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HONGO NO
日 语 语 言 研 究GAKUSHU TO KENKYU2020年 第5期 总210号

引 言

人类的语言表达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多种多

样，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以日语为例，一种如

例（1）所示，描述发生或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

事件，益岡隆志（1987）将这样的语言表达称为“事

件叙述（Event Predication）”；另外一种如例（2）所

示，陈述对象所具有的属性，益岡文称其为“属性

叙述（Property Predication）”。

（1）a.父は、興覚め顔に手帖に書きとめもせず、

パチッと手帖を閉じました。 （『人間失格』）

b.風は、しきりと動いている。（『国盗り物語』）

（2）a.日本は島国である。

b.北京は夏が暑い。

这种现象跨语言存在（Carlson，1977，1980；陈

莉，2016；刘丹青，2018），本文仅以日语为研究对

象，对术语的翻译参考刘丹青（2018）的译法，将例

（1）这一类句子称为“事件谓语句”，例（2）这一类

句子称为“属性谓语句”。一般来说，事件谓语主

要由动词充当（如例（1）），而属性谓语则多由名词

和形容词充当（如例（2））。但实际上日语中的属

性谓语句如下例所示，不乏由动词充当谓语的

现象。

（3）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る。

（4）ハイテク産業はもうかる。[1]

（5）暗闇は人間を怯えさせる。

（6）この論文はチョムスキーに数回引用された。[2]

本文将上例所示由动词充当谓语的属性谓语

句简称为“动词属性谓语句”。位于句末这个位置

的成分，不得不带有时、体以及情态（modality）的

意义[3]。但是上例中的谓语动词在时态上并非过

去、现在或未来，而表示“超时间”的恒常属性。促

使动词虽处于句末的位置，却能够脱离时和体，其

原因有很多，如例（5）是由于主语名词以及宾语名

词均为通指成分，而例（6）在句法层面并未脱离时

动 词 属 性 谓 语 句 的 成 立 机 制
——以谓语动词“状态词化”的一类为主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姜 柳

[摘 要] 日语中存在很多谓语动词已经脱离时和体束缚的动词属性谓语句。本文主要以动词发生

“状态词化”的一类为研究对象，将 Kennedy & McNally（1999，2005）提出的“尺度结构”作为理论工

具，旨在探讨该类型动词属性谓语句的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尺度性”是促进谓语动词产生“状态词

化”的根本原因。其中，“开放尺度结构”促使动词获得等同于形容词的句法特征，语义上表示主语的

特征、性质等属性义。另一方面，“准闭合尺度结构”诱发动词获得可能义的解读，也具备了形容词的

句法表征，表示主语的能力、潜在可能性等属性义。而且出于制造“特殊性”的需要，“尺度性”这一语

义特征也不可或缺。

[关键词] 动词属性谓语句 状态词化 尺度性 尺度结构 可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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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是受语用层面的影响被解读为“这篇论文很

优秀”的属性义。但例（3）（4）这一类的原因仍不

明确，因此，本文针对例（3）和例（4）类展开讨论，

旨在分析其中原因，阐明其成立的制约条件,其他

类型另文详细讨论。

关于动词属性谓语句的研究为数不多（佐藤

琢三，2003；澤田浩子，2003；影山太郎，2004；和栗

夏海，2005；小竹直子、酒井弘，2011；堀川智也，

2012；森山卓郎，2015；鄧超群，2018），而就本文所

探讨的这类动词属性谓语句仅山岡政紀（1999，

2000）中有所涉及。山岡文将「役立つ、気がきく、

物を言う、もうかる、目立つ」等动词与其他状态

动词区分开来，单独列为一类，称为“属性动词”，

指出其句子功能是“属性叙述”。但这一观点存在

以下两点问题：第一，当这些动词以动词的タ形或

テイル形出现时，并不能解读为属性义。第二，能

够充当动词属性谓语句的动词并非仅有“属性动

词”，如例（3）中的「入る」。可见，动词属性谓语句

是否能够成立不受句末动词种类的影响而是另有

他因。本文将运用 Kennedy &McNally（1999，

2005）提出的“尺度结构”的分析方法来讨论句末

动词得以脱离时和体束缚的机制。

1 句法表征为“状态词化”

宮島達夫（1972）第一次提出“状态词”的说法

（如「ばかげる」），将其作为与典型动词相对立的

概念使用，继而，宮島文用“状态词化”的概念记述

和分析了动词失去最典型的动词特征的一些用

法，如「うがった（見方）」「いかす（やつ）」等。本

文参考宮島達夫（1972）的定义及早津恵美子（2018）

对这一定义的引用，将动词在句法及语义上向形

容词靠近、动词典型特征的缺失现象称为动词的

“状态词化”，该类动词属性谓语句在句法上的表

征为谓语动词已经发生“状态词化”，获得了形容

词的句法特征。下面参考井島正博（1991）中提出

的对“状态性”语义特征的句法测试给出证据。

井島正博（1991）在验证日语中“可能句”具有

“状态性”的意义特征时提出了六点测试标准，其

中井島文通过是否能够以…（ヨウニ）ナル/スル

的形式转换成表示变化的动词来判断其是否具有

“状态性”，如下例：

（7）a.花子は最近すっかり美しくなった。

b.花子は中国語が話せるようになった。

但是，…（ヨウニ）ナル/スル的形式如例（8）

（9）所示，可以应用于带有意志性动作的句子当

中，不便于用来验证谓语动词的状态词化，因此本

文采用除此之外的五项标准。

（8）晩年になると、歯が弱くなってなるべく

やわらかいものを食べるようになりまし

たが、絶対歯医者に診せようとしません

でした。 （『明治天皇を語る』）

（9）この60日前後に子犬を引き取る理由とし

ては、この頃には子犬は食事もしっかり

と食べるようになり、体もしっかりとし

て活動的に動き回るようになるからでし

ょう。 （『愛犬の友』）

接下来用这个“状态词化”测试来观察该类动

词属性谓语句是否具有形容词的句法特征。用于

5项测试的动词属性谓语句均为下例（10）-（16）的

7个句子，限于篇幅，从测试2起将这7个例句从简

列举，并省略出处。

测试1能够用原形表示现在

cf.花子は美しい。

（10）ハイテク産業はもうかる。（山岡政紀 2000：220）

（11）あぜ竹は、糸が切れた時やけばだった時

の処置など、糸の整理に役立つ。

（『母と子の織りの楽しみ』）

（12）でも面白いよ。『剃刀の刃』なんて三回も

読んだ。あれ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ど

読ませる。

（『世界の終わりとハードボイル・ワンダーランド』）

（13）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る。

（14）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びる。

（『納豆』）

14



日语语言研究2020年 第5期 总210号

（15）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がすぐ冷える。（ア

マゾン商品のキャッチコピー）

（16）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る。[4]

一般来说，动词原形位于句尾时多表示将来的

事态，如「私は学校へ行く」。但如上例所示，动词属

性谓语句中的动词原形均同形容词一样表示现在。

测试 2 难以与表示时间的副词及副词小句

共现

cf.＊花子は三時間美しい。

（17）a.＊ハイテク産業は三時間もうかる。

b.＊あぜ竹は、三時間糸の整理に役立つ。

c.＊『剃刀の刃』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

ど三時間読ませる。

d.＊このカバンは三時間荷物がたくさん

入る。

e.＊この粘質物の糸は三時間数メートル

にも伸びる。

f.＊ステンレス氷は三時間飲み物がすぐ

冷える。

g.＊このカメラは三時間夜景がうまく写る。

如上例所示，加上时间副词后句子无一例外

均显得不自然。

测试3难以与时态或体标记共现

cf.＊花子は美しくている/続ける。

（18）a.？ハイテク産業は儲かっている/儲かり

続ける。

b.＊あぜ竹は、糸の整理に役立っている/

役立ち続ける。

c.＊『剃刀の刃』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

ど読ませている/読ませ続ける。

d.？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って

いる/入り続ける。

e.＊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

びている/伸び続ける。

f.＊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がすぐ冷えて

いる/冷え続ける。

g.＊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ってい

る/写り続ける。

上例中「ハイテク産業は儲かっている。」「こ

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いる。」可以与

体标记共现，但此时已经失去属性释义，分别表示

「ハイテク産業」和「カバン」此刻所处的状态，是

存在于特定时间的“事件谓语句”。

测试 4能够与比较的基准（ヨリ）、程度副词

或表示程度的数量词共现

cf.花子はとても美しい。

（19）a.ハイテク産業は非常にもうかる。

b.あぜ竹は、糸の整理に非常に役立つ。

c.『剃刀の刃』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ど

非常に読ませる。

d.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る。

e.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びる。

f.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がすぐ冷える。

g.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る。

如上例划线部分所示，这些动词属性谓语句

同形容词一样，均能够与程度副词以及表示程度

的数量词等共现。虽然程度副词也可以修饰动

词，如表示量的动词（進歩する、上達する、…）、或

表示样态的动词（堂々とする、のろのろする、…）

以及感情动词的一部分（悲しむ、痛む、…）（山岡

政紀，2000：222）。Tsujimura Natsuko（2001）甚至

将能够被「とても」修饰的动词称为“程度动词

（Degree Verb）”，包含心理动词（喜ぶ）、发出动词

（Verbs of Emission如輝く、臭う）和状态变化动词

（広がる、変わる）三类。但是例（19）中的动词均

非以往研究指出的程度动词；并且西尾寅弥（1972）

等诸多研究也指出程度副词的主要功能是修饰形

容词。因此通过是否能够被程度副词所修饰来判

断谓语动词是否具有形容词的特征是可行的

方法。

测试 5动作性的谓语与ソウスル相呼应，而

状态性的谓语与ソウダ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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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花子は美しい。雪子もそうだ。

（20）a.ハイテク産業はもうかる。AI 産業も

そうだ。

b.あぜ竹は、糸の整理に役立つ。あや竹

もそうだ。

c.『剃刀の刃』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ど

読ませる。この小説もそうだ。

d.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る。そ

のカバンもそうだ。

e.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び

る。その糸もそうだ。

f.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がすぐ冷える。

冷蔵庫もそうだ。

g.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る。その

カメラもそうだ。

以上五项测试均为属性形容词的句法表征，

因而属性形容词必然可以通过这些测试。但通过

其中某项测试不能直接作为属性形容词的证据，

以测试 1为例，感情形容词或存在动词的原形也

可以表示现在(例（21a）)，或以测试2为例，存在动

词有时也很难与时间副词共现（例（21b））。

（21）a.久々に直也に会えるのはやはり嬉しい。

（『保健室は立ち入り禁止！』）

b.*机の上に本が三時間ある。

二者虽分别能够通过测试1及测试2，但皆非

属性形容词，也皆未构成属性谓语句。因此，以上

五项测试是属性形容词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故

各单项测试独立则毫无意义。并且或许还有其他

测试条件，本文所示五项测试并非全部。但如果

可以同时通过多项测试，则基本可以判定为该谓

词具有属性形容词的句法特征。如上所示，所有

例句均通过了“状态词化”的五个测试，可以看出

该类动词属性谓语句中的句末动词已经具有形容

词的句法特征，而“体”的概念多是围绕行为动词

展开，已经获得形容词句法特征的谓语动词脱离

“体”的束缚也是顺理成章。此外，日语形容词广

泛地被分为两类，即属性形容词和感情形容词（参

看西尾寅弥，1972），形容词虽允许时态的参与，如

「暑かった」，但属性形容词的原形并不受特定时

间的限制，如「象は鼻が長い」并不是说大象现在

鼻子长，而表示一种恒常的意义。该类动词属性

谓语句中，几乎所有例句在形态上都必须使用动

词的原形也是源于此。以上通过句法测试明确了

该类动词属性谓语句已经发生状态词化，基于这

一句法表征，暂且将其称为“状态词化动词属性谓

语句”，这是动词属性谓语句中一种重要的类型。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即究竟是什么因素

促使这些动词获得了形容词的特质？本文观点认

为是“尺度性（Scale）”在起作用。

2 “尺度性”与状态词化动词属性谓语句

本文沿用Kennedy & McNally（1999，2005）提

出的有关“尺度性”及“尺度结构”的方法，提示状

态词化动词属性谓语句中的谓语动词是由于“尺

度性”获得了形容词的句法特征。并且，尺度结构

的不同直接影响语义的解读，“开放尺度结构”使

句子表示主语的特征或性质，“闭合尺度结构”使

句子表示主语的能力、潜在可能性。下面先来交

代一下相关概念。

本文所谓的“尺度性（Scale）”是指像程度、数

量、规模等具有等级性、能够计量或者比较的性

质。具有“尺度性”的词或小句便可以形成“尺度

结构（Scale Structure）”。“尺度结构”这个概念最

初 是 由 Kennedy（1997）、Kennedy & McNally

（1999，2005）作为考量形容词的等级性特征的手

段而提出的。等级性形容词（Gradable Adjec-

tives）将它们的项（Arguments）映射到抽象的尺度

标示（Abstract Representations of Measurement）或

者程度（Degrees）上。而程度被形式化为沿着某个

程度规格（Dimension）排列的点或者区间[5]。这个

被形式化了的程度便是“尺度结构”[6]。简言之，可

以说“尺度结构”就是由数量、程度等构成的一个

有等级性的序列的集合，如“一米，两米，五米，十

米……”。而形容词能够获得“等级性”释义解读

是与某一公认的标准（standard）或者文脉中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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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相比较的结果。

（22）a. The Mars Pathfinder mission was expen-

sive.

b. The cost of the Mars Pathfinder mission

exceeded a standard of expensiveness.
Kennedy & McNally（2005：349）

例（22）根据“成本金额的高低”这一标准形成

任意的两点，即标准成本金额的高低（简记为CS）

和“Mars Pathfinder mission”成本金额的高低（简

记为CM）可以构成如下所示“尺度结构”。

（23）成本金额高低的尺度结构：

………CS………CM………>

此外，Kennedy & McNally（2005）还指出，等级

性形容词中，有开放尺度（Open Scale）和闭合尺度

(Closed Scale)两种类型。比如 tall和 full同为等级

性形容词，但是二者等级性的尺度标准是不同的。

（24）Michael Jordan is tall.

（25）The glass is full.

例（24）中 tall的解释并非基于一个绝对的标

准，而是以语境中获得的相对标准为前提。比如

Michael Jordan在篮球运动员当中身高属于平均

水平，但是相比较一般人而言就很高了。与此相

对，例（25）的尺度结构存在最大值和最小值，建立

在一个绝对的标准之上，最大值是 full，最小值是

empty。达到极点（endpoint）的状态便是 full。因此，

例（24）中的形容词形成“开放尺度”，例（25）中的

形容词形成“闭合尺度”，这也导致它们各自所共

现的副词有所不同。“开放尺度”的形容词与 very

共现，“闭合尺度”的形容词与completely共现。

（26）John is very/*completely tall.

（27）The glass is *very/completely full.

根据“尺度结构”的不同，可以将“状态词化动

词属性谓语句”分为两类，即具有开放尺度的A类

（如例（10）-（12））和具有闭合尺度的 B 类（如例

（13）-（16））。

首先，以「ハイテク産業は儲かる」为例来确

认一下A类动词属性谓语句的“尺度性”。只要达

到某一公认的标准即可认定为该行业“赚钱”，那

么相比较标准（standard）而言，某一行业是否赚钱

能够形成下例所示的尺度结构。

（28）高科技产业赚钱的尺度结构：

………MS………MH………>

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如例（29）所示，

A 类动词属性谓语句中的谓语可以被程度副词

「とても」所修饰，却不能被「完全に」所修饰，这表

明其具有尺度性，并且其尺度结构是“开放尺度”。

（29）a.ハイテク産業はとても/*完全にもうかる。

b.あぜ竹は、糸の整理にとても/*完全に役

立つ。

c.『剃刀の刃』は大した小説じゃないけど

とても/*完全に読ませる。

“开放尺度”使得上例中的谓语动词不仅在句

法特征上与形容词相近，在语义层面上也等同于

属性形容词，表示主语的性质、特征等。程度副词

可以出现在句子当中，也可以省略。与此相对，B

类状态词化动词属性谓语句在“尺度结构”上呈现

出一些特殊性，故另节讨论。

3 “准闭合尺度”结构与状态词化动词属性谓语句

3.1 什么是“准闭合尺度”

如下例所示，B类动词属性谓语句既不能被

「とても」修饰，同时也无法被「完全に」所修饰。

（30）a.このカバンは*とても/*完全に荷物がた

くさん入る。

b.この粘質物の糸は*とても/*完全に数

メートルにも伸びる。

c.ステンレス氷は*とても/*完全に飲み物

がすぐ冷える。

d.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とても/*完全に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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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く写る。

以上事实说明这些句子的谓语动词本身不具

有“尺度性”，比如例（30a）无法设定一个标准来判

断「入る」。但这些句子中含有如「たくさん」这种

表示数量的副词或「数メートル」这样的数量词等

具有“尺度性”的成分。而这些副词性成分使得句

子获得“尺度性”，分别可以形成图 1-图 4所示的

“尺度结构”（作者依据例（30）绘制）。

图 1-图 4的“尺度结构”均存在极点，即形成

的是“闭合尺度”。其中，有双向闭合（图 1、图 2）

和单向闭合（图3、图4）两种。但由于其很难以与

「完全に」共现，为与既往研究区分开来，本文称之

为“准闭合尺度”。由于“准闭合尺度”存在一个或

两个极点，便使句子拥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且根据

这一绝对的标准形成一个闭合或半闭合的区间，区

间内存在等级性差别的各个点无限接近于极点，这

样一来，以极点为参照点，“是否达到某一等级”便

促进了“可能义”的语义解读，如例（31）所示例（30）

中谓语动词均可替换为其相对应的他动词的“可能

形”。从这一点可以看出B类中动词种类虽看似鱼

龙混杂，但多为有对自动词。并且，若将这些句子

翻译成汉语，不得不使用“能”“会”等能愿动词。

（31）a.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をたくさん入れられる。

b.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ばせる。

c.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をすぐ冷やすこ

とができる。

d.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をうまく写すことが

できる。

如上所述，B类属性谓语句中谓语动词本身

不具有“尺度性”，但是受「たくさん」等副词成分

的影响，获得“尺度性”的语义特征，并促使了“可

能义”的产生。若把句中的该类表达去掉，句子则

变得不自然。

（32）＊このカバンは荷物がたくさん入る。

（33）＊この粘質物の糸は数メートルにも伸びる。

ノー荷物 少しの荷物 ちょっと多めの荷物 たくさんの荷物 カバンいっぱいの荷物

图1 包容量的尺度结构

全然伸びない 1メートル 2メートル 3メートル 切れるまでの長さ

图2 纤维伸长长度的尺度结构

入れた瞬間 すぐ 10分かかる 長い時間かかる

图3 使饮料变凉所花费的时间长度的尺度结构

全然写らない なかなか写らない まあまあ写る うまく写る

图4 夜景的拍摄效果的尺度结构

18



日语语言研究2020年 第5期 总210号

（34）＊ステンレス氷は飲み物がすぐ冷える。

（35）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る。

其中，例（35）即使去掉该类表达句子依然合

理。但假设将例（35）中的「夜景」换成「写真」，那么

如果没有「うまく」这一带有“尺度性”的副词成

分，句子则难以成立。可见，在语义层面上，似乎

还存在着某种限制条件。这一问题在下一节讨论。

3.2 从“可供性”理论的分析

上文确认了“尺度性”对谓语动词发生状态词

化的影响，那么从语义层面来看，为什么需要“尺

度性”这一语义特征呢？本文认为这是制造“特殊

性”的需要。

解释“特殊性”要从“可供性”着手。可供性理

论（Affordance Theory）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J.J.

Gibson（1979）提出，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

可供性是行为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本多啓

（2005）将其应用于解释语言现象之中，并指出可

供性（Affordance）是事物在环境中对认知者而言

所具有的意义。比如书对于认知者而言是“读的

东西”、抑或是“作为枕头使用的东西”等等。具体

来说，“可供性”是环境中的物体能够给认知者提

供的行为的可能性。比如椅子对人而言可以提供

“坐”这一行为。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一行为，

而水却不可以。存在于环境中的物体，如场所、物

质、事态、动物、人造物等等，无一例外都具有“可

供性”。在环境中活动的动物，通过探索活动来认

知环境中的“可供性”。那么“可供性”与“尺度性”

有什么关联呢？

当属性谓语句的主语为有指时，本文认为需

要将人造物和自然物区别开来考虑。人造物是人

类有目的的制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其“可供性”在

某种程度上是已经确定了的。这样一来，只描述

其“可供性”的属性句就会由于缺少新信息而显得

不自然。影山太郎，沈力（2012）在探讨无生命名

词作主语的句子时提到过，当主语为有指时，在描

述其字典定义的基础上，还需要更加详细的描述

其特征和性质。虽然影山太郎，沈力（2012）未对

其原因作出解释，并且忽略了人造物和自然物的

区别，但是这一论述与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性”有

共同之处。请看下例：

（36）a.消臭剤（というの）は、臭いを消す（ものだ）。

b.？この消臭スプレーは臭いを消す。

c.この消臭スプレーは、たちどころに部屋

の臭いを消す（ことができる）。[7]

（37）a.シュレッダー（というの）は、紙を裁断す

る（ものだ）。

b.？このシュレッダーは紙を切る。

c.このシュレッダーは紙を0.5ミリの幅に

切る（ことができる）。

（影山太郎、沈力，2012：43）

（36b）（37b）均由于信息价值过低而不合法。

本文所谓的“特殊性”是指与事物的可供性有所不

同的属性、或者与“可供性”相契合，但是其程度非

同寻常。只有存在这种“特殊性”，句子才容易解

读为属性义。例（36）中除臭剂是人类为了除臭而

创造的产品，对我们而言其可供性就是除臭的东

西，那么（36b）的信息价值几乎为零，难以成立。

但是如（36c）加上其除臭的速度便具有了“特殊

性”，句子成立。回到上一节中留下的疑问，即为

什么将「このカメラは夜景がうまく写る」中的

「うまく」去掉，句子依然成立，而将「このカメラ

は写真がうまく写る」中的「うまく」去掉后句子

则难以成立。「カメラ」是人类为了拍照而生产的

产品，其最普遍的“可供性”便是拍照。「このカメ

ラは写真がうまく写る」的属性谓语部分与其“可

供性”一致，此时需要“特殊性”才能使句子具有更

高的信息价值，从而获得属性义解读。因此在语

义上需要具有“尺度性”的「うまく」来创造“特殊

性”。而「夜景が写る」与其最普遍的“可供性”有

所偏差，语义上已经具有“特殊性”，因此不需要

“尺度性”这一语义特征。

另一方面，自然物并非人类在某种目的下创

造而成，故其“可供性”根据认知者的不同有无限

的变化，并无约定俗成的看法，每一种解读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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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出处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现代日本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未标明出处的例句为自拟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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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性”，因此属性义的解读并不需要“尺度

性”。例如同一座山，对游客来说其可供性是看景

色，景色是否美丽；对登山者来说是险峻与否，是

否可攀登等；对生物学家来说是生物物种是否丰

富等。综上所述，“特殊性”是状态词化动词属性

谓语句能够成立的语义层面的重要因素。

4 结 语

本文从“为何动词作为句子的谓语，却能够脱

离时和体的束缚”这一问题出发展开讨论，发现这

是因为动词属性谓语句中的谓语动词已经发生

“状态词化”。文章将Kennedy & McNally（1999，

2005）提出的“尺度结构”作为理论工具，分析了动

词属性谓语句发生“状态词化”的机制，认为其生

成路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开放尺度”获得形容词

的句法特征，二是通过“准闭合尺度”获得“可能

义”的解读，在句法表征上也与形容词相近。并且

从可供性理论的角度，简单分析了后者不可缺少

“尺度性”的语义层面的原因，指出“尺度性”是当

谓语部分的属性内容等同于主语的可供性时制造

“特殊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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