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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他三个苹果”的结构性质分析 

 

赵静雯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吃了他三个苹果”究竟属于什么结构，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前人基于语义特征、句法结

构等对此进行了研究，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为单宾结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

V+NP1+NP2 ，为双宾结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既可以看作是单宾结构又可以看作是双宾结构，处于中间的

过渡地带。 

关键词：吃了他三个苹果  单宾结构  双宾结构  过渡说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 

“吃了他三个苹果”这个结构到底应该怎么分析，语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若按“单

宾结构”说，那么“他”是定语，“三个苹果”是中心语，此时是省略了“的”的偏正结构，

整体作“吃了”的宾语；若按“双宾结构说”，“他三个苹果”可以分别分析为近宾语“他”

和远宾语“三个苹果”，近宾语“他”作为动作“吃”的与事宾语，远宾语“三个苹果”作

为动作“吃”的受事宾语；若按过渡说，“吃了他三个苹果”分析为单宾结构与双宾结构都

可以，因为它处在中间的过渡地带。 

一、单宾结构说 

（一）不符合 V+NP1+NP2的典型特征 

根据黄伯荣、廖序东（2011），双宾句是有指人和事物双层宾语的句子。其中的动词前

面带有一个主语，后面带有两个宾语，因此必须是三价动词。近宾语，顾名思义，就是离动

词近的宾语，也可称为与事宾语，一般指人；同理，远宾语是指离动词远的宾语，也可称为

受事宾语，一般指事物。V+NP1+NP2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①V+NP1和 V+NP2都是可以组合的动宾结构。 

②V+NP1和 V+NP2的意义都符合它们在 V+NP1+NP2中的本来意义。 

③NP1和 NP2虽然都受 V的支配，但是 NP1和 NP2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 

“吃了他三个苹果”，首先根据配价分析法可知“吃”是二价动词，不能同时带两个宾

语；其次，“他”和“三个苹果”并非没有结构关系，而且“他”和“三个苹果”也并非都

受动词“吃”的支配，我们可以说“吃三个苹果”，但不能说“吃他”，既不合适又不符合

在原句中的意义。由此可见，“吃他三个苹果”应该分析为单宾结构。 

（二）语义范畴分析法 

陆俭明（2013）认为汉语语法研究中必须关注语义问题。这里的语义范畴并不完全等同

于语法范畴，它着眼于结构而非词的变化形式，对语法意义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我们把语

义范畴分析法引入到“吃了他三个苹果”的结构分析当中，引起我们关注的首先是“三个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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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个数量范畴。众所周知，典型的双宾结构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当间接宾语（即

近宾语）由人称代词充当时，直接宾语（即远宾语）有数量短语来修饰时，双宾结构此时成

立；直接宾语（即远宾语）没有数量短语来修饰时，双宾结构还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当间

接宾语由人称代词担任时，远宾语是否包含数量都不影响成句的是双宾结构；反之，如果去

掉数量后不成立的就是单宾结构。 

[A组]                           [A
，
组] 

给我一杯酒                          给我酒 

送她一个手机                        送她手机 

  叫了我一声                          叫了我声 

问了老师两道题                      问了老师题 

       [B组]                           [B
,
组] 

 买了他一个工厂                      ＊买了他工厂 

 嫁了他家一个儿子                    ＊嫁了他家儿子 

 收了公司一百块钱                    ＊收了公司钱 

 吃了他三个苹果                      ＊吃了他苹果        

由此可见，有数量短语的 A 组和去掉数量短语的 A
,
组都成立，而有数量短语的 B 组成

立，去掉数量短语的 B
,
组不成立。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数量范畴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得出结论，

“吃了他三个苹果”是单宾结构。 

（三）标记“的” 

功能学派从交际的角度把结构助词“的”的性质和作用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 

①我的面包/张三的面包  （领属关系标志） 

②妈妈买的面包（大）/甜的面包（好吃）   （关系小句标志） 

③他呀，从来不吃这种甜面包的。/他昨天回来的。  （传信范畴标志） 

例①里的“的”看作是领属关系标志，是属于形态学意义的语法手段，黏在词上实现词

汇性意义的变化---使该词具有属格身份。当人称代词在后边加上“的”字时，，人称代词

此时就会被强制性的变成“X 的”，变成属格身份；当 NP1在 后边加上“的”字的时候，只

要该名词所指事物可以成为另一事物的领有者，而且表示那另一事物的名词（NP2）在结构

中与之同现，那么名词（即 NP1）也能强制性的成为属格身份。“他”加上“的”可以成为

“三个苹果”的领有者，而且“三个苹果”在结构中与“他”同现，那么“他”可以强制性

的成为属格身份。由此可见，“吃了他三个苹果”有理由认为是单宾结构。 

另外，根据黄伯荣、廖序东（2011）增订五版的《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作定语表示领

属者，一般要加“的”。例如：“我的笔、她的姐姐、他的表情”。但当它用在句子或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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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大的组合里，有时也可以不用“的”，例如“她把我课本拿走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他三个苹果”是“他的三个苹果”的省略，在单独使用时加上“的”表示领属者，

但当进入到句子“我吃了他三个苹果”时把“的”省略，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因此，

“吃了他三个苹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被解释为单宾结构。 

二、双宾结构说 

（一）语义指向分析法 

陆俭明先生（2013）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提到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语义指

向分析法，它并没有采取正面的角度引用各种理论研究来直接说明“吃了他三个苹果”是双

宾结构，而是另辟蹊径，引入了“总共/一共”一类副词，先举例归纳它们的语义指向特点，

接着类比推理得出结论，再由结论的成立反过来证明前提的存在，继而从侧面来证明“吃了

他三个苹果”是双宾结构，论证过程如下所示： 

第一步，陆俭明先生根据诸多例子总结出“总共/一共”的语义指向共有四个特点，其

中第四个特点为：后指的有明确范围的数量成分不能再有限制性定语来修饰。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之上可得出，“总共/一共+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中若有限制

性定语，只能加在名词的前面，即“总共/一共+数词+量词+限制性定语+名词”，可以说“总

共/一共三个青的苹果”，但是不能说“总共/一共青的三个苹果”。 

第三步，提取典型的双宾结构“给+某人+某物”，再把“总共/一共”与之结合，可以

说“总共/一共给了+某人+某物”，此时的间接宾语与直接宾语是没有直接的句法关系的，

间接宾语不是直接宾语的定语成分，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宾语。 

第四步，类推可得“总共/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是成立的。由这个结构的成立我们可

以得到两个结论：①“他”与“三个苹果”互相独立，没有句法关系，“他”并不是作为定

语来修饰中心语“三个苹果”，而是单独存在的一个宾语，否则就与第三步相违背。②如果

“他”与“三个苹果”是定语与中心语的关系，此时的结构就是“总共/一共+限制性定语+

数词+量词”，而我们在第二步的时候，就已经得出“总共/一共青的三个苹果”是错误的，

假设“总共/一共吃了他的三个苹果”是成立的，那么此时“他的”和“青的”对应位置一

样，在结构中的性质也一样，又因为“总共/一共青的三个苹果”是错误的，所以假设不成

立。也就是说，“他三个苹果”只能分开分析为“他”和“三个苹果”。 

综上所述，“吃了他三个苹果”应该被解释为双宾结构。 

(二）变换分析法 

变换分析法是基于句法格式的相关性来分化原先的歧义结构，它通过原式与变换式构建

了一个矩阵，以此来分析变换关系是否成立。请看下面两组句子： 

[A 式]                           [B式] 

            我的两本书                         两本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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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三张画                         三张她的画 

他的三瓶水                         三瓶他的水 

            小张的五件衣服                     五件小张的衣服 

            他的三个苹果                       三个他的苹果 

[A式]：X的+数词+量词+名词 

[B 式]：数词+量词+X的+名词 

此时若假设“他三个苹果”是由“他的三个苹果”省略了“的”后得到的，那么根据[A

式]     [B]式，此时应该得出如下例子： 

[C 式]                             [D式] 

            妈妈拿了我两本书                   ＊妈妈拿了两本我书 

我买了她三张画                     ＊我买了三张她画 

姐姐喝了他三瓶水                   ＊姐姐喝了三瓶他水 

            爷爷拿了她五件衣服                 ＊爷爷拿了五件她衣服 

            我吃了他三个苹果                   ＊我吃了三个他苹果 

 

但显然，此时[C 式]      [D 式]，因此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吃了他三个苹果”

不应该被理解成单宾结构，而应该理解为双宾结构。 

（三）约束理论 

Chomsky（1981）提出的约束理论是关于指称语、照应语、和代词的关系的理论。约束

的定义是：如果（i）A 居于 B 前，且（ii)A 与 B 同指，则 A 约束 B。其中同指要求 A 和 B

在性、数和人称上保持一致。约束理论有三个原则： 

第一原则：照应语在管辖范围内必须受到约束。 

第二原则：代词在管辖范围内不得受到约束。 

第三原则：指称语在任何范围内都不得受到约束。 

例如：①Tom(i)  likes  himself(i). 

      ②Tom(i) likes  him(j). 

      ③Tom(i) likes  that girl(j). 

引入约束理论来分析“吃了他三个苹果”这一结构句式，举例如下： 

A.小李 i吃了他＊i j三个苹果。 

a.小李 i吃了他 i j的三个苹果。 

B.张阿姨 i打碎了她＊i j两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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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张阿姨 i打碎了她 i j的两个杯子。 

C.小赵 i拿了他＊i j一支笔。 

c.小赵 i拿了他 i j的一支笔。 

D.小偷 i偷了他＊i j八百块钱。 

d. 小偷 i偷了他 i j的八百块钱。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A-D 中代词的受约束范围为整个句子，a-d 中代词的受约束范

围则为领属短语的偏正结构，再结合原则二可知，当“他”的管辖范围为整个句子时，“他”

与“三个苹果”不能是定语修饰中心语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吃了他三个苹果”解释为

双宾结构更合理。 

三、过渡说 

无论是单宾结构说还是双宾结构说，我们都能找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论

证，导致我们看到的现状是：这些彼此不兼容的分析方法好像都能解释得通，但又好像都存

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每提出一个新的角度，就能找到相对应的否定的角度与之对立，长此以

往争论不休。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折中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动态的，是有柔性的，

单宾结构与双宾结构不是泾渭分明的离散的语言系统，而是处在线性发展的两端，中间是过

渡地带。“吃了他三个苹果”之所以存在歧义，就是因为它处在中间的过渡地带，发展的程

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李宇明（1996）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后来的学者从“的”的存在有无出发，由此来确

定“吃了他三个苹果”的结构性质。 

第一种情况， NP1 和 NP2之间必须有“的”存在的，只能分析为表示领属关系的单宾结

构 

第二种情况，NP1 和 NP2之间比较靠近使用“的”的，分析时更靠近单宾；   

第三种情况，NP1 和 NP2之间不强制使用“的”，可有可无时，分析为单宾结构或双宾

结构都能解释得通； 

第四种情况，NP1 和 NP2之间比较靠近不使用“的”的，分析时更靠近双宾；  

第五种情况，NP1 和 NP2 之间一定没有“的”存在的，只能分析为与事和受事的双宾结

构时。 

 

必须用“的”   倾向于用“的”     可用可不用“的”    倾向于不用“的”    不能用“的” 

 

    单宾结构         单宾            单宾/双宾             双宾               双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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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从“他”的性质出发，讨论实指和虚指的不同情况： 

①当“他”是实指的时候，在语义上既可指主语，也可指他人，此时属于双宾结构但又

跟典型的 V+NP1+NP2有所不同，因为“吃”本身是二价动词。因此，“吃了他三个苹果”在

这里是双宾结构但只能算是双宾结构的边缘成员。 

②当“他”是虚指的时候，没有指称意义，不能充当宾语也不能充当定语，“他”在这

里更像一个语气词，表达情绪，此时属于单宾结构但又跟典型的单宾结构有所不同。因此，

“吃了他三个苹果”在这里是单宾结构但也只能算是单宾结构的边缘成员。 

③当“他”既是实指又是虚指时，在不同的语境下既可以是单宾结构也可以是双宾结构，

因此“吃了他三个苹果”此时可以归到单双宾结构的中间过渡地带。 

 

                            过渡性 

 

   双宾结构    “他”是实指    “他”是实指/虚指    “他”是虚指      单宾结构 

 

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吃”的配价数出发来分析，根据郭锐（2002）提出的“语法动态性”，

词在句法层面会产生在词汇层面未规定的语法性质。当在词汇层面呈现二价的“吃”在句法

层面变成三价时，“他”和“三个苹果”分别作动词“吃”的与事宾语和受事宾语，此时“吃

了他三个苹果”为双宾结构。而当“吃”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都是二价动词时，此时“他”

不能充当宾语，只能作定语，此时“吃了他三个苹果”是单宾结构。 

 

   “吃”为 V2         倾向于 V2                  倾向于 V3           “吃”为 V3 

     单宾结构             单宾                     双宾                双宾结构 

 

 

结语 

综上所述，“吃了他三个苹果”究竟属于什么结构，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本文详细地介

绍了三种观点：表领属关系的单宾结构说，表与事与受事宾语的双宾结构说，处于单双宾结

构中间地带的过渡说，目的是让后来的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吃了他三个苹果”的研究现状，

并且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严密思考，周全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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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properties analysis of the “ate his three ap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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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at kind of structure does “are his three apples”belong to,there are always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emantic features,syntactic structure and so on.There are three 

views.First,it is single-object structure to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ossession.Second,it is 

V+NP1+NP2,and belongs to double-object structure.Third,it is in the transition zone from single-object 

structure to double-objec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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