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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Ryukyu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hinese education is strengthened, and a
series of Mandarin textbooks is written especially for Ryukyu students. There were many special
high degree complement structures in these textbooks, for example “A/V De Jin” and so on, so they
showed the features of south Mandarin dialect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degree system,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
and the reas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ructure “A/V De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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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琉球与中国确立交往关系之后，加强了汉语教育，编写了系列的汉语课本。课本语言具有南方官话特点，
集中了一批南味高程度义述程结构。论文对高程度义述程结构“A/V得紧”的结构特点，语法化及兴衰
的过程和原因作了梳理及发掘，籍以更为全面地了解汉语史上的程度表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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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琉球系列官话课本特点及其两种南味程度结构
琉球自明代与中国建立政府间的交往关系以来，为了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曾派遣大量的官生(公派留
学生)和勤学(自费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与文化、技术。官生到达福州之后，还必须等待清朝皇帝的准许，
才能上京入学国子监。在福州等待期间官生们往往在当地延师受业。勤学人员的派遣始于十七世纪末期。
机制灵活的勤学派遣制度是官生制度的必要补充，他们在福州自行延师学习，内容自由选择。留学生们
学成回到琉球后，或入仕或经商，社会地位可大幅提高。为适应汉语官话学习之需，一些精通汉语的琉
球人士编辑了一批汉语课本。据日本汉学研究者濑户口律子研究，这批课本主要包括五种，即《官话问
答便语》、《学官话》(别名《尊骂》)、《广应官话》和《琉球官话集》、《白姓官话》，其编写者大概
是久居琉球的汉民后裔，亦即原籍福建落户于久米村的人。《官话便语问答》、《学官话》的作者姓名
不详；《百姓官话》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课本中提到漂流到琉球来的山东商人白世云；《广应官话》该
书卷一有“唐荣梁允治永安氏汇定，同学蔡铨玉台氏帮汇”等语句，表明其编写者为梁允治[1]。
琉球系列官话课本成书时间大约在十八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2]。稍晚于《红楼梦》，早于日本明治
时期(1868~1911)系列汉语课本。琉球系列官话课本主要供琉球人学习官话之用，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南
方话甚至闽方言的词语，呈现出了比较鲜明的南方官话特色，比如，程度结构“好 adj.”与“A/V 得紧”，
如：“好甜、好酸、好有趣、甜得紧、酸得紧、有味得紧”。对于“好 adj.”邢福义先生[3]曾指出过“是
南味说法，南方人爱用。”对于“A/V 得紧”，表示“A/V 得很”、“A/V 极了”之意，与汉语中常见
的同形结构如“拉得紧、抓得紧、围得紧”等“物体受到几方面的拉力或压力以后呈现的紧张状态”不
同，日本汉学家香坂顺一[4]称其为“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中十分常见的结构”。前者至今仍活跃在汉
语口语中，而“A/V 得紧”却在清末民初时期从汉民族共同语言中逐渐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活跃，
甚至作为琉球人眼中的官话语法规则而编入汉语课本中，现在却极为罕见的程度补语结构 1，它在近代汉
语中的基本面貌及发展演变情况如何，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以助于了解汉语程度表达系统的兴替消长。
下面本文即以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为中心同时结合其他白话文献对述程结构“A/V 得紧”进行考察。

2. “A/V 得紧”结构分布的地域及时代特点
我们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和北京大学的 CCL 古代汉语资料库进行检索，检得
以下几部作品中“A/V 得紧”结构使用频率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1

现代汉语中除了某些特意仿古或营造某种意境的作品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外，《现代汉语词典》及各大方言词典
中均未收录表程度高的“A/V 得紧”，现代汉语方言中该用法的例证需进一步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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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著作名

年代

籍贯

施耐庵

《水浒传》

约 1296~1370

江苏兴化县，原籍苏州

罗懋登

《三宝太监西洋记》

万历年间

陕西

吴承恩

《西游记》

1501~1582 年

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

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

清，具体不详

山东

冯梦龙

“三言”

1574~1646

苏州

凌蒙初

“二拍”

1580 年~1644 年

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织里镇晟舍)

褚人获

《隋唐演义》

1625~1682 年

江苏长洲(今苏州)

吴敬梓

《儒林外史》

1701~1754 年

安徽全椒

向恺然

《留东外史》

1890~1957 年

湖南平江

从表中可见，“A/V 得紧”结构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南方籍尤以江浙一带为主的作家作品中。作
家在语言运用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自己最熟悉的那一类程度副词，从而使作品带上较为鲜明的风格特
征，琉球系列官话课本中 2“A/V 得紧”共 59 例，这批用例的集中出现，可作为“紧”是活跃于南方官
话中的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程度副词的有力佐证。

3. “A/V 得紧”的结构特点
3.1. “A/V 得紧”的组合功能
从琉球系列官话课本中的“A/V 得紧”结构可见，“紧”主要充当程度补语，其述语可分为以下两
类：
1) 形容词：如“甜、苦、辣、咸、麻、淡、浓、嫩、硬、软、香、丑、好、多、痒、大、凉、狂、
瘦、呆、高、险、滑、长、挤、深、浅、茂盛、平坦、干净、龌龊、柔弱、好看、温暖、标致、丑陋、
灵验、有趣”等。这些形容词单双音节、正负向语义不限，既包括性质形容词，也包括状态形容词，如
“寒冷、清凉、酸痛”等，因状态形容词本身包含[+程度]特征，与“得紧”在语义上重叠，在现代汉语
中这类状态形容词一般不再受程度副词或程度补语的修饰限制。
2) 心理动词：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只出现了两例“怕风得紧、口渴得紧”，与现代汉语相比，特殊
之处在于由“VO 得紧”转变为“VOV 得紧”，如“怕风得紧”现代汉语应为“怕风怕得紧”。结合其
他语料可以发现此类“VO 得紧”中的 V 限于单音节心理动词。
将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的“A/V 得紧”结构与时代更早的明清白话语料相比，可以发现该结构在琉
球官话系列课本中呈现出了两个明显变化：
1) A/V 的选择范围大为缩减。
① 数量上的缩减：除了前文所列举的琉球系列课本中出现的所有 A/V 之外，其他白话著作中的状
态形容词还有：“皎洁、胀痛、炎热、尩瘦、佳丽”等。心理动词还有：“恨、爱、愁、感(表感谢义)、
心爱、知趣、埋怨、撺掇、信从、欢喜、疼爱、气恼、想象、害怕、明白、厌烦”等，包括表心理活动
和心理感觉的两小类。
② 类别缩减。在其他白话著作中，“A/V”还有另外两类：第一类，V 为[+通过外部动作施加压力]
语义特征的行为动词，如“围、把握、抓、握、做、照管、下、逼、拘束、弄、赶、念问、吹”等。这
类“V 得紧”不表程度义。第二类，V 为[-通过外部动作施加压力]语义特征的动词或动词结构，如：“有
2

因遍寻《百姓官话》未得，本研究数据基于《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广应官话》和《琉球官话集》四种文献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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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通家、像模样、有显应、催求讯断、舞、漏、拗、踅、请、吠、吵吵、动荡”等。
2) 语义完全虚化。
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的“A/V 得紧”结构中，语义已经完全虚化，不再表示实意，如“酸得紧、有
趣得紧”等只用以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达到了一定高度。而其他白话文献中的“A/V 得紧”结构如“有
罪得紧、像模样得紧、舞得紧、漏得紧、请得紧”等，虽不再表“物体受到几方面的拉力或压力以后呈
现的紧张状态”之类的实义，语义更为抽象，已发生虚化，但仍含有一定的“紧急、急迫”义，如“舞
得急切、漏得急、邀请得紧急”等等。
从这几方面来看，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的“A/V 得紧”结构中的“紧”已经完全虚化为一个程度副
词了。

3.2. 近代汉语“A/V 得紧”在组合功能方面的特异性
“A/V 得紧”结构在与其他句子成分组合时，体现出了很多与现代汉语不一致的特异性。主要有四
种情况(因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以词语或短语结构为体例进行编排，缺乏上下文语境。本文参照其他近代汉
语白话资料中的“A/V 得紧”例句进行分析)。
1) “A/V 得紧”之后叠加其他描摹性语句，以凸显其程度之高。例如：
(1) 大奶奶却是利害得紧，谁敢与你传话，惹是招非？(明\《水浒全传》)
(2) 只是晁大舍的半边脸合左目，愈觉肿起，胀痛得紧，左半边身子疼的翻不得身。(明《醒世姻缘传》)

例(1)、(2)“厉害得紧”、“胀痛得紧”之后都有进一步对动作或状态的高程度进行具体描摹的其他
语句，补充说明“厉害”的程度“到了谁也不敢与你传话，以免惹是招非的地步”、“胀痛”的程度“到
了翻不了身的地步”，这类语句与“紧”语义相当，极言述语的程度量级之高。
2) “A/V 得紧”前加具有程度意味的指示代词“这等”、“这般”、“恁的”等。例如：
(3) 今有两个师父，你有得叫，有得应，有得伏侍哩，你这般欢喜得紧！(明《西游记》)
(4) 怎便这等有显应得紧！梦中还有许多话说。(明《醒世姻缘传》)
(5) 县君笑道：“怎恁地馋得紧？”(明《二刻拍案惊奇》)

例(3)~(5)中“欢喜得紧、显应得紧、馋得紧”本身已表程度高，再与可指示程度的指代词“这等”、
“这般”、“恁的”叠加，加强了对性状程度的夸饰。
3) “A/V 得紧”与其他程度副词如“甚”、“十分”、“好(不)”等叠合。例如：
(6) 试灯的时节，又当全盛太平的光景，一轮将望的明月，又甚是皎洁得紧。(明《醒世姻缘传》)
(7) 见说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行院家本色，就不十分亲热得紧了。(明《二刻拍案惊奇》)
(8) 这两亲家后来相处，说甚么同胞兄弟，好不一心相契得紧。(明《醒世姻缘传》)
(9) 好利害得紧！我那里也算是妇人为政的所在，没有这等毒恶婆娘！(明《醒世姻缘传》)

上述四例中“A/V 得紧”与“甚是”、“十分”、“好不”、“好”这些高程度义副词糅合在同一
个句子里。因“程度副词具有定量功能，而定量化的结构一般不能再接受其他量化词的再定量”[5]，在
现代汉语里述程结构不可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4) “得紧”与倚变句式“越……”或“越发……”共现。
充当程度补语的“紧”与副词“很”的性质十分相近，表示程度高得难以想象，具有绝对性。按现
代汉语的语法规则，绝对程度义副词因其比较的对象是无定的，是某个体与它所在类的其他所有个体进
行对比，不可用于比较句中[6]。如“珍哥这一夜胀得肚如鼓大，气闷得紧，真是要死不活。(《醒世姻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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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闷得紧”只是就珍哥自身情况而言，跟谁相比较得出的并不清楚，“闷得紧”表达重点在于说明程
度极高，而非比较谁“闷”的程度高低，所以现代汉语没有“小王比弟弟高得很”之类的用法。但在近
代汉语里，
“A/V 得紧”结构却常常出现在随着条件的变化，程度与之前相比发生变化的倚变句式“越……”
或“越发……”中，例如：
(10) 陈定想着丁氏舍身出脱他罪一段好情，不觉越恨巢大郎得紧了，只是逃去未回，不得见面。(明《二刻拍案
惊奇》)
(11) “毕竟有一日弄成了，前进些小所失，何足为念？”把这事越好得紧了。(明《今古奇观》)
(12) 如今这院里又没有别的人家，我越发害怕得紧，往后我不许你夜晚不回来。(明《醒世姻缘传》)

按现代汉语语法，“越……越……”这类倚变条件句中的动词或形容词单独都不可带体态成分“着、
了、过”，其后如有体态成分(如“你的字越写越好了”的“了”)是属于整个格式的成分，也不能带结果
补语、时量短语充当的补语。能够进入“越……越……”句式的词语在量度上都含有[+可变]的语义特征，
如“好”，可变为“较好”、“很好”、“好极了”。“越……越……”不与程度补语兼容，如不能说
“越来越欢喜得紧”，这是因为程度补语表达的是说话人对事物性状的主观感受或评价，是说话人心目
中的最大量，在量度上具有[+不可变]的语义特征。[7]而这个特性正与“越……越……”的[+可变]性语义
特征相抵牾。
“A/V 得紧”以上四种分布特征，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用此类叠床架屋的格式来强调性状或动
作的程度之高，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口语中程度补语与现代汉语程度补语在组合功能方面的差异性。

4. 程度副词“紧”的语法化
程度副词“紧”是由实词“紧”演变而来，具体的语法化过程为：

4.1. “紧”的初始义及用法
“紧”，见母真部。《说文》：“缠丝急也，从臤，从丝省。”《广雅·释诂一》：“紧，急也。”
形容词。本义例见《昭明文选·舞赋》：“弛紧急之弦张兮。”六朝以前，还不是常用字。

4.2. “紧”语法功能的发展演变
六朝以后，“紧”开始发生变化，表现在常与其他词语复合成双音节词“紧切、紧急、紧要”等。
例如：
(13) 皇帝恨兄心紧切，专使新来宣敕文。(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14) 又退换表段不及端者，督责根括，殊为紧急。(北宋《靖康纪闻》)
(15) 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北宋《朱子语类》)

由于“紧”常处于双音节词语线性序列的前端，词语的语义、语法重心落在后一语素上，因而“紧”
逐渐被排挤出句子核心结构，退变为后一语素的修饰限制成分，例如：
(16) 抛却身前义海，紧抱执一个黑山。(五代《祖堂集》)
(17) 不执物，不据物。不同窒塞人紧把著事不解传得，恰似死人把玉¤玉相似。(五代《祖堂集》)

例(16)、(17)的“紧”修饰后一动词“抱执”、“把著”，充当句子的状语成分。唐五代时期，“紧”
又发展出了作动词补语的功能，如“拉紧、挤紧、绞紧、围紧”等。宋代话本语录类资料中甚至还出现
了与具体动作行为无关的“打紧”和“吃紧”之类的用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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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女儿诸般好了，只是口快，我和你放心不下，打紧他公公难理会，不比等闲的”。(宋《话本·快嘴李翠
莲记》)
(19) 大抵闲时吃紧去理会，须要把做一件事看，横在胸中，不要放下。(《朱子语类》)

(18)、(19)例中“打”和“吃”皆为不表具体动作行为的动词，“紧”与之结合成副词，表示句子情
态。晚唐、五代“得”字述补结构的出现，对汉语语法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同样影响到了“V
紧”类动补式词语。标记词“得”的插入，进一步强化了“紧”的补语地位。“V 得紧”结构在《朱子
语类》等文献中多见，如：
(20) 心要收拾得紧。(《朱子语类》)
(21) 圣人便欲人就外面拦截得紧，见得道理分明，方可正得心。(宋《朱子语类》)
(22) 若做得紧，又太过了；若放慢做，又不及。(《朱子语类》)

例(20)~(22)中，“V 得紧”动补结构表示“通过行为动作 V 达到了‘紧’这样一种状态或结果”。
结果补语结构“V 得紧”的出现为程度补语“紧”的形成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

4.3. 程度副词“紧”的产生
“紧”语义的虚化及程度补语功能的产生促成了程度副词“紧”的最终形成。
“紧”本义“缠丝急”，即“丝缠得密，在空间上没有过多的余地”，本为空间域。在古人的观念
中，空间和时间概念可以互相转化，比如“际”既可以指空间上两物相交转接，如“居齐鲁之际”(《左
传·定公十年》)，也可以指时间上前后两段相交接，如“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紧”
也可指空间与时间域，如“紧迫、紧急”等即表时间之急。再后来，还可指心理感知域的“急迫、严谨”，
如“心要收拾得紧。如颜子请事斯语，便直下承当。”(《朱子语类》)。当表示心理感知域时，人们的心
里总有一个参照点，离参照点愈近，可回旋的余地就愈少，紧迫性就愈高，又因此而隐喻为程度域，例
如：
(24) “遇着一个打卦先生，叫做贾半仙，人都说他灵验的紧。”(《元曲·盆儿鬼》)
(25) (生吃吐科。旦)怎么吃了就吐？(净)虚弱得紧，胃口倒了。(《全元曲》)

例(24)的参照点为“人们心目中的灵卦”，当“贾半仙打的卦与之非常接近”时，便表示“他打的卦
很灵验”；例(25)参照点为“人们心目中的虚弱标准”，而“生吃了就吐的症兆与该标准没有差异”时，
也就说明其“虚弱”的程度极高。这两例中的“紧”语义都是通过个体与类别在性状行为之间的类比而
得到的，表绝对程度语义，相当于“很、极”等。至此，我们认为，这类只能用在补语位置，只表示程
度义的“紧”已经演变成为了副词。
但在近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紧”的语义和句法功能都很单一，只表程度高，只能充当句子补语。
再酌举两例：
(26) 老爷道；“其妙处多得紧，说他不尽。”(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27) 只见这个风却大得紧，怕船有些不便，将如之何？(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例(26)、(27)“多得紧”、“大得紧”只表“多”、“大”的程度非常高，而不再表实义。

4.4. 程度补语“紧”的衰落
近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紧”的产生并未影响动补结构“V+得紧”的继续存在，两者因述语的不同而
有着明显的分工：当述语为形容词、心理动词或部分表示性状的动宾词组如“有趣、有意思、好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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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紧”为程度副词；当述语为动作动词时，“紧”仍为形容词，用作结果补语。
综观近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紧”，其语法化程度并不高，仅作为唯补式程度副词使用。其适用范围
也极为狭窄，多运用于口语色彩比较强的以南方官话为主作品中，所以在深受南方官话影响的琉球汉语
课本中集中出现了一批用例。但由于琉球官话课本的编撰年代在清中叶，与明代白话作品中“A/V 得紧”
的用例比较起来，已经出现了 A/V 选择范围缩小，语义更为虚化、单一的倾向。再者，程度副词“紧”
与程度副词系统中其他强势成员如“很”的语义及功能相重叠，与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原则不符，逐渐地，
述程结构“A/V 得紧”便退出了历史舞台，“紧”从发展为程度副词到淡出汉民族共同语仅短短一、两
百年时间，其“程度高”义项也不再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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