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ปีที่11ฉบบัที่21มกราคม–มถุินายน2559

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ทางวากย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รปู
ประโยค 6 ชนดิ ระหว่างภาษาจีน

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จีน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ชนิชา คิดประเสริฐ**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น้ี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ทางวากย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การใช้รูป
ประโยค 6 ชนิด ได้แก่ ประโยคกรรม ประโยคบอกผลที่มีกริยาวลี “ท�าให้” ประโยคที่มีกรรมตรง
และกรรมรอง ประโยค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ประโยคทีมี่ค�าว่า “有” 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ค “是……的” ระหว่าง
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โดยรวบรวมข้อมูล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จาก
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ตงฮั้ว 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เกียฮั้วตงง้วนรายวัน เว็บไซต์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สากล และเว็บบอร์ด
ไทยจีนฟอรัม 
 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พบ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สรุปได้
ดังต่อไปนี้ คือ 1) ประโยคกรรมใช้หน่วย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โบราณ “遭” 2) ประโยค
บอกผลที่มีกริยาวลี “ท�าให้” มักปรากฏการใช้ค�ากริยา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โบราณ “俾” 3) ประโยคที่มี
กรรมตรงและกรรมรอง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กรรมรองจะปรากฏขึ้นก่อนกรรมตรง แต่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
ในไทยกลับให้กรรมตรงปรากฏขึ้นก่อนกรรมรอง 4) ประโยค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ไทยมักจะละหน่วย
สร้างของประโยค ได้แก่ การละประธานรองในประโยคบอกผล และการละ“的”ในประโยค“
是……的” 5) นอกจากนี้ยังพบว่าประโยคชนิดเดียวกัน แต่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
ไทยจะ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ได้แก่ “有+VP” “A+有+B+adj” และ “X+adj.+过+Y” จาก
การศกึษาพบว่า 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ทางวากยสมัพนัธ์เหล่านีอ้าจเกดิขึน้ได้จากสาเหตตุ่อไปนี ้1) ความ
เคยชนิกบัการใช้ภาษาถิน่และภาษาแบบเก่า 2) อทิธพิลจากการใช้ภาษาในสือ่สิง่พมิพ์ไต้หวนัและ
ฮ่องกง 3) อิทธิพลจาก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ค�าส�าคัญ: 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หนังสือพิมพ์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รูปแบบประโยค  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ทางวากยสัมพันธ์

*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ที่ใช้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หลักสูตรอักษร
ศาสตร์ดุษฎี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ภาษาศาสตร์ (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ฮยหลงเจียง ประเทศ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อาจารย์
ที่ปรึกษา :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ไต้จาวหมิง（戴昭铭 教授）

**  นัก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ดุษฎี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ภาษาศาสตร์ (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ฮยหลงเจียง ประเทศ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23

泰国华文报与普通话在六种句式上的语法差异

秀莲

摘要

	 本文据从《中华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

和《泰国华人论坛》等报纸和网络媒体中所得的语料，对比分析了泰国华语与普

通话在“被动句”、“致使句”、“双宾语句”、“比较句”、“‘有’字句”

、“‘是……的’句”等六种句式上的语法差异。双方的主要差异有：1、泰国华

语被动句多用古汉语被动标记词“遭”；2、泰国华语致使句中用古汉语使动词“

俾”表示致使义；3、双宾语句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泰国华语与普通话次序相

反；4、某些基本句法成分，如“使”字句中的兼语和	“是……的”句中的“的”

字，泰国华语往往省略；5、同一种句类在泰国华语中使用与普通话不同的格式，

如“有+VP”句、“A+有+B+adj”句、“过”字差比句等。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泰国华人祖籍多属闽粤方言地区，泰国传统报纸的编辑多为老报人，其语言使

用习惯于方言及古旧的说法；2、受港台等华语社区报刊语言的影响；3、长期处

于泰语的包围中，接受了泰语的某些特点的影响。

关键词：泰国华语；泰国华文报纸；普通话；句式；语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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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讨论泰国华语书面语与普通话的句式差异。文中的语料主要来自历史悠久且有较

大影响的两家泰国华文报纸《中华日报》和《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两家报纸的社长及总

编辑都是泰国华人，采编人员多数是老报人，读者大多是老华侨，故其文风较为古旧，且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闽、粤等其祖籍语言的影响。考虑到各家报纸的编辑背景和语言使用标

准或有不同，为了尽可能使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还考察了编辑人员相对年

轻、读者群体更为广泛、也较为年轻的泰国华文网站《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和《泰国华

人论坛》	，从中取用了一些例句。上述媒体之间可能有语言使用习惯差异，但据了解，泰

国华文报社之间关系密切，有关泰国社会的新闻稿多取自泰国国内的华文纸媒社团	，稿子

来源相同，语言风格和标准相差不大。也有些文稿来自港台等华语社区，其语言或许会有

各自社区的特色，不过这些特色都为泰国报业编辑所认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已逐渐吸

收到泰国华语中。另外据知《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的总编来自台湾地区，但总编的工作

重在宏观管理而非语言使用的细节，故其个人的语言使用可能带有的台湾特点但不会影响

到网站文章的泰国华文的地域特色，可以忽略不计。至于上述媒体中源自中国大陆的文

稿，则已在考察统计中予以排除。

									本文所考察的4种泰国华文媒体语料的时段范围为：2014年3月至4月的《中华日

报》，共23份；2013年11月至12月的《京华中原联合日报》，共29份；2013年至2015年5月

间的《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泰国华人论坛》网页。考察方式，对两种报纸用穷尽式

统计，故在结语中有相关频次数据展示；对网站文章无法做到穷尽，故仅作随机考察并取

用例句。为省篇幅，行文中及所引例句后的语料来源标注分别简称为《中华》、《京华》

、《世界》、《泰华》。

一、被动句中多用“遭”代替“被”
	 在现代汉语被动句中，“被”是主要的被动标记词，然而，泰国华语中被动句的构成

更多地沿用了古汉语的标记词——“遭”，“遭”字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在泰国华语的书

面语中。在普通话中也用“遭”，但在使用频率上远不如“被”高。故此点成为与普通话

被动句语法的明显差异。如：

	 （1）死者是遭利器刺入右肋致肠流状可怖，死者之右腕尚遭割……（《京华》2013年

11月25日	第2版）

	 （2）他俩报案究罪自己女儿的原因是于上月来生活受到影响遭指责，遭打电话来做诸

多侵犯。（《中华》2014年4月19日	第6版）

	 （3）陈水扁因涉及龙潭购地收贿等案遭判刑定谳，合併应执行刑20年，从民国97年11

月遭收押至今。（《世界》2014年12月31日）

	 泰国华语中的被动标记介词“遭”后面可以带单音节动词或双音节动词，如：“遭

割、遭指责”，也可以带复杂的成分，如：“遭收押至今”、“遭利器刺入右肋”、“遭

打电话来做诸多侵犯”、“遭判刑定谳”。这些例句中的“遭”字句都可以自由地换成“

被”字句。

	 由于“遭”本身带有“遭受、受到”的语义，因此由它构成的被动句经常用于表示不

如意的事情。不过，在泰国华语中“遭”字句还可以用于中性义的被动句，这一用法较为

罕见，如：

	 （4）共计遭支取出之钱是四十万零六十铢。（《京华》2013年11月14日	第8版）

	 例句中的“遭支取出”作为定语来修饰“钱”是中性义，在普通话中表中性义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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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通常用“被”作标记，不能变换成“遭”字句。

	 被动标记词“被”和“遭”都起于文言。由于“被”使用频率非常高，是现代汉语最

典型的被动标记词，因此其原有的文言色彩逐渐淡化；而“遭”字句因为一直不能成为常

用形式，其文言色彩和特征得以存留。使用具有文言色彩的“遭”代替中性色彩的“被”

，是泰国华语中较多地沿用了古汉语的语言成分的表现之一。从以上用例的语体看，基本

上是半文半白，其中“文言”的部分，自然也包括“遭”和它的单音节文言修饰语，如“

死者之右腕尚遭割”中的“尚”，以及文言结构助词“之”等。

中国大陆解放后社会制度的改变和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活动，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变化，使

书面语中传承的具有文言色彩的词语锐减。由此普通话与泰国华语在语言风格上也产生了

一定的差异。

二、致使句
	 2.1	“俾”的使用

	 “俾”是一个文言词语，用作动词时有“致使”之义。《尔雅•释诂》：“俾，使

也。”此字在西周之后出现。上古汉语中“俾”也常作使动词。例如：

				“俾尔单厚”、“俾尔多益”	（《诗•小雅•天保》）

	 “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左传•襄公十一年》）

	 古汉语中“俾”用作使动词时，其格式一般是“俾+（兼语）+V”，兼语有时出现有时

省略。“俾”在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见，它是一个极其书面语化的词，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注释为“使（达到某种效果）”，并举例为“俾众周知”、“俾有所悟”。

不过，因为深受古汉语的影响，该词在泰国华语中仍较为常用，例如：

	 （1）必须解决旱灾问题俾救济农民为人民寻求食用水。（《中华》2014年3月20日	第

8版）

	 （2）若发现有反常之流动钱或遭窃资料，就即报告银行俾检查并先冻结帐户。（《京

华》2013年11月14日	第8版）

	 （3）利比亚籍游客持假护照，企图出境到柬埔寨去玩，被泰移民员警察觉逮捕，将作

扩大审讯，以查明假护照的来源，俾追捕伪造护照的不法之徒。（《世界》2013年10月31

日）

	 从以上用例可见，结构上，泰国华语中“俾”字后面通常直接加动词性词语，而不出

现兼语，其表达形式为“俾+VP”；从语义上看，泰国华语中的“俾”的意义与汉语比较已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果把以上四个用例中的“俾”硬译成“使”会觉得别扭。

	 结合语境来看，例句中“俾”后面的词语是其前段动作的“目的”，其意义及用法更

接近于现代汉语连词“以”（“以”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注释为“[连]表示目的。用

在两个动词短语中间。”）。可见，汉语中的“俾”主要用于兼语句表示致使得出某种结

果，而泰国华语中的“俾”主要用来表示使后段所说的目的实现，其致使义已淡化。

	 2.2“使”字句中“兼语”的省略

	 在现代汉语中，“使”是个多义词。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把“使”划为动词，并

给它列出了三个义项：1、支使，使唤；2、用；3、致使；让；叫。这里的“使”字句是第

三个义项的“使”，也包括与“使”字同义的“让”等其他表致使义的词构成的句子	。

“使”字句是现代汉语中致使句的典型代表，其基本结构为“N1+使+N2+V”（“使”字代

表表致使义的词语）。如：“这个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改选前，先让大家提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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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N2在语义上是兼为二职的，它是被N1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在N1的作用下发

生某结果或状况的主体。许多学者把它称为“兼语”，在语义结构中占重要的地位，不容

省缺。然而，在泰国华语中的“使”字句经常省略兼语，例如：

	 （4）阿披实斥素拉蓬向宪庭施压，寄望使（宪庭）依所需要判断。（《中华》2014年

4月17日	第8版）

	 （5）以及拜托请所有各人协同照顾国家使（之）安全生存。（《中华》2014年3月22

日	第8版）

	 （6）陈国灯老师首先通过讲解、视频、亲自演示的方式让（学生）学习了解太极拳。

（《京华》2013年11月25日	第16版）

	 以上用例中括号里的词是笔者根据普通话的表述习惯所加。

	 可见，在泰国华语中“使”、“让”后往往直接加动词性词语，不出现兼语。这种用

法在普通话中是不合乎语法规范的，“兼语”是不能隐去的。

	 从历时角度来看，古代汉语中“使”字句中“兼语”的缺省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诸如

王力（1989：293）分析递系式（其中主要的是“使”字句）时指出“在兼位名词显然可知

的情况下，它可以被省略，这样就使不同施事者的两种行为并列在一起。”李佐丰					

（2003）研究《左传》中的“使”字句，发现“使＋N＋V2”中的	 N	 经常可以不出现，成

为“使+（）+V2”的形式，如：（以下例句引自上述两位学者）

	 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汉书•晁错传》）	王例

	 文公将死，与之璧，使行。（《左传•僖公七年》）李例

	 泰国华语中“使”字句经常隐去兼语，这也是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对泰国华语的影响的

表现。

	 从搜集到的例句来看，泰国华语中“使”字句中省略的兼语常常是旧信息，如例（5）

，有时是新信息，如例（6）。至于例（4），虽然“使”字句的前段出现了“宪庭”（即

句中的兼语），但句中省略了兼语，导致表义不清，使人不明白是“谁”“依所需要判

断”。可见泰国华语中“使”字句中兼语的省略比普通话中更为自由。

三、双宾语句
	 双宾句在普通话里，一般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形成“V+间接宾语+直接宾

语”的格式，例如：“他送了我一本书”、“爸爸给我两百块钱”。泰国华语除了该表达

形式以外，偶尔还出现直接宾语在前，间接宾语在后的“V+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格式，

如：

	 （1）于案发前他与妻子聚饮时迈妻子指责只给钱侄儿而不给钱妻子的侄儿。（《中

华》2014年4月1日	第6版）

	 （2）至少少女岁供本身是一名女贩，而拍哇拉贴僧人经常给钱她用遂发生感情。（《

京华》2013年11月9日	第8版）

	 例（1）中的“只给钱侄儿而不给钱妻子的侄儿”在普通话中应为“只给侄儿钱而不给

妻子的侄儿钱。”例（2）中的“给钱她用”在普通话中应为“给她钱用”。“给”带双宾

语时，第二个名词宾语后还可再加动词，在普通话中第二个名词宾语是它后面动词的受

事，而泰国华语中却是动词的施事。这种格式较为罕见。

	 另外，在泰国华语的双宾语句中指物宾语较长时，经常在两个宾语之间加上介词“予

（给）”，变换为“S+V+直接宾语+予+间接宾语”的格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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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等教育学院须送交所有系统内通过遴选全部学生的名单予梭哥奥。（《中

华》2014年4月22日	第7版）

	 （4）因最高法庭已有判决归还国安院秘书长职位予乃他温•空诗的提案。（《中

华》2014年4月3日	第8版）

	 泰国华语中这种表达格式可能源自汉语方言，也可能与泰语的双宾语结构有关系。詹

伯慧（1981：78）指出在南方粤、闽、客家、吴、赣等方言中的双宾语句中，明显存在着

与普通话语序相反的现象，即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泰语的双宾语结构也是如

此，例如：

	 [普通话]给他一本书/[粤语]畀一本书佢/[泰语]	ให้หนังสือเขาหนึ่งเล่ม（给/书/他/一本）

	 此外，粤语双宾语句式中的“畀”和泰语中的“ให้”与汉语的“给”相对应，即可以

直接作动词，也可以作为介词来介引动作的对象。如：

	 [普通话]他给学校捐了钱/[粤语]佢捐咗钱畀学校/[泰语] เขาบริจาคเงินให้โรงเรียน                  
（他/捐/钱/给/学校）

	 可见，从粤语和泰语的双宾语句的形式中，可以轻易地转换成泰国华语的“动词+直接

宾语+间接宾语”或“动词+直接宾语+予+间接宾语”的格式。

四、比较句
	 泰国华语里表示差比时常用的一个句式为：“X+形容词+过+Y（Z）”（比较主体+比较

项目+过+比较基准（比较结果指数）下文简称“过”字句），如：

	 （1）题：[缅甸]仰光写字楼租金贵过新加坡（《泰华》2013年10月25日）

按：普通话通常表述为“……租金比新加坡贵”。

	 （2）这今年有泰男人报名服兵役三三，六四四人，多过去年六二七人。

（《中华》2014年4月21日	第7版）

按：普通话中通常表述为“比去年多六二七人”。

	 （3）题：[生活]早晨喝这些胜过豆浆（《泰华》2014年12月26日）

	 按：普通话中通常表述为“早晨喝这些比豆浆好”。

	 泰国华语的“过”字差比句，基本上可以转换成普通话中的“比”字差比句。“过”

字差比句中，被比较的两项分别位于该结构的左右两端，其比较项目多为单音节形容词			

（笔者目前还没搜集到双音节形容词的用例），有时也出现“动词+过”的用法（例（3）

），比较基准后边还可以加比较结果指数（例（2））。

	 除此之外，泰国华语还存在几种差比句的混用情况，例如：

	 （5）体重低过水准，即是少过于二千五百克为年龄不逾廿八天婴儿夭折的主因。

（《中华》2014年3月14日	第7版）

	 （6）心脏急性贫血症病患较其他地方高过大约四至六倍。（《中华》2014年3月12日	

第7版）

	 按：普通话中通常表述为“心脏急性贫血症病患比其他地方高大约四至六倍”。

	 例（5）中的“少过于……”，是“于”字差比句与“过”字差比句的混用，形成“X+

形容词+过于+Y”格式。例（6）中的“较其他地方高过……”，是“较”字差比句与“

过”差比句混用，形成“X较Y+形容词+过+Z”格式。不过此类使用情况较为罕见。

	 泰国华语使用“过”字差比句，可能是受粤语、闽语和泰语乃至古汉语的多重影响。

在粤语和闽南话里，“X+形容词+过+Y”这样的表现方式很普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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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坐飞机快过坐火车。/	[潮汕]	牛大过猪。/	[海南]	北京赛过海南。

	 实际上，“过”字差比句可以远溯至上古汉语。李晓云（2005）指出早在魏晋时期就

出现了“形容词+过”表示比较的格式。汉语史上这种结构有不少，例如：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生廉追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三国志裴注•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由于南方方言较多地保留了古汉语成分，粤语、闽语里的“过”字差比句也有可能是

由此沿用而来。另外，在泰语里典型的差比句的基本语序与“过”字差比句相同——“X+

形容词+กว่า+Y”，如：

	 [泰语]	เขาแก่กว่าว่าฉัน（他/老/กว่า/我）——他比我大。

	 [泰语]	นั่งเครื่องบินเร็วกว่านั่งรถไฟ（坐飞机/快/กว่า/坐火车）——坐飞机比坐火车快。

	 实际上，在普通话里也存在着“过”字差比句，陈建民（1986）指出：“北京口语里

偶尔可以听到‘一浪高过一浪’的说法”，这种表达格式的使用限制是比较项前后相同。

李晓云（2005）也指出现在汉语存在着“形容词+过”的差比句，而且他所举出的例子比较

项前后并非相同。将来，这种句式能否进入规范的现代汉语，还有待语言实践的检验。

五、“有”字句
	 5.1有+动词

	 在普通话中“有”是一个动词，一般不能放在其他动词前。朱德熙（1982：60）提

出，“有”带动词是有限的，不能说“有看”、“有写”等，但是“有”后可以加“名动

词”，如：“有影响”“有研究”等。不过，在泰国华语中，“有”几乎可以放在所有动

词前（或谓语之前），作状语，构成“有+VP”。如：

	 （1）然后波波初职员有把门关上。（《中华》2014年4月1日	第8版）

	 （2）结果有发现约十个壮汉背着包持养枪路过。（《中华》2014年3月9日	第8版）

	 （3）后来警察找到这名和尚，但和尚拒绝合作，并否认有教唆他们盗墓。（《世

界》2015年4月19日）

	 （4）当时屋内仅有他妻子及女儿而已，而他有到黎府活动。（《中华》2014年3月20

日	第6版）

	 以上例子中的“有+VP”，在普通话里可以分别表述为“把门关上了”、“发现了”

、“教唆过”、“到黎府活动过”。可见，上述泰国华语句子中“有+VP”的作用与普通话

动态助词“了”和“过”大致相当，即可用于已然事件来表达动作已经完成或曾经发生。

但是，泰国华语中“有+VP”转换成普通话的表述方式时，很多时候不能改成动态助词“

了”或“过”。例如：

	 （5）警方一时尚不能查清二尸者的身份，但有估二尸者可能是认识，且或是夫妻。

（《中华》2014年3月8日	第6版）	

	 （6）当死者推车载行李到第四层楼时却有决定做跳楼自尽了。（《中华》2014年3月3

日	第6版）

	 按：例（5）和例（6）“有”后面是谓宾动词，其宾语是谓词性短语。在普通话中不

能把“了”安插在谓语动词后说成“*估了……”、“*决定了……”。

	 （7）题：李嘉诚罕有受访：香港不能“人治”（《泰华》2013年11月28日）

	 按：在普通话中的表述应把“罕有”改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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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用例中，“有”可以删除而基本语义不变，语法上仍然正确。这里的“有+VP”的

功能不在于说明某动作的完成或曾经发生，而是主要用于交代有某事件存在的事实，所

以“有”起强调整个事件的存在的作用。可见，“有+VP”中的“有”跟动态助词“了”

和“过”不能完全对应。泰国华语中的“有+VP”多用于已然事件，既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

曾经发生，同时也强调事件的存在性质。

	 从泰国华语形成的历史来看，泰国华人大多数都来自闽粤方言区，其中潮州人占多

数。同时不论在贸易上还是文化教育上，也与港台早有频繁的交流。在华文报业中，早有

与港台合作的经历；在教育方面，华语教材也经常选用港台的。泰国华语“有+VP”的使用

可能来源于闽南语和粤语，也可以说是受港台华语的影响。

	 “有+动词”格式在闽南语、粤语等南方方言中常见，而且使用频率较高。例如：

	 [闽南话]	卓仔有裂开（桌子裂开了）（《闽南话与普通话》1991，240页）

	 [粤方言]	今日我有头痛，所以唔上班。(今天我头痛，所以没有上班。)（汪化云、陈

金仙，2004）

					其实，现代汉语中也存在“有+VP”这种格式。赵元任先生（1968）早在《中国话的文

法》里曾谈到：“粤语里的‘有’受到台湾闽南语的加强影响开始传入普通话，如‘你有

看见他没有？’，常跟南方人接触的北方人都已经接受这个新格式，而答话只说‘有’

字，对北方人来说，还是有点不习惯。”四十年后，王森、王毅、姜丽（2006）的调查显

示，“有+VP”在普通话中具有成为一种新生的表肯定的动词谓语句的发展趋势。至今“有

+VP”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很流行，但还没成为正式书面语里的规范选项。

				5.2“有”字句变为兼语句——“A+有+B+adj”

例如：

	 （1）乃差那蓬驾车力图超前不及因路有坑深。（《中华》2014年3月30日	第8版）

	 （2）因母乳有营养价值更高。（《中华》2014年3月19日	第7版）

	 （3）至于爱看书原因占三八•七保升指是家里校内社区有书多。（《中华》2014年4月

3日	第7版）

	 以上用例中的“路有坑深”、“母乳有营养价值更高”、“家里校内社区有书多”，

从语法结构上看应属于兼语句——“主语+有+兼语+兼谓语”。即“有”的宾语表示领有或

存在的人或事物，兼谓语描写兼语的，可是这些用例在普通话中不用“有”字兼语句来表

述。用例中的兼语谓语为“深、多、高”，其含有[+量度]的语义特征，可称为量度形容词	

，量度形容词在“有”字句中表示领有或存在的人或事物的“量”，一般要放在所领有

的、所存在的人或事物之前作定语。因此，此处在普通话中的表述应分别为“路有深坑”

、“母乳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或母乳营价值更高）、“家里校内社区有很多书”。

	 泰国华语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与泰国华语中修饰语后置的现象有关。泰国华

语中定中结构短语除了“定+中”结构外，还经常出现“中+定”的使用情况。如：

	 （4）费时逾一句钟始能控制住火，但排屋四间已遭焚如。（《京华》2013年11月20日	

第8版）

	 因此，以上用例的“坑深”、“营养价值更高”、“书多”，也可以理解为泰国华语

中“中+定”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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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的”句中“的”的省略
	 在普通话中“是……的”格式主要的句法功能之一是表示强调，“是”和“的”中间

是表达的焦点。普通话中的“是……的”句，一般不能省略“的”，而泰国华语里“

是……的”结构中的“的”字常常省略。例如：（例句中括号里的词语是根据普通话的表

述习惯所加的）

	 （1）警方是于京都吞武里县吻卡罗区叻差拉他拍二巷内拘获疑犯（的）。（《中

华》2014年4月4日	第6版）

	 （2）泰国的基本工资是在2013年全面调涨至每日300泰铢（的）。（《世界》2015年5

月23日）

				（3）有关于本月三日于京都挽坑梁区内发生的灭门三尸案侦查进展，是死者幼稚儿乃

吉滴南•洪冲向警坦白供说（的）。（《中华》2014年4月8日	第6版）

				（4）华西都市报向泰国东方航空公司求证，对方称，飞机是由于故障备降长水机场

（的），没有人员伤亡。（《世界》2015年3月29日）

	 （5）民主党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京华》2013年11月21日	第6版）

	 以上例句中，“是”字后面的成分是谓词性词语，表示对主语的说明或描写，根据所

标记的焦点成分的不同，分别用来标记强调事情发生的处所、时间、施事、因由以及某种

情状，句中的“是”一般可以隐去而不影响句子的基本语义，而加上“是”使句子带有加

重的语气。此时，在普通话里一般都出现“的”。

结语
	 在《中华》和《京华》这两种报纸中，上述六种句式出现的频次如下：

									通过研究发现泰国华语在语法层面上是以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主体。然而在以上

六种的特殊句式的使用上，有时也兼用了古汉语或泰国华人社区常用的方言的成分，同时

也吸收了其他华人社区的某种说法，另外，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句式的语序与泰语相应的表

达形式的语序一致。这些现象使泰国华语在语法层面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混合性。

								这些使用现象与泰国的社会状况是密不可分的。由于语言背景和交际时空的差异，

并与大陆长期隔绝，致使中泰华语发展明显不同步。泰国华人祖籍多为闽、粤地区，因此

泰国华语中难免出现闽、粤等方言的痕迹，而且泰国传统报纸的编辑多为老报人，较多地

保留旧时的说法。这就导致在句式的使用上难免会出现古汉语或方言的成分。另外，泰国

华文报业一直与港台的报社联系密切，尤其是《世界日报》从1986年由台北联合报系接

办，编辑人员也多为台湾人，而这些地区的华人也多属闽、粤方言地区，使得有些在港台

等华人社区通行的句式进入了泰国华语。另外，泰国官方语言是泰语，泰国华语长期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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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的包围中，泰语的某些特点多少会在泰国华语里有所反映。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不同

的媒体受上述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从上表所提共的每种差异句式的出现的频次

看，大致可显示《中华》所受到的闽、粤方言及泰语的影响要比《京华》大。至于其他有

关具体情况须待一步的研究。

									本文的分析虽然只是泰国华语语法系统中的一部分，未能涵盖全部，但也可以使

读者了解泰国华语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句式差异的一般状况。

附注
《泰国世界日报新闻网》的网址为www.udnbkk.com，是由《世界日报》	创办的网络新闻

《泰国华人论坛》的网址为www.taihuabbs.com，是泰国最大的中文论坛。该论坛的网友大

部分都是在泰国的华人。

目前，泰国国内的华文纸媒社团主要有四个：“泰华内地记者协会”、“泰华通讯记者协

会”、“泰华通讯记者联谊会”以及“泰华报人工艺基金会”，这些社团是泰国华文报业

重要的稿件提供者和有力支持者。

	现代汉语里的“让”也是多义词，据《现代汉语八百词》包括在“使”字句中“让”的含

义及用法是“致使；容许，听任。必带兼语”。

参考文献：
陈建民.（1986）《现代汉语句型论》.		北京：语文书版社.

陈重瑜.	（1986）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语言研究》第1期.

管娟娟.	（2006）论“有+VP”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郭熙.	（2006）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李如龙.	（1986）闽南话的“有”和“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李欧，唐韵.	（1999）泰国报刊书面汉语的变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李晓云.	（2005）“形容词+过”句式刍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李佐丰.	（2003）《左传》的“使字句”，《语文研究》第2期.

吕叔湘主编.（1999（2015.2重印））《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石定栩，	王灿龙，朱志瑜.	（2002）香港书面汉语句法变异：粤语的移用、文言的保留及

	 其他，《语言文字	应用》第3期.

石定栩，王冬梅.	（2006）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中国语文》第2期.

施其生.	（1996）论“有”字句，《语言研究》第1期.

汪化云，陈金仙.（2004）也说“有+VP”句，《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

王力.	（1989）《汉语语法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森，王毅，姜丽.	（2006）“有没有/有/没有+VP”句，《中国语文》第1期.

邢福义，汪国胜.	（2012）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袁家骅.	（2001）《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	北京：语文出版社.

詹伯慧.	（1981）《现代汉语方言》.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32 ปีที่11ฉบบัที่21มกราคม–มถุินายน2559

赵元任著，新邦译.	（1968）《中国话的文法》.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周长楫.	（1991）《闽南话与普通话》.	北京：语文出版社.

周清海编著.	（2002）《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周清海.（2014）《汉语融合时期的语言与语言教学研究》.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

	 双年会论文.	吉隆坡，6月20-21日.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