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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构式的历时演变分析 

 

李思思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省 长沙市，410082） 

 

摘要：“ 恐怕” 构式产生于隋唐五代时期，或源于语言使用者受“ 恐惧” 这一构词范例的影响而进行类推

思考，将“ 恐” “ 怕” 二词同义连用，受双音化驱动，在频繁的使用中边界消除融合成词，但也不排除因

佛经翻译者的误配而被言语社团所接受类推成词这条路径。在历时演变中，“ 恐怕” 经历了构式化和构式

演变，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动词节点在隋唐五代时期成为网络中的核心成员，副词节点在宋代以后替代动

词节点成为核心成员，其用法在清代以后渐趋稳定。其间，语法构式化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出组合性降低、

能产性和图式性增强的特点。究其演变机制，主要为句法上的重新分析、语义和语用的扩展以及使用频率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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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恐怕”常用作副词，包括情态副词、语气副词两种用法，前者表示估

计并担心，后者则只表估计；同时，“恐怕”还具备动词用法，是害怕的意思，不常用。用

构式理论来说，“恐怕”的这三种用法属于共时层面的历时积累，处在不同的渐变梯度上。

相对而言，动词用法具有更强的内容性，处在词汇的一端；情态副词用法既有内容性又有程

序性，处在梯度的中间；语气副词用法只保留功能意义，充当语法成分，具有较强的程序性，

处在语法的一端。目前，学界对“恐怕”一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缺乏相关研究。论文以传

世文献中“恐怕”一词为考察对象，用构式理论分析其词汇化、语法化的历时演变过程、构

式化机制及其在网络中节点和搭配的变化。 

一、“恐怕”构式化的来源 

董秀芳（2011）认为，“恐怕”是“意合并列短语”，这种短语有着一致的语法范畴，“当

两个并列项的意义差异被淡化时，并列短语就有了词汇化的可能”，并列使用的及物动词比

不及物动词更容易成词，且两个动词“在意义上的接近，使得二者的词汇化具有语义上的基

础”
1
。“恐怕”构式的形成或源于“恐”“怕”二词的同义连用，由并列短语发展成词。在

探究“恐怕”构式的形成时，首先需要理清“恐”和“怕”在“恐怕”连用之前意义和用法。 

《说文》：“恐，惧也。”“恐”在周代的传世文献中已有许多用例，主要在句中作动词，

表示畏惧、害怕的意思，如： 

（1）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今文尚书》） 

（2）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文尚书》） 

（3）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今文尚书》） 

（4）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诗经》） 

例（1）中，“恐”单独作谓语修饰主语，表示一种害怕的情状；例（2）中，其后接小

句作宾语；例（3）中，其后接述宾短语；例（4）中，“恐”是“恐惧”的意思，作宾语。 

                                                        
1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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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恐”发展出表示“恐吓”“恐怕”义的动词用法和表示“使人畏惧之事”的名词

用法，例如： 

（5）则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战国策》） 

（6）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 

（7）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礼记》） 

上引例（5）中，“恐”作谓语，“恐吓”义，“恐吓”的对象为“王”，是人物；例（6）

中，“恐”亦作谓语，是“恐怕”“担心”的意思，其后接述宾短语；例（7）中，“恐”是名

词，用来指称“使人畏惧之事”。 

“怕”在传世文献的用例最早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如下： 

（8）孝者怕入刑辟，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论衡》 

这里的“怕”作动词，是害怕的意思，其后接述宾短语。在和“恐”结合成词之前，“怕”

均用作动词，表“害怕”义。 

在“恐怕”连用之前，“恐”的所有用法基本形成，主要用作动词，作谓语，有“害怕”

“恐吓”“恐怕”等意思，可以和主语组成主谓短语，其后可接述宾短语或小句作宾语；“怕”

的用例较少，主要用作动词，是害怕的意思，其后可接述宾短语作宾语。 

综合来讲，“恐”“怕”主要用作及物动词，表示害怕的意思，有着一致的语法范畴和接

近的语义内容，使得二者具有词汇化的可能性。 

按 Traugott 和 Trousdale（1988）的观点，类推思考是构式演变和构式化的重要动因，

也是“恐怕”连用成为构式的另一重要动因。 

“恐惧”一词的大量使用为“恐怕”的词汇化提供了范例。“恐惧”在《周易》中已经

出现，在传世文献中有许多用例，主要用作动词，比害怕的语义程度更深，主要有如下用法： 

（9）君子以恐惧修省。（《周易》） 

（10）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左传》） 

（11）当死之时，皆恐惧，近知不见活。（《太平经》） 

（12）乃者火灾降於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全汉文》） 

（13）雷之所击，多无过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惧变动。（《论衡》） 

例（9）中，“恐惧”作“以”的宾语；例（10）中，“恐惧”作谓语，修饰主语“文公”，

与之构成主谓短语；例（11）中，“恐惧”作谓语，受副词“皆”修饰；例（12）中，“恐惧”

用于句末，作谓语；例（13）中，“恐惧”作谓语，其后接动词短语“变动”作宾语。 

“恐惧”主要用作谓语，用来修饰主语，表示害怕的情状，也有许多用于句末的用例。

“恐”“惧”这两个词有着类似的用法和语义，经过好几个朝代的使用，到北魏时期，这种

用法早已为使用者所接受，成为一个构词范例，经过使用者的类推思考，有着类似特征的“恐

怕”便被纳入使用之中。 

“恐怕”连用最早出现于北魏，用于佛经翻译，如： 

（14）有十八丑，都不似人，见皆恐怕。（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二） 

（15）若闻其声，极生恐怕。（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一一） 

上引例句中，“恐怕”是动词性并列短语，用于句末，叠加使用强调一种害怕的情状。

“恐怕”最初出现的这种用法和“恐惧”类似，用于句末，其前受副词修饰，表示害怕的意

思。因而，使用者将“恐惧”的这种用法加以类推思考，“恐怕”随之产生。 

同时，也不排除“恐怕”的成词源于使用者的误配这一现象，“怕”和“惧”都是动词，

均表害怕，于部分使用者而言，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加之，“恐怕”首先用于佛经翻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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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多音译词，“恐怕”在语音和意义上或更为适合。佛经有较多的使用群体，使得“恐

怕”一词快速被言语社团所接受，加以类推，成为词库中的一个条目。 

总体来说，“恐怕”构式的来源或为使用者受“恐惧”这一构词范例的影响而进行类推

思考，将“恐”“怕”二词同义连用，受双音化的驱动，在频繁的使用中边界消除，融合成

词；同时，也不排除因为佛经翻译者的误配而被言语社团所接受类推成词这条路径。 

二、“恐怕”的构式化 

“恐怕”自北魏出现后，很快被言语社团接受，到隋唐五代时期已经成词，经历了两次

构式化过程，主要包括词汇构式化和语法构式化，分别发生在隋唐五代时期和宋朝。 

（一）词汇构式化 

在隋唐五代时期，“恐怕”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在传世文献中有许多用例，主要用作

动词，置于句中作谓语，用法如下： 

（16）载向五门官道西，恐怕泥涂污马蹄。（白居易《官牛-讽执政也》） 

（17）于是白庄语诸徒党，莫向人说，恐怕人知，来日斋时，劫此寺去。（《敦煌变文选》） 

（18）欲得看经，寺主不许，云：“禅僧衣服不得净洁，恐怕污却经典。”（《祖堂集》） 

上引 3 例中，“恐怕”的语义淡化，由害怕变为担心，其后主要连接未发生之事；三者

均用于句中，区别表现在句法上：例（16）中，“恐怕”之后接小句作宾语；例（17）中，

其后接主谓短语；例（18）中，其后接述宾短语。 

此时，“恐怕”构式已经形成，为[[V 恐怕O 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语] [害怕、担心]]：其主语都

指人，宾语可以是小句、主谓短语和述宾短语，小句主语可以为某人或某物，担心的对象可

以是某个人或某件事。较之于北魏时期，“恐怕”之间的边界消失，凝固成词，置于句中作

谓语。 

（二）语法构式化 

宋代，“恐怕”的用例增多，产生副词用法，可充当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当“恐怕”

充当情态副词时，置于句中，其后接述宾短语，表示估计并担心的意思，是根据情况进行适

当推测并透露出担心的意味；当“恐怕”充当语气副词时，表估计，其后接小句。例如： 

（19）恐怕吓坏了孩子，把袖绢子掩了耳朵， 把着进房。（《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0）那五个人方才到前林子前，只听得林子内大喊一声，叫道∶“紫金山三百个好汉

且未消出来，恐怕谑了小员外共小娘子。”（《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21）曰：恐怕仪礼也難行。（《朱子语类》） 

（22）“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朱子语类》） 

上引前两例，“恐怕”为情态副词，置于谓语中心语前作状语，其中，例（19）承前省

略了主语，“恐怕”置于句首；后两例，“恐怕”为语气副词，其后接小句，表示估计和推测。 

这时，“恐怕”构式的网络中形成了副词节点[[状恐怕中谓语中心] [估计或担心（未发生之

事）]]，其下包括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两个小节点，分别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 [估计

并担心]]和[[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句）] [表估计]]
2
。 

                                                        
2 语气副词出现的位置较为灵活，可以位于句中和句首，但位于句首的语气副词修饰的重点依然是谓语中

心语，作状语，因而“恐怕”用作语气副词置于句首时，修饰的重点依然是谓语中心语，与其组成状中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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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的动词用法在搭配上发生了些许改变，连接小句和述宾短语的用法被副词用法

分担，其宾语主要由主谓短语充当，例如： 

（23）婆婆听得，半响无言，欲待要骂，恐怕人知笑话，只得忍气吞声。（《快嘴李翠

莲记》） 

这时，“恐怕”构式的动词用法开始衰落，搭配范围变小，节点变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 [害

怕、担心]]。 

（三）“恐怕”构式化的机制 

“恐怕”成词后很快为语言使用者接受，使用频率不断增加，从动词用法发展出副词用

法，其构式网络变得丰富。通过对“恐怕”一词的历时分析，可以看出其发展出副词用法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由重新分析和语义-语用扩展而来的。 

1.重新分析 

“恐怕”用作动词时，其后可以直接搭配述宾短语作宾语，其句法结构为 V 恐怕+（V+O）；

同时，其后搭配小句作宾语的用法使得整句去掉“恐怕”一词在句法上也能成立。这两种用

法为“恐怕”重新分析为副词留下了句法上的歧义空间。从五代到宋代，“恐怕”许多用例

都处在可作两解的模糊阶段，例如： 

（24）如此说，你未解，恐怕交君无取采，若论目下别何方，吾且新辞道场内。（《敦

煌变文集》） 

（25）为什麽如此，恐怕无利益。（《禅林僧宝传》） 

上引例句中，“恐怕”之后接述宾短语，将“恐怕”看作动词时，是担心的意思，“交君

无取采”和“无利益”充当其宾语，是担心的对象，其句法结构为 V 恐怕+（V+O），句子的

谓语核心为“恐怕”；将“恐怕”看作副词时，可理解为估计并担心的意思，“交君无取采”

和“无利益”均是未发生之事，其句法结构为 Adv 恐怕+V+O，“恐怕”作状语，句子的谓语

核心为“恐怕”之后的动词。 

由此可见，“恐怕”的重新分析伴随着句法核心的转移，其结果就是构式化。 

2.语义-语用扩展 

Himmelmann（2004）认为，在扩展的语法化中，语义-语用扩展是语法化过程的核心，

起主导作用；较之于符号和依赖性的变化，他更关注语境的扩展。当“恐怕”用作动词时，

其出现的语境主要是某人担心某事或某物；而当“恐怕”用作副词时，其使用语境除了具有

担心某事或某物，更增添了估计的意味。 

“恐怕”成词之初，是害怕的意思，其后语义淡化，主要用来表示担心的意思，担心的

对象均是未发生之事，是人们根据现实情况推测并担心遭遇的事情，多是主观猜测，于是[[V

恐怕O 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语] [害怕、担心]]这一构式蕴含了估计的语用义。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

“恐怕”的语用蕴含义语义化，成为其固定义项，从而产生了表示估计的意思，语义-语用

得以扩展。 

因此，“恐怕”的构式化主要得益于句法上的重新分析、语义和语用的扩展以及使用频

率的增加。 

四、“恐怕”构式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恐怕”的用例增多，动词和副词用法均有所发展，其后均是未发生之事。当“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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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用作动词时，置于句中，其后可接动词和主谓短语，也可加上形容词标记“之”修饰名

词，表示担心的意思；用作语气副词时，可置于句中，其后接述宾短语，表示估计的意思。

例如： 

（26）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西厢记杂剧》） 

（27）严颜免死纳降，张飞无恐怕之心。（《三国志评话》） 

（28）徐能盗情发了，操院拿人，闹动了仪真一县，王尚书的小夫人家属，恐怕连累，

都搬到山东，依老尚书居住。（《苏知县罗衫再合》） 

（29）寻个睡觉处罢。既是这般。咱们不可都去。那人家见人多了。恐怕不肯教宿。（《老

乞大新释》） 

前引 3 例，“恐怕”为动词。例（26）中，其后接主谓短语；例（27）中，其后加上助

词“之”作形容词修饰“心”；例（28）中，“恐怕”是害怕的意思，其后接动词，句式中有

被动义。例（29）中，“恐怕”置于句首，是根据前面的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是估计别人

“不肯教宿”，“恐怕”之后省略了主语，直接位于动词之前，其后接述宾短语。 

这时，“恐怕”构式的动词用法得以重组，节点变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动词] [害怕、担心]]；

副词用法下面的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 [估计并担心]]和[[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句、述宾短

语）] [表估计]]。 

明代，“恐怕”的用例大大增加，作语气副词的用例增多，其后接述宾短语和小句，可

以用来表示对已发生之事的评判；但表示估计并担心的情态副词用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其后

接述宾短语；其动词用法减少，只用于连接主谓短语。比如： 

（30）……亲自点了一个穴，直点在祖坟后高冈之上。众和尚道：“恐怕忒上了些，于

天罡有损。”（《三宝太监西洋记》） 

（31）元帅道：“你二人还转私衙里去，恐怕监里别有耳目。”（《三宝太监西洋记》） 

（32）欲待果真的不带官兵执事，不带符水草龙，却又恐怕有些差错，于自家身上不安

详。（《三宝太监西洋记》） 

（33）天师道：“难走的路儿到肯说，只恐怕万岁爷吃惊，臣该万死。”（《三宝太监西洋

记》） 

前两例中，“恐怕”作语气副词，表示估计的意思。例（30）中，其后接述宾短语，是

对已有事实的评价；例（31）中，其后接小句，是根据客观事实推理得出可能已经发生的事

情。其后两例中，“恐怕”为情态副词，是人们对未发生之事进行预估并担心遭遇违背自己

意愿的事情，表示估计并担心的意思：例（32）中，其后接述宾短语“有些差错”，是未发

生之事。例（33）中，“恐怕”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是担心的意思，其后接主谓短语“万

岁爷吃惊”。 

这时，“恐怕”构式包括动词节点和副词节点，动词节点再次衰落，构式变为[[V 恐怕 O

主谓短语] [害怕、担心]]；副词节点的语境有所扩大，可以表示包括未发生之事和已发生之

事在内的所有情况，构式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 [估计或担心]]，其下包含的情态副词节点

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 [估计并担心遭遇（未发生之事）]]，语气副词节点变为[[状恐

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小句）] [估计：事情的发展态势（包括未发生或已发生之事）]]。“恐怕”的

语气副词用法由情态副词用法发展而来，是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 

清代以后，“恐怕”表示大概的语气副词用法大大增加，和情态副词用法一起成为“恐

怕”的主要用法，动词用法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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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中“恐怕”构式的成长 

“恐怕”构式在隋唐时期形成，只有[[V 恐怕O 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语] [害怕、担心]]这一个

动词用法节点。到宋代，发展出副词用法，形成[[状恐怕中谓语中心] [估计或担心（未发生之

事）]]这一节点，其下包括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两个小节点；元代以后，经进一步的构式演

变，“恐怕”的动词节点逐渐衰落，副词节点逐渐庞大，其构式的网络更为丰富。清代以后，

“恐怕”的构式网络渐趋稳定。 

（一）网络中节点的成长与衰落 

构式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会经历产生、成长、衰落这一发展过程，但有的构式在衰落

之后能够重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就“恐怕”构式而言，其整个网络从产生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的构式网络。产生之后，

其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到现代汉语中，仍是一个使用很频繁的构式。据北大语料库统计，“恐

怕”一词在各个时期传世文献的使用频数如下表： 

朝代 隋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其后 

频数/次 23 16 22 580 1420 14000+ 

从表格可以看出，“恐怕”一词在传世文献中的使用频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恐怕”构

式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明代以后，“恐怕”的使用频数急剧上升，这与明清小说体的流行

有着密切联系。下面分节点探讨“恐怕”构式网络中各个成员的成长与衰落。 

1.动词节点 

“恐怕”构式自隋唐产生以来便用作动词，其网络中只包括[[V 恐怕 O 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

语] [害怕、担心]]这一个构式，“恐怕”之后可接小句、主谓短语和述宾短语，其对象可

以为人称代词、人物名词、物质名词或抽象名词。从隋唐到五代，“恐怕”构式不断成长，

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其动词节点占据主导地位，是网络中的核心成员。 

到宋代，“恐怕”构式的网络中发展出副词节点，动词节点丧失其主导地位，使用频率

降低，其后接小句和述宾短语的用法被副词节点分担，只保留了主谓短语作宾语的用法，其

构式演变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 [害怕、担心]]。 

到元代，“恐怕”用作动词的数量减少，但在用法上有所变化，其后可以接动词，构式

演变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动词] [害怕、担心]]。明代及其以后，虽然“恐怕”的使用数量急剧

上升，但其动词用法逐渐衰落，只能接主谓短语，构式固定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 [害怕、担

心]]，之后不断边缘化，残留至今。 

2.副词节点 

“恐怕”构式网络中的副词节点产生于宋代，其构式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 [估计或担心

（未发生之事）]]，其下包括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两个小节点，分别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

语）] [估计并担心]]和[[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句）] [表估计]]。此时，副词节点处在表述未发生

之事的语境中，情态副词用法强调估计并担心遭遇违背自身意愿的事情，而语气副词用法着

重于预测事情的发展态势。副词节点产生以来，使用数量便超过了动词用法，居于主导地位，

其支配的情态副词节点成为网络中的核心成员。 

元代开始，“恐怕”构式发生构式演变，语法性增强。“恐怕”在充当语气副词时，其后

可以连接省略主语的述宾短语，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句、述宾短语）] [表估计]]，但语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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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节点仍是核心成员。明代，“恐怕”的使用数量迅速增加，网络中概括的内容增多，副词

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 [估计或担心]]，其下包含的情态副词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

宾短语）] [估计并担心遭遇（未发生之事）]]，语气副词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小

句）] [估计：事情的发展态势（包括未发生或已发生之事）]]。此时，副词节点从用法和

数量上来说都是网络中的核心成员。 

清代以后，随着“恐怕”使用频率的急剧增加，语气副词用法逐渐增多，只表示估计的

意思，和情态副词用法一样促使副词节点在网络中维持着核心成员的地位。 

（二）网络中搭配成分的变化 

“恐怕”在构式化过程中，其搭配成分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讨论搭配成分的变化时，便

会涉及“恐怕”构式在组合性、能产性和图式性三方面的变化。 

1.组合性 

组合性关注的是构式的形式与语义之间连接的透明度问题。“恐怕”成词后，用作动词，

继承了“恐”“怕”二词害怕的义项，表示畏惧、害怕的意思。后来，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

“恐怕”的畏惧义磨损，语义淡化，主要用来表示担心的意思，这时“恐怕”的形式和语义

之间的连接较为透明，可以从“恐怕”构式的形式上分析出它的大致意思。 

“恐怕”用作动词时，其后可以搭配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语作宾语；而宋代产生的

副词用法分担了其连接小句和述宾短语的用法，在形式上和动词用法基本一样，都是“恐怕

+V+O”或“恐怕+小句”，“恐怕”语义透明度减弱；到元代，“恐怕”进一步语法构式化，

语气副词用法增加，词汇义完全丢失，只保留了构式义，可以表示估计的意思。至此，从历

时层面来说，“恐怕”语义透明度完全丧失，不能从形式上判断出“恐怕”的具体含义。 

“恐怕”从动词发展为副词，形式与语义之间的组合性和可分析性越来越弱。但是，“恐

怕”构式在发展出新节点的时候并没有丢失旧节点，旧节点的形式和意义之间仍有一定关联。 

2.能产性 

在构式语法中，能产性与语例频率和类型频率有着密切联系，语例频率和类型频率的增

加代表着构式能产性的提高；同时，构式的语例频率和类型频率也是互相关联的，类型频率

的提高意味着构式搭配范围的扩展，从而语例频率也能得以提升。 

“恐怕”构式自形成以来，由动词用法发展出情态副词用法和语气副词用法，网络中的

节点由少变多，类型频率增加。同时，从统计结果来看，“恐怕”的语例频率也在不断增加，

到明代之后尤为明显，这与明代“恐怕”构式中副词节点发生构式演变产生新用法有很大关

系。“恐怕”构式的类型频率增加，从而促进其语例频率不断增加，使其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时至今日，“恐怕”依旧是个使用很广泛的词。 

3.图式性 

图式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微观构式本身更具有图式性，更为抽象；另一方面

是图式本身的扩展，能够概括更多的成员。而“恐怕”构式属于后者，是图式本身的发展，

在历时演变中概括了更多的成员。 

“恐怕”构式在历时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动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三种用法，网络中包

含一个动词节点和副词节点两个大成员。副词用法在宋代产生并成为核心成员占据主导地位

之后，动词节点没有随之消失，一直处在网络的边缘。同时，“恐怕”的语例频率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使得网络中概括的成员数量也不断增多。而且“恐怕”构式一直具有很

强的能产性。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得“恐怕”构式的图式性也处于不断增强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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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恐怕”在构式化过程中，语法构式化占据主导地位，其构式网络表现出组

合性降低、能产性和图式性增强的特点。 

七、结语 

论文以传世文献中“恐怕”一词为考察对象，用构式理论分析其词汇化、语法化历时演

变过程及其网络中节点和搭配的变化。结论如下： 

“恐怕”构式的来源或为使用者受“恐惧”这一构词范例的影响而进行类推思考，将“恐”

“怕”二词同义连用，受双音化的驱动，在频繁的使用中边界消除融合成词；同时，也不排

除因为佛经翻译者的误配而被言语社团所接受类推成词这条路径。 

在历时演变中，“恐怕”经历了构式化和构式演变，使用频率不断增加，清代以后用法

渐趋稳定。“恐怕”构式化的机制为句法上的重新分析、语义和语用的扩展以及使用频率的

增加。 

“恐怕”构式的历时演变过程为：隋唐五代时期，“恐怕”经历词汇构式化后凝固成词，

形成构式[[V 恐怕O 小句、主谓短语、述宾短语] [害怕、担心]]。宋代，“恐怕”经历语法构式化，产生

副词节点[[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句、述宾短语）] [估计或担心（未发生之事）]]，其下包括情态副词和

语气副词两个小节点，分别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 [估计并担心]]和[[状恐怕中谓语中心（小

句）] [表估计]]；动词节点变为[[V 恐怕O 主谓短语] [害怕、担心]]。元代以后，“恐怕”构式

发生构式演变，动词节点基本和宋代相同，副词节点使用语境有所扩大，构式变为[[状恐怕

中谓语中心（小句、述宾短语）] [估计或担心]]，其下包含的情态副词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

语）] [估计并担心遭遇（未发生之事）]]，语气副词节点变为[[状恐怕中谓语中心（述宾短语、小句）] [估

计：事情的发展态势（包括未发生或已发生之事）]]。 

“恐怕”构式网络中，动词节点在隋唐五代时期是核心成员，副词节点在宋代以后替代

动词节点成为核心成员。“恐怕”构式化的过程中，语法构式化占据主导地位，其构式网络

表现出组合性降低、能产性和图式性增强的特点。 

“恐怕”构式内部具有渐变梯度，具体表现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历时层面上，“恐

怕”的动词用法处在词汇的一端，情态副词用法处在连续统的中间，语气副词用法处在靠近

语法的一端；共时层面上的渐变梯度主要表现在清代其构式网络基本形成之后，动词节点处

在词汇的一端，副词节点处在靠近语法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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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Kong Pa(恐怕)" construction 

LI Sisi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Kong Pa(恐怕)" construction came into being i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maybe 

originated from users' Analogical Thinking influenced by the word formation paradigm of "Kong Ju(恐惧)". 

The synonymous combination of "Kong(恐)" and "Pa(怕)" is driven by disyllabic. In frequent use, the 

boundary is eliminated and fused into words. However, it does not rule out the path of analogy into 

words accepted by the language community due to the mismatch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ors. I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Kong Pa(恐怕)" has experienced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evolution, and 

its frequency of use is increasing. The verb node became the core member of the network in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The adverb node replaced the verb node to become the core member 

after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usage gradually stabilized after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meantim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plays a dominant rol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duced combination, 

enhanced productivity and schema.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mainly includes syntactic re analysi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expansion, and the increase of usage frequency. 

Keywords: Kong Pa(恐怕)；Construction；Lexicalization；grammatic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