⅲ型，受事和接受者两个宾语

同时出现的句子很少见。迄今为止的研究在有限制的环境中，比较带两个宾语的Ⅱ型和Ⅲ型，

或比较一个宾语的Ⅱ型和两个宾语的Ⅲ型，试图借以抽出“给”所表示的意义。但表示传达

信息的“告诉”类动词可以构成只带一个接受者宾语的Ⅲ型，我们可以认为，为了真正抽出



“给”的意义，对用“告诉”类动词构成的Ⅱ型和Ⅲ型进行比较，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表信息传达的光杆儿“告诉”类动词可以直接带接受者宾语，可以构成Ⅲ型。根据本文

的考察，“告诉”带一个宾语的结构，这个宾语几乎都是接受者，如“告诉你”。罕见的带受

事宾语，如“告诉一件事”。可以说，“告诉”跟接受者的关系紧密，主要表示的不是对“什

么”而是跟“谁”有关的动作行为。 

 此外，“告诉”类动词所传达的内容，在一般的情况下，动作开始之前已经有准备。这个

倾向在“通知”、“报告”等“告诉”类动词句中表现得更明显。由于这一原因，“告诉”类动

词常常出现在“把”字句里。 

(17) 临出来的时候，我把住址告诉给她——深愿她求我，或是命令我，作点事。她似乎

根本没往心里听，一笑，眼看看别处，没有往外送我的意思。（老舍《微神》） 

 这说明“告诉”类表示得把某个信息传达给接受者的句义，可以认为是类似“予以”的

行为。这类动词并不表物理上的事物转移，但可用于实现对接受者的予以行为的Ⅱ型。 

 但是，“予以”信息只是传达的信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表信息传达的句子可如例(18)，

不含传达的具体手段。 

(18) 自然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再难复生。（《人民日报 1994 年》） 
 在这个例子里，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不能是动作的主体，作为信息的发源地，一直存

在。接受者主动地理解信息。细看Ⅱ型和Ⅲ型的例句，我们发现，表信息传达一般使用Ⅲ型，

但特别表示转给信息时则用Ⅱ型。换言之，Ⅱ型始终如一表予以义，Ⅱ型和Ⅲ型的形式差异，

源于意义的差别。 

  另一方面，使用“告诉”类动词的Ⅰ型句几乎没有③。但是，表示和“告诉”类似的意义

的“说”可以用Ⅰ型，用例也有很多。“说”同“告诉”类不一样，不能直接带接受者宾语，

因而不能构成Ⅲ型。如“说他”不是“跟他说”，而是“责怪他”。“他”不能是接受者宾语。

这意味着“说”所表示的动作不一定需要接受者。实际上，“说”也可以表自言自语，无需听

话人。概括地说，“说”主要表示的是说话的行为本身，而不是传达信息。所以同“告诉”类

不一样，不能表信息转给，也不能用于表予以的Ⅱ型。前面讨论的“送”是一个词两个意义，

在Ⅱ型里表予以，在Ⅰ型里表示移动。“告诉”和“说”有共同的意义，在Ⅱ型里要用含予以

义的“告诉”，在Ⅰ型里要用不含予以义的“说”。两个动词形成互补分布。 

 

六、制作类动词 

 

  我们搜集到的用“说”的Ⅱ型句都是像“说给你听”这类，接受者后边再加另外一个动

词的句子。这一格式的结构不是“说给你／听”而是“说／给你听”（朱德熙 1983），而且没

有后边的“听”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不在本文的Ⅱ型范围之内。这个

形式也常见于制作类动词。制作类动词如“做（菜）”等，宾语所指的事物，在动作开始之前

不存在，动作结束时才形成。这类动词同“说”一样，我们搜集到的都是如(19)那样的形式。 

(19) “还是去我那里我做给你吃？”（冯小刚《非诚勿扰》） 

另外，制作类动词的成立不一定需要接受者宾语、可以用介词“给”引进接受者而构成

Ⅰ型等是这类动词同“说”的共同点。 

  制作类动词常常用Ⅰ型里，这时如(20)，制作之后，在把做出来的东西给接受者的同时，



也把制作的行为本身，亦即服务，也提供给接受者。 

(20)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龙志毅《政界》） 
  这时，用介词“给”标记的名词，是事物的接受者，也是动作的受益者。下面(21)的“你”

虽然是接受者，但也可看作是“说故事”的受益者。 

(21) “给你说个故事，想听吗？”周大龙说。“好!”晴儿点点头。（余少镭《现代聊斋》） 

  可以认为，Ⅰ型的“给”所标记的不一定是单纯的接受者，更多的是接受者兼受益者。 

  我们再看一个动词。朱德熙 1979 指出，能构成本文的Ⅱ型的动词里有“写（信）”等。

朱氏说明，“‘写’跟‘信’组合的时候，预先假定有“受者”（收信人）一方存在。此时“写”

就取得了给予的意义。”就是说，“给你写信”的意思不仅是“通过写的动作完成信”，还包括

“把写完的信给对方寄出”。日语的「あなたに手紙を書きます」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 

  “写”可以归入制作类动词。制作类动词不适于Ⅱ型，但“写”有很多Ⅱ型的用例。这

些用例几乎都是如(22)、(23)，都是接受者后面加“的”的形式，“的”后面的名词是“信”，

或者是类似“信”的东西。 

(22) 我口袋里有他写给我的信件。（阿瑟·柯南·道尔《皮肤变白的军人》（王梦梅 改

写）） 

(23)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递给我一张残旧的纸。那是我在中学时写给她的一首诗。（麦

迪《初恋的情人》） 

  在本文考察的动词里，几乎没有用Ⅱ型的短句做定语的用法④，“写”也有不做定语的Ⅱ

型例句。 

(24) 他说∶“好吧，金秀，你把陈玉英家的地址写给我。我想我孙子了，我得去看看。”

（陈建功《皇城根》） 

  (24)表示，通过“写”的动作，把“地址的信息”转给别人。这跟传达信息的“告诉”

很像。此外，“写”还可以构成Ⅱ型的事实说明Ⅱ型所表示的“予以”义比较宽泛。在意义上

跟“告诉”相近的“说”，用法上和制作类动词一样。相反，制作类动词的“写”的用法接近

“告诉”。这种相交现象很值得研究。 

 

七、结语 

 

  “告诉”类动词表示的是用声音等手段直接向对方传达信息。但“写”是借助信或者纸

条传达，所以在传达的时间上、空间上产生一定的“距离”。另外，“写”可以构成Ⅰ型和Ⅱ

型。从这些特征来看，“写”同“寄”类动词很相似。 

  综上所述，动词同ⅠⅡⅢ型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下表。 

 

 事物 信息 Ⅰ型 Ⅱ型 Ⅲ型 

 “送”类 “告诉”类 × ○ ○ 

 “扔”类  × ○ × 

 “寄”类 写 ○ ○ × 

 制作动词 说 ○ × × 



 

  制作类动词和“说”表示的不是予以，但为了跟其他动词对比，包含在表里。 

  本文讨论的Ⅰ型的“给”在从标记“接受者”到“接受者＋受益者”的发展进程中，产

生了更多的用法。如“给他开门”里的“他”完全没有接受什么事物或信息，只接受动作的

恩惠。这里的“给”标记的是纯粹的“受益者”。这个“给”还可以标记“情况诱发者”，从

而构成一种被动句⑤。由此看来，Ⅰ型的“给”源于动词“给”，此后逐渐虚化，产生了很多

用法。 

  另一方面，Ⅱ型的“给”跟多义词“送”一起用时，可以确定“送”的意义。由此可见，

动词后加的“给”有确定予以义的功能。“给”同“寄”类动词一起用时表示远程予以，同“告

诉”类一起用时表示信息传达等。这些是非典型的予以义功能。“扔”类本来没有予以义，但

只要有转移事物的引擎，在Ⅱ型里用就可以表示予以义。可见，不管用哪种动词，Ⅱ型的意

义都是“通过动作行为，实现对接受者的予以”。 

  在汉语的“教室里有一个人”等表示存在的存现句中，动词要用“有”。但进一步说明以

什么状态而存在的时候，如“教室里站着一个人”，用“动词＋着”的形式。我们认为，本文

讨论的句式与此相似。表示予以本身时要用动词“给”，但进一步说明通过什么样的动作而予

以的时候，用“动词＋给”的Ⅱ型形式。虽然有一部分动词如“送”类，构成双宾语结构也

可以表示予以义，但在那些动词里，除了“给”以外，都可以构成Ⅱ型。而且“动词＋给”

还可以带两个宾语。总括这些事实，可以说，用“给”以外的动词表示予以时，原则上要用

“动词＋给”的形式。 

 

附注 

1)  动词“送”有几个意思，但本文基本上只以予以义的“赠送”义的“送”为讨论对象。 

2)  趋向成分和Ⅱ型的“给”不一定能换。 

3)  我们搜集到“告诉”后边有引号的句子，但数量极少。 

  学校里竟自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会有人给他告诉：“先生！小铃儿打我一拳！” 

  “胡说！小铃儿哪会打人？不要欺侮他老实！”先生很决断的说，“叫小铃儿来！”（老舍《小铃儿》） 

4)  详见今井 2016。 

5)  详见木村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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