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动词的体貌

陈用仪

一、误导人的术语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有两个容易误导人的术语，其含义需要澄清。

第一个就是“动词”，这是日本人初次翻译西方语法术语时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中国人早期通过日本文献间接吸收西方学术文化，大量搬用了日文的翻译术语，这

个错误的译法也就以讹传讹了。其实英语的 verb来自拉丁文的 verbum，原意相当
于 word，既可以表示动作和行为，也可以表示发生的事件或变化，而且也可以表示
毫无动作和变化的状态或关系。最初的译者只是注意到动作，就不假思索译成“动

词”，结果学习者受到误导，不免望文生义。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一来，所

谓“动词”可能具有的被动意义、事件意义、静态意义就容易被忽略，延续体与瞬时

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就被模糊，最终结果是整个“动词”的体及其在句中的貌的问

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现在探讨“动词”的体和貌，就不得不对“动

词”这个译名正本清源，明确“动词”可能是“不动”的。不过，由于这个译名沿用

了多年，木已成舟，现在已经难以纠正，我们使用时也只好“将错就错”，但是必须

心中有数。

另一个容易误导人的术语，就是所谓“完成”时态 (perfect)。这个概念上的混
乱，过错就不在中国人或日本人身上，而是在早期的西方语法学者身上。他们囿于

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把时态 (tense)和体貌 (aspect)混为一谈，把体貌的分野完全归
因于时态的变化，忽视了每个动词本身固有的“体”。这个认识上的混乱，直到如今，

尽管在语言学术界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是在一般语言学习者当中还相

当严重。有一些乍看起来十分自相矛盾的现象，就是由此而生，尤其是在英语。例如

I’ve known him for ten years. 这里的“完成”时态哪有什么“完成”？许多语法书介
绍 perfect时态时，仍然把词义体互不相同的动词混在一起“一锅煮”。语法书尚且
如此，语言学习者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同 verb一样，由于 perfect这个用语已经沿
用了多年，我们使用时也只好“将错就错”，只要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名词，在概念上也需要澄清，就是“时间”。这个名词，既可以指长度，

也可以指位置，往往两者混在一起，在我们脑子里分不清，从而在语言上产生许多误

解或误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第三部分中作了比较彻底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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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与“貌”，主观意图与客观规律

既然动词是表示事物的动作、事件、状态的，这些动作、事件和状态本身就已经

千差万别，再放到具体的句子中，这种千差万别就更加复杂，但是大体上可以区别

出动词的几种不同的时间构造。动词或表示不间断的动作或状态，或表示一个有始

有终的过程，或表示瞬间完成的动作，或表示动作开始，或表示动作结束，或者表示

动作的重复。动词的这些由其词义决定的在时间内进行的方式，我们称之为词义体

(lexical aspect)，或简称为“体”。动词进入了句子之中，本身固有的词义体会同其他
句子成分和语法因素互相作用，呈现出“语法体”(grammatical aspect)。这个语法
体，我们在这里简称为“貌”。这样，“体”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它进入自然界，有时

可以保持作为元素单独存在，有时又同其他元素组成具有全新性质的化合物而存在。

体是动词本身内在的客观属性。一个孤立的动词，例如排在词典里的动词，虽

然不参与组成句子，“体”这个客观属性仍然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这个动词（当然，

我们不能囿于书面上的单词分隔，把一个由动词加附带成分的多单词词组排除在外，

例如：英语的 eat up，到了德语就是一个单词 aufessen，应该算是一个单个的动词，
这个 up仍然属于词汇范围的“体”，而不属于语法范围的“貌”）。到了要将某个动
词放进具体的句子里的时候，根据在怎么样的语言场合和要达到怎么样的交际目的，

说话的人内则按照自己进行交际的主观意图，外则按照动词的客观词义以及“体”，

来选择用哪个动词，而且在句子中将这个动词按照交际意图用恰当的动词时态表现

出来，并加上其他句子成分与之“配套”，产生“貌”这个成品，而且进一步在此基

础上明确该动词的词义如何在时间中表现。有怎么样的交际意图，最后就表现出怎

么样的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语义类别。

“体”这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到了具体的句子中，“体”如

何同其他因素互动，也是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人的主观意志只

能决定交际目的，这个目的一确定了，要选择什么“体”的动词，在句中如何互动，

就由客观规律来决定，主观意志就不能左右。研究和掌握体貌，就是要发现并掌握这

些规律，或者在阅读或听时推论出作者的交际目的，或者在写作或说话时自己确定

了交际目的之后按照规律选择适当“体”的动词并在句子中安排适当的互动。

“体”进入句子后，通过动词时态（有时还加上别的一些因素），首先就呈现出

“貌”（“完成貌”或“未完成貌”）。由于“貌”往往被理解为人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

动词所代表的行动、事件或状态，这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貌”是主观随意的产物，

不是客观的存在。例如在He read that book yesterday; while hewas reading it, the
postman came. 这个例句中，read与was reading分属不同的“貌”（前者是完成貌，
后者是未完成貌），但动词相同，客观事实也是同一件事。乍一看来，好像同一件客

观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貌”，由此推断“貌”是主观随意的产物。但是，问题在于说话

的人先后定下了两个不同的交际目的，前一个是告诉别人“他昨天看了那本书”这件

完整的事实（延续体的动作，完成貌），后一个是告诉别人“在他正看书的时间段当

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延续体的动作，未完成貌）。这两个意图，是主观“随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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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但是，意图确定之后，选择什么词义和什么“体”的动词，句中通过时态和

其他手段显示什么“貌”，而且用这个“貌”来传达什么信息，就要严格按照客观规

律来办事，再也不能有主观随意性了。正如去甲地只能坐火车，去乙地只能坐飞机，

究竟去哪里，主观意图可以随意选择，但是目的地一经选定，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就

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

“体”是言语的起始原料，经过句子中的互动，第一步就呈现出“貌”（但接下去

还可能呈现出更具体的情况，并不是过程到了“貌”就完成了）。“貌”有时是言语的

“半成品”，有时是最终“成品”。“貌”主要是揭示“完成”与“未完成”两大范畴，

同“体”所揭示的“动态与静态”、“有终 (telic)与无终 (atelic)”、“瞬时与延续”有
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而“完成”与“未完成”，只是已经有了“成品”或“半成

品”之后对它的命名分类。单词的选择和规律的运作，都在其前，都是实际上最要紧

的“工序”。所以我们将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动词单词的“体”及其进入具体句

子后的语法加工上，而对于“貌”的“完成”与“未完成”，只是必要时顺便顾及。

举个例子说，He worked here for two years. 中的worked，就“体”而言是“动
态”“无终”“延续”的（即后面要介绍的 Vendler分类中的第二类动词），由于主
观意图要表示“从前在此工作，现在已经不了”，所以不能用 has worked（因为 has
worked后面再加 for two years就表示现在仍然在此工作），要用worked；又由于主
观意图要表示“时间长度为两年”，而 work是个“无终”动词，所以不能用 in，要
用 for。于是得出了全句。到了句子中，worked就以“完成”的“貌”出现（人们容
易误解，以为“延续”就是“未完成”，其实“延续”与“完成”往往两者并不冲突，

一个是“体”，一个是“貌”）。

既然“体”是动词本身固有的客观属性，它就具有一切人类语言都共同具有的普

遍性。尤其是一些最普通、意义最共同的动词（如“睡觉”“居住”“起床”“坐”“站”“杀

死”“喜欢”“属于”等等），不同语言的“体”也是大致相通的。这就为学习外语动词

的“体”打下很有利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又有更多的动词，其词

义和体貌虽然相近但又有明显的或微妙的差别，放在具体的句子中，又加上语法上

的巨大差别，一种语言的“体”和“貌”往往为操另一种语言的人所难以顺利掌握。

这就为学习外语造成很大的困难。例如：中文动词“睡觉”，既可以是延续体（第二

类动词），相当于英文动词 sleep，也可以是瞬时体（第四类动词），相当于英文动词
词组 go to bed；中文动词“穿（衣）”，可以相当于英文延续体（第二类动词）的动
词 wear，也可以相当于英文瞬时体（第四类动词）的动词词组 put on。我们学习英
语动词的“体”及其在句子中呈现的“貌”，就要一方面充分利用不同语言的“共性”

这个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克服不同语言之间的“壁垒”造成的
1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 take用来表示“需要（多长时间或什么条件，才/就能达到某个目的）”时，后面的动词

不定式在词义体上可以看出含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第三类或第四类动词，不可以是第一或第二类动词，而且用第三

类或第四类动词，含义也有严格区别），而且句子是叙述句还是判断句，也决定 take自己的词义体和采取的时态。可
见只要交际目的（要表达什么意思）一确定，动词类别的选择甚至动词时态的选择就没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可言。请参

看本文最末处有关 it took … to inf. 的例句以及本书字母排列部分的 take条，即可一目了然。强调主观随意性，实质上
是否认有客观规律，从而助长那种嫌麻烦、不愿深入探讨客观规律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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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我们前面指出，“体”和“貌”，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范畴。这两个范

畴，在许多文献中，往往被混为一谈，有时候中文文献干脆把两者合成一个概念“体

貌”。其实，“体”是孤立的单个动词（例如编在词典中的动词），由于其词义而固有

的、单纯的时间情状，是“与生俱来”的，与动词“形影不离”。“貌”则是动词进

入了具体的句子后同其他成分互动共同造成的、综合的时间情状。例如“体”大致上

可以分为四类（见第五部分），再归纳可以大致上分成“延续体”和“瞬时体”两大

类；“貌”则分成“未完成貌”和“完成貌”两大类。这里，“瞬时体”的确绝大多数

场合在句中经过加工后呈现“完成貌”（这说明了“加工”的作用很小甚至没有）。因

此很多人把“瞬时体”和“完成貌”混为一谈，从而又把“体”和“貌”混合成一个

“体貌”概念。但是，如果回过来看看“延续体”，就可以发现，“延续体”和“未完成

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是一回事。往往“延续体”的动词进入了具体句子，经

过“加工”，呈现出来的却是“完成貌”（例如 He worked here for two years.）。可以
说，有延续意义的动词，即下面分类时要列出的第一、二、三类动词，进入句子之后，

都可以呈现“未完成貌”或者“完成貌”。唯有下面要说的第四类动词，即瞬时动作

的动词，它的瞬时“体”，进入句子之后，尽管受到各种影响，仍然呈现为瞬时体所

必然呈现的“完成貌”（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完成貌”并非“瞬时”动词一家独

占）。唯有遇到下面第十五部分末两段所说情况时，第四类动词才可以临时表现为未

完成貌。

三、时间、时间点、时间段

“动词”在德语，除了同英语一样叫做 verb之外（德语为 Verb），还叫做 Zeitwort，
直译为英语就是 time word，由此可见动词同时间关系密切。要掌握动词的机制，无
论是它的“时态”、它的“体”以及“体”进入句子经过同其他句子成分和语法因素

彼此互动后呈现的“貌”，都必须对时间概念有清晰的认识。

首先，对于“时间”这个概念，必须分清究竟是“时间点”还是“时间段”。前

者是“位置”，后者是“长度”，不能含糊。

“时间”可以是一个“数量”，也就是“时间段”，例如 3秒钟、4小时、5个世
纪、100亿年。这样的数量，是“不定位”的，就是说，在宇宙历史的长河中，它并
不占据某段特定的位置，放到哪里都可以。例如：5个世纪，可以是公元 1—5世纪，
也可以是公元 16—20世纪。它只有长度，没有位置。
但是，“时间”还有同位置有关的含义，例如：约会要预先定下“时间”和“地

点”，这里的“时间”就不是长度的问题了（如果约会事先只说会面两小时，不说定

在哪一天几点钟，那是荒谬的），它必须明确是历史长河中的哪一个位置，而且必须

是一个“点”，或“时间点”，例如“明天上午十点半钟”。这个“点”，同几何学上的

“点”类似，理论上是只有位置没有长度的（尽管实际上有一些长度允许几分钟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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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另外，还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是既有位置又有长度的时间段，例如“明天上

午 10点半到 11点的半个钟头”或是“昨夜一夜”。我们可以称之为“定位时间段”。
反之，只有长度、没有位置的时间段（例如“半个钟头”），我们称之为“不定位时间

段”。

这样看来，时间点本身没有多少分类，而时间段则可以细分，不但有“定位时间

段”和“不定位时间段”之分，而且还有“有限时间段”和“无限时间段”之分。“有限

时间段”的长度有一定的，“无限时间段”则长度没有指明。如果长度一头一尾都被

时间点限制住，那就是“有限定位时间段”，或简称“定位时间段”，例如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头尾没有时间点限定，但是长度已经交代清楚的时间段，可
以称为“有限不定位时间段”，例如 for/in one hundred years。”无限时间段”则是
“无头无尾”的，通常用于起点和终点都不明确的延续体动词，动词所代表的活动或

状态究竟何时开始、延续多久，都不明确说出，例如 He loved Mary. 但是要指出的
是：所谓“无限”，并不是真的“天长地久”“绵绵无绝期”，只是起点和终点含含糊

糊，“不明确交代”而已。

此外，这个“有限”和“无限”之间，还有一个“半有限”（也可以说是“半无

限”），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只有头端或末端有一个时间点管着，而另一端则没有明确

界限，理论上可以向前或向后无限延长，例如 before 1919或是 after 1919。“半有
限时间段”，由于一头有时间点管着，所以一定是定位时间段。

说“上午 9点钟”，这个时间点按理是没有任何长度的，但是实际上就有几秒钟
甚至一两分钟的长度，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这样的长度通常是人们默认的。再长一

些，情况就有些不同，例如说 yesterday，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既有时间段长
度（24小时），也有时间点位置。更长一些，说 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就不
是指那一年的 365天的长度。再长一些，寒武纪 (the Cambrian period)长达 3,000
万年，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时间点来看待。所以，有时候定位时间段可以被“压

缩”成为一个“时间点”。不过，这种本来有长度但经过“压缩”而成的时间点（我们

暂且称之为“段时间点”，国外这类时间状语有叫做 interval-locating adverbials的），
同一般的时间点有所不同，不但可以同瞬时动词（第四类动词，如 arrive）连用，而
且也可以同一些有延续时间段的动词连用（此时这些延续体动词也在句中被“压缩”，

以“完成”的“貌”出现，仿佛像个瞬时体的动词，但是只可以同“段时间点”搭配，

不可以同“点时间点”搭配，例如可以说 He worked here yesterday. 但不能说 *He
worked here at ten o’clock.）。同“段时间点”相对而言，本来本身就没有长度、不
是时间段压缩而成的时间点，可以称为“点时间点”（如上例的 at ten o’clock），简
称“时间点”也可以。

如果时间点和时间段俱全，彼此就可以互相决定，可以用时间段来界定时间点，

也可以用时间点来界定时间段（例如：five years是不定位时间段，five years ago则
是时间点，until five years ago却是半有限定位时间段；then是时间点，since then
则是半有限定位时间段）。

归纳起来，“时间”这个笼统的词语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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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长度无位置的时间段（“一年”），即“不定位时间段”；

2. 有位置无长度的“点时间点”［“上午九点”“去年（毕业）”］和有位置而长度被
压缩的“段时间点”［“去年（周游欧洲各国）”“寒武纪时（温度下降）”］；

3. 有位置也有长度的时间段［“去年一年间”“自从去年以来”］，即“定位时间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语言中，对于“时间”究竟是时间点还是时间段，往

往是含糊的。例如：法语的 J’attends depuis deux heures. 就是一个含糊的典型，既
可以相当于英语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two hours. 也可以相当于英语的 I’ve been
waiting since two o’clock. 法语在这里，无论是介词 depuis（既可以相当于英语管时
间点的 since，也可以相当于管不定位时间段的 for）和名词词组 deux heures（既
可以相当于英语的时间点 two o’clock，也可以相当于不定位时间段 two hours），都
混淆了时间点和时间段的不同概念。德语的 seit也同法语的 depuis一样“包揽”了
since和 for，混淆了时间点和时间段（但德语时间段“两小时”zwei Stunden同时
间点“两点钟”zwei Uhr还是不同的，不像法语那样混为一谈）。与之相比，英语在
这一点上却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因而对学英语的人要求也比较严格。

四、时间点状语和时间段状语

在语言中，时间点和时间段往往通过各种不同的时间状语表现出来。同动词的

“体”关系密切的时间状语有：

1. 时间点状语 (temporal locative adverbials)，主要任务是指明“在何时”（而不
是“占据多长时间”）。又分为：

a. 点时间点状语 (punctual locative adverbials)，代表一个理论上没有长度、实
际上即使有长度也十分短促的时间点，例如 at 9:15 yesterday morning；

b. 段时间点状语 (interval locative adverbial)，代表一段被“压缩”成混沌整体、
从外部看像是一个时间点的“定位时间段”，用来指出“在何时”而忽略其“占据

多长时间”，例如 yesterday、last summer、in 2006、in the Cambrian period。

2. 不定位时间段状语 (interval adverbials)，主要任务是指明“占据多长时间”（而
不是“在何时”）。又分为：

a. 延续时间段状语 (durative adverbials)，代表一段不是因为动词本身的特点
而是因为受到“外力干预”而终结的时间段。这样的时间段状语最典型的标志，

就是用介词 for引入，例如 for two hours；

b. 包含时间段状语 (container adverbials)，代表一段因为动词本身的特点而终
结的时间段。这样的时间段状语，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用介词 in引入，例如 in five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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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位时间段状语 (specific interval adverbials)，代表一段位置明确的时间段。其
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用介词 during引入，例如 during the 1970s。

五、四类动词的划分

动词的“体”，同时间点和时间段的概念密不可分，过去不大引起注意，尤其是中

国人，认识比较模糊（尽管“体”和“貌”在汉语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正

确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正确使用英语动词和介词，关系极大。有些动词，其所指的动

作或事件，发生了就立即结束，这种动词通常同时间点相联系。有些动词，其所指的

动作或事件，经过一段过程必然到达终点而自然结束。有些动词只是表示延续状态。

有些动词，表示延续进行的动作或事件。所有这几类动词，都按照交际目的的不同，

或者同时间点，或者同时间段相联系。例如 The house was built in six months. 中
的 in six months是时间段，交际目的是说明兴建所需用的时间长短；而 The house
was built in 1984. 中的 in 1984是“段时间点”，交际目的是要说明何时兴建并建成
的。

动词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是从“体”的角度来划分，大体上可以

分成四类。这是匈牙利裔加拿大语言学家泽诺·文德勒 (Zeno Vendler, 1921—2004)
在 1967年提出来的，至今尽管经过许多人的修改补充，仍然大体上为语言学界所公
认。这四类是：

1. 状态动词 (states)，例如 know、love、have、want、belong、contain、exist、
possess等。

2. 活动动词 (activities)，例如walk、swim、play、write、read、listen、rain等。

3. 趋成动词 (accomplishments，国内有译为“终结动词”的，但这个名称容易同
第四类“达成动词”混淆)，例如 build、persuade、prepare、get ready、recover、
grow up等。

4. 达成动词 (achievements)，例如 kill、drop、catch、arrive、find、lose、receive、
explode等。

前面已经指出过，我们所说的动词单词，不一定只由一个光秃秃的动词所组成，

有时候也可以带有其他语义成分。这一来，有些动词，单独一个，属于某一类；加上

其他语义成分，就可能转到另一类。例如 use（使用）原来是第二类动词，但是 use
up（用完）就变成了第四类；又例如 take本来是第四类动词，但是 take pride in（以
⋯⋯为荣）就变成了第一类动词。有些动词，本来是这个意思，加上别的成分，表面

上还是这个动词，但是实际上词义和类别已经根本改变了，例如 run（跑；管理）单
独是第二类动词，但是 run into (somebody)（遇到，碰到）却获得了新的词义，而
且转到了第四类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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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Vendler提出这种动词四分法以来，按照这个区分标准，探讨动词的词义
“体”及其在句子中呈现的“貌”，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相当可观的研究。但是这些

研究大多停留在学术领域，较少用于实际语言的应用，更少涉及具体单个动词的分

析探讨。实用领域的语法书和词典，都很少涉及动词体貌的问题，不同体的动词大都

混在一起阐述。无论中外，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对每个动词的“体”及其在句

中可能的变化一一加以说明（哪怕是像对每个名词标明可数或不可数那样简单区别

一下）的词典。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本书正文中做了一些首创性的尝试，但只

能覆盖少数常用的动词。要全面填补这个空白，还有待于各方面的努力。

六、第一类动词的特征

第一类动词，即“状态动词”，代表一种无变化的延续状态。最典型的动词就是

know。但是有人认为 know有特殊性，不够典型，因为人除非患了失忆症，know就
只有时间段的起点，没有终点。例如不能说“我从某时起到某时止知道某事（以后

就不知道了）”。相比之下，love、belong、live等动词似乎更为典型。另外，这类
动词还包括了一些乍一看是属于“动作”的动词，例如 smoke、drive a taxi、play
chess等，这些都是借用“动作”来表示人经常从事的活动尤其是职业活动或生活习
惯，或是事物的一般性质，例如 smoke相当于 be a smoker，drive a taxi相当于 be
a taxi driver。类似这类动词，还有一些，例如：I eat pork. / He swims. / This wood
splits. / This glass shatters. / The back door opens. / This car runs. / This material
shrinks a lot. 乍一看是动作，其实是说明事物的本性（这类以动作代替属性的动词，
通常采用的时态仅限于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去时）。

有一部分第一类动词，可以暂时“借用”来作为瞬时变化的第四类动词，表示瞬

时“进入”所说的状态，例如 He soon felt happy. / A fewmonths later, the building
belonged to a new owner.但是并非所有第一类动词都可以如此，例如不可以说 *She
loved him shortly afterwards. 这是因为 love不可以借用来表示瞬时的“进入”状态，
要改为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m shortly afterwards.
第一类动词通常不能采用进行时态（不能说 *I’m knowing…, *I’m belonging …），

但也有例外，可以用一般时态表示永久性或长期性的状态，而用进行时来表示暂时

性的状态，例如 He lives in London. / He is now living at my home.
第一类动词的一般现在时，表示现在存在着的无始无终延续状态 (This building

belongs to the university.)，也可以表示现在仍然反复出现的断续状态 (I am tired
every evening.)。
第一类动词的一般过去时，可以是未完成貌，表示过去当时无始无终的状态，此

时可以搭配时间点状语，表示该时间点出现在这无始无终的时间段之中 (He still lived
there at that moment.)，也可以不明言任何时间点（He lived there.）。但也可以是完
成貌，此时需要搭配一个表示定位或不定位时间段的状语，表示该状态仅仅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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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间段范围之内，时间段结束，状态也就不存在了 (He lived there for three years.
/ He lived there from 1990 to 1993.)。
第一类动词的现在或过去完成时，可以是完成貌，表示过去曾经有过的延续状

态 (He has lived there.)。但是如果有 for+时间段或 since+时间点，则是未完成貌
（与“完成时”的名称正相反），表示从过去（或过去又过去）至今（或至过去某一

时间点）仍然保持着而且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的延续状态 (He has lived there for
three years. / He had lived there since 1980.)。

七、第二类动词的特征

第二类动词，即“活动动词”，代表一种陆续发生变化但没有必然终点的延续过

程，例如 walk、work、study、rain、sleep等。这样的过程，按其本身性质，可以
无限延续下去（姑且勿论客观世界的局限性以及人的寿命和耐受力极限），如果停止

了，也是由于外因（时间数量限制）而不是内因。这一点（即“延续性”，除非被外

力中止，否则可以无限延长）同第一类动词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第一类动词所代表

的是状态、性质或关系，不论延续多久，情况一直保持不变；而第二类动词所代表的

是动作或事件，在延续过程中，情况在陆续发生变化（例如 walk的过程中，位置不
断地移动；grow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变大）。
这里需要指出，有些动词，究竟属于第一类或是第二类，并不容易分辨，例如

wait，究竟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变化，可以见仁见智。所以还有一个区别的标志，就是
有没有主观意志在左右着。按照这个标志，wait当然属于第二类而不属于第一类。有
没有主观意志，表现在英语上，就是可以不可以有 be + -ing的进行时，例如不可以
说 *I’m knowing …，但可以说 I’m waiting …。
同一部分第一类动词一样，一部分第二类动词可以暂时“借用”为瞬时的第四类

动词，表示瞬时“开始”做所说的延续活动，例如 A fewminutes later, they danced (=
began to dance).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牵涉到第二类动词 read既可以只表示“阅
读”行为的延续进行，也可以借用来作为第四类动词表示“阅读”行为的“开始”。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很幽默，善于运用双关
语，对于一些人给他送来的劣质作品，常常是这样答复的：Dear Sir, I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a copy of your book, which I shall waste no time in reading. 后半句既
可以理解为“我将立即（开始）拜读”，也可以理解为“我将不浪费时间去阅读”。约

翰·丹顿 (John Darnton)写的一本小说《达尔文的阴谋》(The Darwin Conspiracy)
当中有一句：Why did he take twenty-two years to write the damn thing (=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这一句，对write的“体”可以有不同的理解。write本来是第二
类动词，如果这样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花了 22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也就是写书
整整用了 22年）？”而如果 write是被借用来表示“开始写”（瞬时体，第四类动词），
意思就是“他为什么 22年一直都没有写，直到过了 22年才开始写？”该书的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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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解答了这个疑问：Why did he wait twenty-two years to write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可见意思是后一种。上面两个例句中的 read和 write都可以既表示无限的
动作过程，也可以表示动作过程的瞬时开始。但是并非所有第二类动词都可以如此，

例如不可以说 *A few minutes later, they slept.
第二类动词还可以受到外加的量化制约。制约有两种，一种是时间量的制约，即

限定活动的时间长度（此时时间段状语用 for引入）；另一种是非时间的量化制约，可以
通过对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加以定量化 (He drew a circle. / She read three pages.) 或
是给活动外加一个终点（可以是物质上的终点，如He ran into the room. / The plane
descended to the ground. 也可以是抽象概念上的终点，如 How Judaism evolved
into Christianity.）。时间量的制约，都使得采用一般过去时的第二类动词本身固有的
延续体在句子中表现为完成貌，例如 I ran for one and a half hour. 如果采用现在或
过去进行时，则表现为未完成貌，表示这个时间量化制约只是预定的计划，尚未实

现，例如 I was running for one and a half hour. 但是时间量的制约，实际上只是对
语言表达的量化制约，即把活动所必然耗费的时间从不明确变为明确，从不明言改

成为“明言”，对客观过程并不增添任何新的因素。非时间的量化限制就不同了，它

给动词本来无限的活动外加了新的客观限制，规定了本来没有的终点。这一来，第二

类动词就在句子中向第三类动词靠拢（但是动词本身仍然是第二类动词，只是在句

子中临时接近于第三类动词），也就像第三类那样用“in +时间段”状语而不用“for
+时间段”状语，例如 The plane descended to the ground in (*for) three minutes.
关于这一点，我们谈到第三类动词时再详细分析。

有时候，已经向第三类动词靠拢的第二类动词，还有可能进一步向第四类动词靠

拢，那就是动作过程长度的“量化”极度压缩，接近于零，例如 She read his message
at 10:15. 这里的message可能只是一张字条，上面一两句话，此时动词 read仿佛
像是一个瞬时的第四类动词。反之，如果把 his message改为《红楼梦》，说 *She
rea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t 10:15. 就很荒谬了（说 She rea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esterday. 则可，此时 read可以肯定只是看了该书的一部分，而且具体
这一次 read 所覆盖的时间段，按情理应该小于 yesterday 这一天的长度。如果说
She read the article yesterday. 则可以从情理推论，可能是整篇文章都看完了，但
是，只看了该文章一部分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read所覆盖的时间段，按情理也小
于 yesterday这一天的长度）。
另外，有些第二类动词本来是无限延续的，为了表示将过程缩短为一下子，英文

常常将这个动词名词化，用 have a/an + n. 这个形式，创造出一个相当于第四类瞬时
动词的词组，例如 have a swim（游泳一下），have a look（瞧一眼），have a smoke
outside（到外面吸一阵烟），have awalk（散一下步），have a bath（洗个澡），have
a talk（交谈一下），have a think about it（考虑一下这件事）。
第二类动词的一般现在时通常用来表示当前的习惯反复活动，例如 Iwork at this

office. 也可以表示现在仍然反复出现的断续延续行动 (I do exercise every morn-
ing.)。如果要着重表示这是当前具体在做着的事，就用现在进行时，例如 I’m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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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过去进行时则表示过去当时具体在做着的事，例如 Iwas working there.
第二类动词的一般过去时，可以呈现“非完成貌”，表示过去存在着的习惯性概

括性的动作或事件 (Heworked at this office.)。此时也可以同时间点状语搭配，表示
这个时间点是在动词所覆盖的无限时间段之中：They worked here at that time. 表
示 at that time只是他们延续的惯常工作所占时间段当中的一个特定时间点（“延续
体”“未完成貌”）。但是同第一类动词一样，它也可以呈现“完成貌”，此时需要搭

配一个表示定位或不定位时间段的状语（表示该动作过程仅仅存在于该时间段范围

之内，时间段结束，过程也就不存在了）：He worked at this office for three years.
/ Heworked at this office from 1991 through 1994.
同第一类动词一样，第二类动词的现在完成时或过去完成时可以是完成貌，表示

过去曾经有过的延续动作过程 (He has worked there.)。但是如果有“for +时间段”
或“since +时间点”，则是未完成貌（与“完成时”的名称正相反），表示从过去（或
过去又过去）至今（或至过去某一时间点）仍然保持着而且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的

延续动作过程 (He has worked there for three years. / He had worked there since
1991.)。但是如果谈的是眼前具体的动作而非习惯性的经常行为，就更多用现在或
过去完成进行时 (He has been waiting here for two hours. / He had been waiting
there since ten o’clock.）。
第二类动词无论用任何进行时态，都呈现未完成貌，不可能呈现完成貌 (Hewas

waiting here.)。
第二类动词的一个检验方法，就是看看动词本身不加任何其他成分（宾语、非时

间状语）能否同“for +时间段”状语搭配：能搭配，就是第二类动词，也可以是表
示暂时状态或性质的第一类动词 (walk for half an hour)；不能搭配，就是第三类动
词 (*build for two years)或第四类动词 (*explode for half an hour)。

八、第三类动词的特征

第三类动词，即“趋成动词”，是一种比较独特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动词，它既

有延续性，又有瞬时性，代表一个进行一段时间必然达到终点而停止的动作或事件过

程，既有一段动作的延续过程，又有最后瞬时的终点，例如 prepare、build、operate
on（对⋯⋯动手术）、count、cure等。同第二类动词的“for +时间段”检验标志相
对应，第三类动词可以用“in +时间段”来作为检验标志。动词本身不加其他成分能
同这个时间段状语搭配，就是第三类动词；不能，就是其他三类动词中的某类。不过，

如果某个动作或事件所占的是一个长度接近为零（也就是接近时间点）的极为短促

的时间段，动词也可能是第四类动词（这个极为短促的时间段也用 in引入）。【例如】
He noticed their presence in an instant. 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他们在场。
延续时间段状语（即“for +不定位时间段”）对于有必然终点的动作过程有排斥

性，所以不能同第三类动词搭配，例如既不能说 *They built the house for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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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 *Theywere building the house for two years.
第三类动词，除非表示反复习惯动作 (They build skyscrapers.)，或是在下面“十

五、值得注意的几个时态问题”中“一般现在时的应用”所列举的情况下，否则不用

一般现在时 (*They build this house.)。
第三类动词的任何进行时态都是保留了过程，隐没了终点和结果，呈现未完成

貌 (They are building a house.)。此时第三类动词向第二类动词靠拢。
第三类动词的一般过去时通常呈现完成貌 (They built a house.)，此时隐没了过

程，只剩下终点和结果。但是也可以呈现未完成貌，此时表示过去当时的习惯反复动

作 (They often built skyscrapers.)，既有过程也有终点。
第三类动词的任何完成时态都表示完成貌（貌与时态名称一致）(They have built

skyscrapers.)，也是隐没了过程，只剩下终点和结果。

九、第四类动词的特征

第四类动词即“达成动词”，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瞬时性”，是一下子就发生并即

时结束的动作或事件。这种动作或事件，只能在“时间点”上发生，同“时间段”是

绝缘的，但可以在一段定位时间段内发生，此时意思也是在该时间段内的某一时间

点上而不是涵盖整段时间段 (He awoke in the morning.)。第四类动词不可以同“for
+时间段”的不定位时间段状语搭配（除非这是表示“做某事时预计其造成的后果保
持多久”，例如 leave for two weeks. 或是在个别场合表示已经造成的后果保持多久，
例如 He has stopped smoking for two months. 而且除非时间段是极为短促的（例
如 in an instant或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否则也不可以同“in +时间段”的不
定位时间段状语搭配。

第四类动词除非在下面“十五、值得注意的几个时态问题”中“一般现在时的

应用”所列举的情况下，或是表示习惯反复动作，否则不可以用一般现在时 (*This
bomb explodes.)。
第四类动词的一般过去时通常呈现完成貌，这是与它的瞬时体相匹配的。但是

一般过去时也可以表示过去当时的习惯反复，此时呈现未完成貌 (They often bought
new shoes.)。
第四类动词原则上不可以有任何进行时态，因为进行时态意味着未完成貌，这

个貌同第四类动词的瞬时体是相抵触的。但是，有一些第四类动词可以表示临时在

前面增添一段过程而在最后完成（例如 His aunt is dying.），此时则呈现“未完成
貌”。另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某些第四类动词可以有将来进行时，但是意思仍然不

是变为延续，而是仍然保留瞬时动作的意义（仍然保持完成貌），只是表示计划中即

将要做什么事。【例如】I’ll be going there anyway. 我反正都要到那边去一趟的。/
Professor Johnsonwill be giving another lecture on Chinese Tang poetry tomorrow
afternoon. 约翰逊教授明天下午再次讲授中国唐诗。/ I’ll be seeing you one of these



十、 一词多义与多体现象 13

days, I expect. 我想咱们改天会再见面的。/ Diplomatic issues rarely begin or end
cleanly with a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s, but Bushwill be leaving his successor an
extensive list of foreign policy processes. (The Washingtong Post, Nov. 8, 2008)外
交问题很少一刀切地随着政府的更换而开始或结束，但是布什将会留给他的继任者

长长的一份列举了各种外交问题的单子。此外，对另一瞬时行动作出性质判断，说它

“等于”某行动，这个“某行动”尽管是瞬时的，也常常用进行时态。【例如】If h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he’ll be doing our community a real service. 如果他能对
此做点什么，那对我们社区是一大好处。/ If he is found absent, he’s committing an
offence punishable by law. 如果他被人发现不在场，那他就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
制裁。另外，下面第十五部分末两段还例举了第四类动词可以用进行时态的情况。

第三类动词和第四类动词的共同点是动作或事件会“实现”，也就是“有终”。但

是第四类的“实现”是马上实现的，不经过一个延续的过程，也就是“瞬时”达成的，

所以它不可以同时间段状语搭配（除非这个时间段极为短促，如 in an instant），无
论是 for还是 in的时间段状语，都与它无缘。同它搭配的典型介词短语是“at +时间
点”，例如 The bomb exploded at 10:45. 另一个检验第三类动词或第四类动词的方
法，是看能不能加以停止，例如可以说 He stopped climbing the mountain. 但是不
能说 *The bomb stopped exploding. 可见前者是第三类动词，而后者是第四类动词。

十、一词多义与多体现象

必须指出，英语的动词，尤其是那些最常用的动词，许多是一词多义的，因而往

往是一词多“体”的。例如 look，作为“看”、“注视”解时，可以是第二类动词或第
四类动词，但作为“呈现⋯⋯样子”时，就是第一类动词；又例如 approve作为“对
⋯⋯表示同意，批准，予以通过”时，是第四类动词，但是 approve of则是“对⋯⋯
持赞同态度”，就是第一类动词；又例如 apply作为及物动词，表示“应用”，是第四
类动词，但是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适用”，就是第一类动词；miss作为“怀念，
惋惜其不在”时，是第一类动词，但是意为“丢失，错过，发现不在”时，却是第四

类动词。

尤其是系动词 be，既可以作为第四类动词，用来表示瞬时的变化（特别是用在
被动语气时），又可以作为第一类动词，用来表示延续存在的状态。它作为第四类动

词，最典型的就是用于被动语气的瞬时事件，如 He was admitted. 即使不是被动语
气，be也是既可以是瞬时的，也可以是延续的。比方两个人约会，甲按时赴约到达，
但是乙迟迟未到。如果乙最后还是来到了，事后说 He was late. 这个 was就是第四
类动词，表示一个“总结”（“他来晚了”）。如果不是事后总结归纳，而是事后描述

甲当时苦苦等候的情况（不知乙怎么样了，来还是不来），说 Hewas late. 意思就是
“他迟迟未到。”此时 was就是第一类动词（无限延续状态）。两者中译文是很不一样
的（法文也分别说 Il a tardé à venir和 Il tardait à venir，但是英语形式上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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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别，要取决于上下文和语境。

be在英语还常常表示“开始进入某一状态”（第四类动词），例如Giveme a shout
when you’re ready. 中的 are ready就不是表示延续状态，而是表示从 not ready到
ready的变化。与 be表示“开始进入某一状态”相类似，另外一些第一类动词及一
些第二类动词，可以暂时“借用”为第四类动词，表示瞬时“进入”所说的状态，这

在前面分别介绍一、二两类动词的特征时已经指出过了。

有许多动词，即使词义大体单一，但也可以作为不同体的动词而出现。如meet，
通常是个表示瞬时动作的第四类动词（例如 Hemet with the visitor yesterday.），但
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用作表示延续活动的第二类动词（例如Hemetwith the visitor
for half an hour.）。
面对着动词的多义多体现象，乍一看来，似乎动词的分类不灵了，似乎通过对动

词词义体的分类探索动词用法的全部努力都是“庸人自扰”，倒不如把所有动词都照

旧“一锅煮”下去更为省力。但是，每次这个动词都是以四个类别中的某一特定类别

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就遵循这个类别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来安排，简直是不得越雷池

一步。例如上面最末例句中的 for half an hour就不可以改为 *in half an hour，如果
改了，meet就会变成第三类动词，而这是meet本身的词义所根本拒绝的。

十一、“体”进入句子后同多种因素的配合

任何一个动词都不是排列在词典里的摆设，都要进入具体现实的语言中，首先

是进入一个个的句子中，同其他句子成分结合，形成具体的意义。动词本身的“体”，

当然也要随着动词进入句子而同其他句子成分彼此互动。

句子中各种同动词的“体”彼此互动的因素，大体上有：动词时态的开放或封闭、

宾语的有限量或无限量、状语的有限量或无限量、主语的单一或分散等等。所有这些

因素，所起的基本上是对动词在时间上的展开施加正面的“开放”或反面的“封闭”

作用，从而形成“未完成貌”或“完成貌”，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展示其他细节。那

么，有哪些因素来参加互动，又是如何彼此互动，这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说话

者的交际意图来决定的。

说话者要表达什么意思，可以有多种选择，一经选定了，也就是确定了这句话有

什么内容，由哪些意义单位来组成，句子要说的事在时间上处于什么地位（现在、过

去、将来、泛泛不受时间限制；完成、未完成；哪一部分是已知信息，哪一部分是现

在要传达的新知信息等等），就要找出与这些意义单位相对应的单词（其中少不了要

有动词，包括动词的“体”），用适当的方式组成句子。在这个过程中，对各种因素，

也要注意它们彼此能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即使所有因素都各自符合交际意图的

要求，它们彼此之间也还有互相衬托得好坏的问题。例如第三类动词的一般过去时

同延续时间段状语是冲突的，不能说 *They built the house for two years. 瞬时动词
无论用什么时态都不能同任何时间段状语配合，不能说 *The bomb exploded f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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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hours. 在这样的场合，能否配合而不冲突，并不需要慢慢研究。交际意图的内
容一经确定，互相冲突的因素就在语义层面自然排除掉了，例如既然要表示“她在唱

歌”这个未完成的延续过程，当然不能给这个过程横加一个时间段限制（不能说“她

在唱歌半小时”）；既然是“爆炸”，当然不能覆盖任何时间段。不过，有些因素彼此的

冲突，不一定是由于在语义层面违反事理，而是由于特定语言的特殊规律，例如瞬时

动词的现在完成时同时间点状语相互冲突，如不能说 *He has arrived at nine thirty.
这是英语特有的一个“禁律”，并非所有语言都如此。

一个句子（除了个别句型）不能没有动词，而每个动词本身都有它的“体”；动词

进入句子，充当谓语，又必须选择某个时态。所以“体”和“时态”就是两个必不可

缺的因素。其他因素往往只起铺垫作用。有时候某个动词（带着它固有的“体”）的

“时态”一旦决定了，“貌”以及后来的一切也都决定了，有时候则时态还要加上别的

因素才能决定，而且有时候即使几种因素齐全还是决定不了，不得不求助于上下文

或语境（例如 He was late. 可以是“未完成貌”的“他迟迟未到”，也可以是“完成
貌”的“他来了，但是来迟了”，要看上下文才能决定）。

前面列举过在句子中同“体”互相配合互动的其他因素。其中关于时间状语的作

用，本文中已经多处作了详细的说明，宾语和主语的作用，下一节也特别加以阐述，

此处不再重复。至于非时间状语（空间有尽或无尽）的问题，也很容易理解，例如 go
toward a place中，由于 toward意味着“只是途中，尚未到达”，亦即“空间无尽”，
所以 go在这里是未完成貌；而 go into the room就显然是“到达了”，所以 go在这
里是完成貌。

动词本身的“体”和进入句子当中之后的“貌”，两者彼此的关系，可以从下列

例句（都是过去时态的）看出来：

They played until six o’clock. 他们一直玩到六点钟。动词 play本身延续体，第
二类动词，进入句子后因为有 until six o’clock说明其终点，表现为完成貌。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
光。动词 said本身是瞬时体，第四类动词，进入句子后表现为完成貌；动词 was的
原形 be原本为延续体，第一类动词，但借用为瞬时体，第四类动词，表示状态的开
始，进入句子后表现为完成貌。

The Arabs occupied parts of Spain for over seven centuries. 阿拉伯人占领西
班牙的一些地区达七个世纪之久。动词 occupy可以是延续体“保持占领状态”，第
二类动词，或是瞬时体“开始占领”，第四类动词。这里是第二类动词，延续体，但

是进入句子后，被 for over seven centuries限定了时间段范围，表现为完成貌。
I often sleep nine hours or more. 我常常睡九小时，甚至更长。动词 sleep是延

续体，第二类动词，但是被 nine hours (= for nine hours)限定了时间段范围，所以
先表现为完成貌，但是又受到 often的影响，成了无时间段范围限制的反复动作，所
以最后表现为未完成貌。

He picked up his bag and walked. 他拿起了袋子就开步走了。动词 pick up是
瞬时体，第四类动词，进入句子后表现为完成貌；动词 walk本来是延续体，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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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但是在这里借用表示“开始走”，转为瞬时体，第四类动词，进入句子后表现

为完成貌。

When toomany letters accumulated, Iwould stuff them in the basket without
answering them. 信件积压得太多时，我就把信件塞进筐子里，不予答复。动词 ac-
cumulate是瞬时体，第四类动词，进入句子后首先表现为完成貌，但是这里是反复
动作，所以又返回来表现为未完成貌；助动词 would本身表示反复动作，是延续体，
进入句子后表现为未完成貌。

When the farmer saw me, he closed the door. 那个农民看见我就关上了大门。
动词 see后 close在这里都是瞬时体，分别进入主句和从句后都表现为完成貌。

I knew all the details about his life. 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动词 know是延续
体，第一类，进入句子后表现为未完成貌。

十二、宾语和主语对于体貌的作用

可能在句子中同动词原有的“体”共同起作用的，除了动词时态，最主要的就是

宾语（例如在 write a letter和 eat two apples中的 a letter和 two apples，都限定
了动作的量，而 write letters和 eat apples都不限定动作的量），还有状语（如 run
into the room中的 into the room限定了动作的量）。但是有时候主语究竟是作为一
个整体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也会影响到动词的“体”在句中的发挥。例如动词 fail to
inf. 本来是个瞬时动词（第四类动词），本来不可以采取延续的进行时态 be failing to
inf.，但是如果主语是前后分散陆续活动的，就可以变为延续。【例如】Effective drugs,
held back by American regulatory delays, were failing to reach the patients in their
time of need. 有效的药品由于被美国法规所耽误，未能在病人急需的时候来到病人
那里（药品是复数多种，耽误有先有后，瞬时就反复延续了，故可以用进行时，如果

只是一种药品，就不能说 *was failing）。又例如不可以说 *The bombwas exploding.
因为炸弹只有一个，爆炸只能是一瞬间的；但是可以说 The bombswere exploding.
因为炸弹既然是多个，先后陆续爆炸就可以覆盖一段时间段，而且说话时可以把视

点放进“陆续爆炸”的未完过程之中。又例如不能说 *We visited the museum in six
days. 因为 visit不是第三类动词而是第四类动词，而且we是作为一个整体。但是可
以说 Two hundred thousand tourists visited the museum in six days. 因为这里的
主语可以把动作拉长，成为一个过程（到终点算出参观人数的总计），这里的 visit就
向第三类动词靠拢。

十三、for与 in

延续时间段状语（即“for +时间段”短语）和包含时间段状语（即“in +时间
段”状语），都起构成完成貌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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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同。“for +时间段”状语用于本身并无内在固定终点，理论上可以无限延长的状
态或活动（第一类动词与第二类动词）(Hewas prime minister for nine years. / She
sang for half an hour.)。第三类动词就不然，动词词义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固有的终
点，例如 recover就既包括了“康复的过程”和“康复的结果”，prepare就既包括
了“准备的过程”和“准备好的结果”，如果加上时间段状语，就不是外加的时间长

短限制，而是经过这段时间段，达到了内在终点，过程自动结束。这个时间段就要用

in而不能用 for来引入 (He recovered in three months.)。因此，for或 in，就成了区
别第一、二类动词与第三类动词的一块“试金石”。

“for +时间段”状语（或“since +时间点”状语）如果同延续体动词（即第一
类动词和第二类动词）的完成时态（或是第二类动词的完成进行时态）搭配，却显示

出未完成貌 (They have been our neighbors for three years. / He had beenworking
since 5:00 a.m.)。
前面已经说过，“for +时间段”状语对于有必然终点的动作过程有排斥性，所以

不能同第三类动词搭配，例如既不能说 *They built the house for half a year. 也不能
说 *Theywere building the house for half a year. 前一例句的 for要改为 in；后一例
句则因为过程尚在进行中，根本不能加任何时间段状语，不可以用 *for，也不可以用
*in。
从前面所说，可以看出，for是第二类动词的一个“标志”，in是第三类动词的

一个“标志”。但是第二类动词有时候会向第三类看齐，放弃 for而改用 in。这种情
况，出现在第二类动词的动作在数量上（非时间数量上）受到“设限”，临时出现了

动作的非时间终点之时。比方一个人跑步锻炼身体，他可以每天跑 2小时，不问跑
了多远 (run for two hours)，也可以每天跑 20英里，不问跑了多长时间 (run twenty
miles)。但是，他如果考虑到速度问题，就要把空间距离和时间长短两者都同时计算
在内，就会计划“用”2小时跑 20英里（run twenty miles in two hours）。此时由
于他预定了 20英里，等于给自己的行动设立了一个物质的（非时间的）终点，也就
是临时采取了相当于第三类动词那样的行动，这时候，再加上一个时间量化制约，就

不能照第二类动词那样用 *for，而要改用 in了。另一个比喻是“工资”，“计时工资”
是时间量化制约，“计件工资”是非时间量化制约。有时候雇主会考虑两者都要，规

定工人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干出多少量的活，如果慢了，加班补上也不行。这时候，引

入时间段的 for也要改为 in。
第二类动词和第三类动词大多数是区别清楚，容易分辨的。如 run是第二类动

词，用 for；build是第三类动词，用 in。但是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事物的知识。有些行动，具有一定的完成界限，可以明确

归入第三类动词。【例如】He saddled the horse in (*for) five minutes. 他用五分钟
给马上了鞍。另一些则完成界限不明确，就归入第二类动词。【例如】She warmed
her hands by the fire for (*in) a few minutes. 她把手放在火边烘了几分钟。有些则
模棱两可，例如 Susanwatered the garden in/for an hour. 中用 in和 for都可以，也
就是说 water可以是第三类动词，也可以是第二类动词，要看人们心目中究竟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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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浇水是浇多点少点都可以（water是第二类动词），还是有一个“浇够了”的标
准（water是第三类动词）。同样，Bill greased the chain in/for five minutes. 中用
in或 for都可以，取决于“给链条抹油”怎样才算够，有没有一个标准。The plane
descended in/for ten minutes. 用 in还使用 for，取决于 descend是指一般的“降低
高度”（用 for）还是“降落到地面“（用 in）（中文“降落”也同样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有一些动词性的成语，乍一看来似乎是有过程又有终点的第三类动词，但是其

实这个“终点”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对无限延续过程的夸张描绘，这种动词性习语

仍然属于第二类，不能用 in。【例如】Johnworked his guts out all day long (*in two
hours). 约翰拼死拼活干了一整天。/ She cried her eyes out for several hours (*in
several hours). 她嚎啕大哭了几小时。/ Dick sneezed his head off all morning (*in
a few minutes). 迪克一上午打喷嚏打得要命。
第二类动词的动作，如果受到非时间量化制约，就增加了活动的终点，临时向

第三类动词靠拢。但是这个“终点”是就单独一次而言。如果意思是反复多次或是习

惯的，终点就消失。例如：Rossini wrote an opera in three weeks. 罗西尼用三周的
时间写了一部歌剧。这里的wrote，由于有 an opera的量化制约（只一次），就有了
终点，从第二类动词向第三类动词靠拢。Rossini wrote operas for twenty years. 罗
西尼用二十年的时间写歌剧。这里的 wrote，由于 operas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反复
多次），终点就消失（也就是非时间量化制约消失了），只剩下 for twenty years作
为时间量化制约，第二类动词仍然保持不动。但是，如果对 wrote operas加以个体
化的理解，看作是多次重复但每次均有终点的过程，那就等于有非时间量化制约的

wrote an opera的多次重复，因此，也可以说 Rossini wrote operas in three weeks.
罗西尼写了很多歌剧，每写一部只用三周时间。甚至 wrote可以同时兼有两种时间
量化制约（一个有终点，一个无终点），例如 Rossini wrote operas in three weeks for
twenty years. 罗西尼用二十年时间写的歌剧，每部只用三周时间就写成。也就是说，
每部“经过写作过程并且最后写好”是有终点的，“三周时间”是给每一个单独过程

的时间框架，而“二十年”则不是内在固有的时间框架（可以随意短些或长些）。

十四、时间段表达法用于空间长度的一例

汽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会发声指示司机：Follow the road for two miles.
请顺着大路行驶两英里。这里的 for two miles虽然是空间距离，其实代表了一个时
间段（相当于 for five minutes）。行驶两英里，并没有达到任何一个终点，正如在时
间的长河中度过一段时间段也不一定到达任何一个实际的终点，所以这里的 follow
the road的 follow也是第二类动词，要用 for来引入一段空间距离，就像用 for来引
入一段不定位时间段一样。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GPS无法预料汽车的速度（因而无法说 Follow the
road for two minutes.），但是可以预计道路的长度，就把道路的长度想像为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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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借用 for来表达，也就是空间转换成为时间表达形式。
但是空间转换成为时间表达形式，也有转换不了的地方，那就是：借用那表示延

续时间段的 for则可，借用那表示包含时间段的 in则不可。你可以吩咐一个人 Arrive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n five minutes. 但不能说 *Arrive at the railway station in five
miles. 为什么不可以，原因还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时间量化制约同非时间量化制约之
间的一个差别。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如果有空间终点，那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存在。从这里到火车站，是多远就是多远，in是表示“用”多长时间（这里可
以有人为努力加快或放慢的可能）达到内在固有的终点。如果把时间换成空间，“用”

多长的空间距离达到空间距离多远的终点，就显得荒谬了。

不过，in的另一个用法（表示从现在起过多长时间后的一个时间点），也可以拿
空间的长度来代替时间的长度。【例如】In a half mile, make a left turn. 再过半英里，
就左转弯。但是这里的 in同 for已经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了（只相当于表示将来时间
点的 In two minutes, make a left turn.）。

十五、值得注意的几个时态问题

完成时态的应用：如前所述，有关动词的类别以及相应的动词时态，英语有一个

其他欧洲语言所没有的特殊情况，就是动词的完成时 (perfect tenses)问题。这个问
题，在许多语法书和教科书中，由于对动词的“体”不加以区分，再加以“完成”这个

字面上的误导，常常造成认识上的很大混乱。其实，用于有终的动词（第三类与第四

类动词），完成时的确表示动作或事件已经完成而且留下后果，例如 He has broken
his leg. / He has written five books. 但是用于无终的动词（第一类与第二类动词），
所谓“完成”，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例如 I have known her for years. / I have worked
here since 1999. 这里动词所代表的状态或动作，不但没有结束，而且甚至可能延长
到将来。所以，英语的完成时态（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按照动词“体”的不

同，以及 for …或 since …状语的有无，实际上应该分成两种不同的时态，只是形式
上雷同，一直混在一起当作一种。

一般现在时的应用：第三类动词和第四类动词通常都不能用一般现在时，例如

不能说 *I arrive at school. 或是 *They write two letters. 因此，通常唯有第一类动
词才可以在充当谓语时采用一般现在时。第二类动词也要改用现在进行时（详见下

面“进行时的应用”）。第三类动词也要改用现在进行时。第四类动词除了在个别特

殊语境中之外，根本没有一般现在时。这些特殊语境（对第三类动词也适用）有：

1. 普遍规律或习惯行动。【例如】Water boils at 100° centigrade. 水在一百摄氏
度时沸腾。/ I call him every morning. 我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他。/ They build
skyscrapers. 他们建造摩天大楼。

2. 剧本、电影或电视介绍中的动作说明。【例如】WILLI: (Enters room.) I’m 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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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death. (Arthur Miller, Death of a Salesman)威利：（走进房间。）我累得
要死。

3. 即时播送的体育比赛新闻。【例如】Lydiard passes to Taylor, Taylor shoots—and
it’s a goal! 莉迪亚德把球传给了泰勒，泰勒射门，球进了！

4. 说话人即时的表态。【例如】I declare that …我宣布⋯⋯ / I protest …我抗议
⋯⋯ / I promise…我保证⋯⋯ / I apologize…我为⋯⋯道歉。/ Thank you. 谢
谢你。/ I hereby christen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我现在将这艘船命
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5. 形式上是疑问句而实际上是祈使句的Why don’t you … ? 中，第四类动词可以
用一般现在时。【例如】Why don’t you giveme a call?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6. 时间状语从句或条件状语从句中以现在表示将来。【例如】He’ll see us here
when he comes. 等他来了，他会来看我们的。/ She’ll pay us back if she gets
a job. 等她找到工作了，她会还我们钱的。

7. 以while或 as引入的时间状语从句，里面的谓语动词虽然是第四类动词，但可
以将动作稍为延长，表示尚在进行中，此时第四类动词可以采用一般现在时。【例

如】Please waitwhile the computer shuts down. 电脑正在关机，请稍候。

以上是第四类动词可以用一般现在时的特殊情况。第二类动词和第三类动词的

特殊情况也与此相仿。所以，要检验一个动词是不是第一类动词，一个简便的方法就

是看它能不能除了上述几种特殊情况之外采取一般现在时。如果可以，就是第一类

动词，如果不可以，就可能是二、三、四类动词，然后再进一步鉴别。

一般过去时的应用：英语（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语）不同于拉丁系语言以及斯拉

夫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一般过去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

英语的表达能力不如这些语言清楚明确之处。有时候，究竟是过去时的叙事句还是

判断句，在法语、西班牙语中，可以从动词用哪一个过去时态一望而知（德文的过去

时被动句用 war表示判断或描绘，用 wurde表示叙事，俄文绝大多数动词都分为完
成与未完成两个体，未完成体可以用于判断句），在英文却要求助于上下文和语境。

本书中着力说明的 take … to inf. …句型（参见本文最末处有关 It takes … to inf. …
的例句与本书正文部分中的 take条），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It took him half an
hour to come from Oakland to San Francisco. 这句中的 took，究竟是指“单独一次
发生了的事实”，还是指“通常的习惯”甚至“对客观情况的预计”？英文这个句子是

没有交代清楚的，往往要靠上下文和有关事理的常识来判别。It took four years for
Britain just to decimalize its own coinage. 英国花了四年的工夫，才把自己的钱币改
为十进制。这一句从事理推断，只能是叙事句，不可能是判断句。It took courage to
talk to him. 这一句很可能是判断句（“要同他谈话可得有勇气”），但是叙事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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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勇气同他谈了话”）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2

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英文儿歌 “Mary Had a Little Lamb”3，这里的 lamb是可数名
词，a little lamb是一头活生生的小羊；但是有人开玩笑在后面添加了一些字，成了
Mary had a little lamb, some rice and vegetables. 这一来，lamb就成了不可数名词
“羊肉”，a little的意义也从“一头幼小的”变成为不定数量的“一点”；而同时，had
的意思也从延续状态的“占有着”变成瞬时动作的“吃了”。这种利用一般过去时使

得动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体”来开玩笑的做法，如果搬到英语以外的语言（尤其是

拉丁系语言），就很难行得通。

动词 sustain作为瞬时体第四类动词，意思是“蒙受了”，作为延续体第一类动
词时，意思是“支撑着”。【例如】Heavy piers sustained the bridge. 沉重的桥墩
支撑着那座大桥。（这里的 sustain当然是第一类动词，呈未完成貌。）/ The nation
sustained a terrible loss. 国家蒙受了一次可怕的损失。（这里的 sustain当然是第四
类动词，呈完成貌。）这里都用一般过去时，动词是什么“体”，呈现什么“貌”，只

能凭上下文搭配以及事理推论出来。

又例如 He could help me. 只能是个判断句，意思是“他有能力帮助我”（呈未
完成貌），究竟帮了没有，并未交代。如果有能力，而且也的确帮了，就要改为叙事

句（呈完成貌），说 Hewas able to help me. / Hemanaged to help me. 如果否定了，
就说 He couldn’t help me. 这个句子，在英文中既可以是判断句（“他没有能力帮助
我”，未完成貌），也可以是叙事句（“他没有能力帮助我，也没有帮”，完成貌）（参

见 could条）。4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动词miss，作为瞬时体的第四类动词，词义是“错过，发
现不在”，而作为延续体的第一类动词，词义是“怀念”。如果是前者，miss作为瞬
时体动词，通常不可以用一般现在时的形式出现（除了上面“一般现在时的应用”中

的那些特殊情况）；所以如果miss出现在这个时态中，就可以判明它是“怀念”而不
是“错过”。即使是出现在现在完成时或过去完成时中，miss的“体”也可以按照不
同的搭配来判别（既可能是瞬时体的“错过”，也可能是延续体的“怀念”）。但是到

了一般过去时，就不能像一般现在时那样排除掉瞬时体的可能性，问题就复杂化了，

判别miss的“体”和词义，就需要更大的注意力。也就是说，英文有一些动词，以
一般过去时的时态出现时，分不清是瞬时的还是延续的，一时的还是习惯反复的，叙

事的还是判断的（以一般现在时出现，则可以分清，因为瞬时动词通常不能用这个时

态，除非是上面“一般现在时的应用”中列举的特殊情况）。所以，一般过去时就成

了英语许多动词在“体”的定位问题上“打马虎眼”的“避风港”、掩人耳目的“挡

眼布”，同时也就成了人们“追查”动词的“体”时注意的重点，人们往往故意把一

个动词放在一般过去时来“测试”，就像医生检查病人时使用“耐力测验”一样。
2在这一点上，英语倒是不如法语分得清楚（法语叙事句是 Il a fallu du courage pour lui parler，判断句是 Il fallait

du courage pour lui parler.）
3人类最早的录音语言即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试验成功时唱出的，就是这首儿歌。
4反之，法语的 pouvoir（能够）有两个过去时，一个是用来表示未完成貌的 pouvait（有做某事的能力），一个是用

来表示完成貌的 put或 a pu（当时有做某事的能力而且也做了），而英文的 could则大体上只相当于法文的 pouv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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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现实交际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英语也采用一些语言手段来补救，最明显

的就是用 used to inf. 来表示过去的习惯，用 was/were + -ing这个过去进行时来表
示过去行动的延续未完，多少填补了法语过去未完成时 (imparfait)的语法功能。但
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因为 used to inf. 和 was/were + -ing的使用范围仍然是有限
的。

进行时的应用：英语的另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进行时。这个时态，别的一些欧

洲语言也有，但是远没有英语这样突出。我们前面谈到第一动词和第二类动词的区

别时已经指出，大体上第一类（除了以动作代表人的身份的动词外）不能有进行时

而第二类动词有。而且第二类动词如果在句中采取“未完成貌”时就需要用进行时

（这是第一类动词不用的）。例如用第一类动词时可以说 I was sick when he called.
但是用第二类时就要说 I was working (*worked) when he called. 但是有些个别场
合，第二类动词也并不需要进行时而仍然可以表示进行时的“貌”。最常见的就是

as 和 while。【例如】As he stood (= was standing) there he saw two men enter
the bar. 他站在那里，看见两个人走进了酒吧间。/ She cooked dinner while the kids
watched (= were watching) TV.孩子们再看电视，她就在做饭。有时候甚至第三类
动词在 as从句中也被“延续化”，即使不用进行时，用一般时也忽略了终点，突出了
终点之前的延续过程，呈现“未完成貌”。【例如】Even as the ink on the treaty dried
(= was drying), a final struggle was taking shape over the vast lands of the West.
(American History Made Simple)条约墨汁未干，争夺西部大片土地的一场最后的战
斗就已经开场了。（注意：这里的 dried不是“干了”，而是“正在逐渐干着但未全干”，
as表明了过程在进行中，否定了过程的结束。）
个别表示“变化”的第四类动词，如 become、get、turn、grow等，如果后面加

上连接重叠的形容词比较级，使变化的瞬间变为无限延长的过程（语义上相当于进

行时态），甚至还可以向第二类靠拢。【例如】The leaves turned redder and redder
until they became flaming red. 叶子变得越来越红，直到变成了火红。
第四类动词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而且应该）用进行时态，那就是对另一较为具体

的瞬时动作加以评价或归纳，表现为较为抽象的动作（这两个动作在客观上其实是

同一的）。【例如】If Gillibrand, the first New York senator to sit on the Agriculture
Committee in 40 years, can do something about reversing that—and getting people
to eat healthier food from local sources—she will be doing (*will do) the state and
nation a real service. (The Daily Gazette, July 24, 2009, A9)吉利布兰德这个四十年
来第一位参加农业委员会的纽约州参议员，如果能够对扭转这种事态有所作为，并

且使得人们能吃到本地生产的更健康的食品，那么，她就会为本州和全国立下一大

功。

另外，第四类动词还有一种情况可以采取进行时态，就是它所说的事情刚刚说

过，变成了已知信息，而接着又要用这个已知信息作为背景铺垫，说出一个新知信

息。此时这个表示已知信息的第四类动词，虽然是瞬间行为，也可以采用进行时态，

临时表现为未完成貌，延长其在场，以充当一个固定的背景，去衬托后面要用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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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说出的新知信息。参见前面第二部分。

十六、两个动词的嫁接

在行文中，有时会出现两个同体或不同体的动词，一个（动词甲，往往是变位动

词）支配另一个（动词乙，往往是不定式或现在分词）。此时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嫁

接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动词甲带有“意愿、计划、趋向”的意义，属延续体，而动词乙

则带有“行动、事件、变化”的意义，属瞬时体。此时，二者可以顺畅结合，但动词

乙的行为或事件必须是将来才发生的（这是动词甲的意义所限定了的），不可以是目

前正在发生或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例如】Iwant（甲，延续）to go（乙，瞬时，未
发生）to Shanghai. 我想到上海去。/ Where are you planning（甲，延续）to spend
（乙，瞬时，未发生）Christmas? 你计划到哪里过圣诞节？

第二种情况，是动词甲带有引入当前状态的意义，这当然是属延续体，此时动词

乙将这个当前状态加以具体说明。此时两个动词都必须是延续体，两个延续状态同

时有在。【例如】He seems（甲，延续）to know（乙，瞬时，未发生）what happened.
他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动词乙不是延续的而是瞬时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事情发生在动词甲所说状态之前，此时这个动词乙就必须改为 have+pp.，表
示该过去的瞬时事件造成了现在的延续状态。【例如】He appears to have come. 他
似乎已经来了。（现在的延续状态是“他在这里”。）/ We can assume him to have
receive the letter. 我们可以假定他已经收到了信。/ I believe him to have worked
here. 我相信他曾在这里工作过。/ He happens to have seen them. 他恰巧见过他
们。/ We consider them to have purchased the machines. 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把机
器买下来了。/ They know him to have been born in Chicago. 他们知道他是在芝加
哥出生的。另一种可能就是采用进行式将动词乙的事件改为延续的“慢镜头”，使之

与动词甲的延续性一致。【例如】I consider him to be lying. 我认为他是在撒谎。（不
能说 *I consider him to lie.）/ I believe him to be dying. 我估计他快要去世了。/ He
appears to be talking. 他似乎是在说话。/ They appear to be building a house. 他
们似乎在盖房子。

第三种情况，是动词甲是瞬时性的，开创一个话题来说明某一当时存在的延续状

态。这种情况就同第一种恰恰相反，是甲瞬时，而乙延续。【例如】Our fears turned
out to be groundless. 我们的担心原来是没有根据的。/ He turned out to have been
there before. 他原来从前到过那地方。
此外，可以充当动词甲的动词中，也有个别动词，如 appear与 happen，本身的

体是“弹性”可变的，既保持本身的延续体，也可以在充当动词甲参与“嫁接”时被后

面动词乙的瞬时体所“同化”，而临时变成瞬时体。例如 happen to inf.中这个 happen
（意义上实际相当于一个副词）就以动词乙为准而被其“同化”。【例如】I happe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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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mp into him in the hallway. 我恰巧在走廊同他面对面碰着了。（happen被 bump
同化而成为瞬时体的第四类动词。）/ Did you happen to see her leaveWednesday?
你星期三看见了她离开吗？（happen被 see同化成第四类动词。）但也可以因为动
词乙是延续的而保持为延续体。【例如】I happen to be an aficionado of the opera.
我又恰巧是歌剧的爱好者。/ He happens to own half the land round here. 恰巧他
又拥有这一带一半的土地。（这两个例句中的 happen都是个延续体第一类动词，而
同时后面的 to be和 to own也都是延续体第一类动词。）/ The message made him
so angry on first reading it that he threw a glass he happened to be holding against
the nearest wall and shattered it. 这个通知，他一看见就气上心头，把手上拿着的
玻璃杯往最近处的墙上一扔，掉得物碎。

十七、延续状态对于各类动词的不同要求

英语动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第三类、第四类动词的现在完成时或过

去完成时 (present and past perfect)的用法。这种时态，一般的语法书都指出，其
意义之一，就是过去（或过去又过去）的动作或事件留下的后果直到现在（或过去）

仍然保存。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发现，第三类动词、第四类动词的完成时，在某些

句法搭配上，可以同第一类动词（延续状态）的一般时相通。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1)首先，有几个时间副词，两者可以共用。例如 He has already come. (= He
is already here.) / He has not yet come. (= He is not yet here.) / He still hadn’t got
a job. (= He was still jobless.)

(2)如果第三类动词、第四类动词采取不定式作为前面另一个动词的补充成分，
就要看前面那个动词是延续的还是瞬时的，不定式或者可以保持 to inf. 形式，或者
必须改为 to have + pp.。以动词 seem to inf. 中的 inf. 为例：seem本身是个延续状
态动词（第一类动词），它后面如果加上 to inf.，这个 inf. 也必须直接或间接代表一
个延续着的状态或活动。因此，如果 inf. 是个延续但有必然终点的动词（第三类动
词），那就要改为 to have + pp. 这个完成不定式，消除其延续，保留其终点结束的意
义（从而产生“动作造成状态在延续”的效果）。【例如】He seems to have written
(*seems to write) a letter. 他似乎写了一封信。或者改为 to be + -ing的进行时，以
消除其终点，保留其延续（也从而产生“动作在延续”的效果）。【例如】He seems to
be writing (*seems to write) a letter. 他似乎在写一封信。如果这个 inf. 是第四类动
词，则不可以改为 to be + -ing，只能改为 to have + pp.，间接代表这个瞬时动作或事
件所造成并留下至今延续着的状态。【例如】He seems to have turned off (*seems
to turn off, *seems to be turning off) the light. 他似乎已经把灯关了。其他许多动词
也都有这个现象，例如 believe somebody to inf.，由于 believe是延续状态的第一类
动词，后面的 inf. 也必须代表一个延续的状态或活动，或者一个由瞬时动作造成的
延续后果状态。可以说 I believe him to be honest. 但不能说 *I believe him to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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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要改为 I believe him to have told the truth.（瞬时动作留下的延续后果）/
I believe him to be telling the truth.（“他说真话”的动作与“我相信”的态度同时
在延续中）。

至于第二类动词，它的现在或过去完成时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体貌意义。一种

是“延续体”呈现为“完成貌”，例如如果说 I’ve worked here. 意思就是“我曾经在
这里工作过，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work本来是延续体的，但到了句子中，用
了现在完成时，没有附带时间段状语，就呈现“完成貌”，就是说，work这一段过程，
成了一个混沌的整体，不再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后面加上时间段状语 for two years
(I’ve worked here for two years.)，这个work本身的“延续体”就保持不变，不转化
成“完成貌”，而是呈现同“延续体”一脉相承的“未完成貌”（work还在延续中）。

这类动词如果不进入谓语，而是作为动词不定式，也同样可以有这两种不同的

体貌意义，但是区分就不那样明确了。例如 I believe him to have worked here. 中的
to have worked here是“延续体”转化为“完成貌”（这里work已经告一段落）；但
是 I believe him to have worked here for two years. 中的 to have worked here却有
两个可能，一个是“延续体”仍然转化为“完成貌”（“曾经工作两年，但已经是过去

的事”），另一个则是“延续体”保持不变而呈现“未完成貌”（“到如今已经工作了两

年，今后可能继续下去，也可能不继续”）。

十八、“体”与现在分词

第四类动词（除了第十五部分末段所说的情况）本来不可以有进行时态（*is +
-ing或 *was + -ing），但它的动名词形式 -ing（或 having + pp.）却可以表示“曾经
做过瞬时某事而造成目前的状态”。例如 He admitted taking having taken bribes. /
I remembermeeting you last year. 此时，第四类动词的用法形式上可以同第一类动
词相同，都是 -ing（不一定要 having + pp.）。例如 I regret being unable to help you
today.（现在的延续状态）/ I regret telling/having told himmy phone number.（过
去的瞬时动作）/ I remember locking the door.（过去的瞬时动作）。
我们必须注意区别作为谓语动词的进行时和作为句中非谓语成分的动词现在分

词（两者都是 -ing的形式）。后者由于不是谓语动词，所以根本不存在时态问题，虽
然有了 -ing的形式，本身“体”的性质并不受其影响，并不呈现“进行中”的意义。
这可以从两个极端来看。一个极端，是第一类动词，它本来排斥 be + -ing的进行时，
但在非谓语中采取了现在分词形式，仍然保留其第一类动词的“体”不变。另一个极

端，是第四类动词，它本来也排斥 be + -ing的进行时，但在非谓语中采取了现在分
词形式，也仍然保留其第四类动词的“体”不变。

第一类动词通常排斥进行时态，例如不能说 *I’m knowing …，*He’s fearing …，
*They’re belonging to …。但是如果不是作为谓语动词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句子当中
状语成分的一部分，这类动词可以采取现在分词形式，表示当前事件的背景，仍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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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延续状态的“体”不变。【例如】Knowing that he wouldn’t be able to buy food on
his journey he took large supplies with him. 他知道旅行途中买不到吃的，所以就随
身带了大量的食品。/ Fearing that the police would recognize him he never went
out in daylight. 他生怕警察会认出他来，所以白天从来不出门。/ Being a student he
was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museum. 作为一个学生，他当然对博物馆感到兴趣。/ I
sat down, hoping to remain unnoticed. 我坐了下来，希望人家仍然没有注意我。/
Not knowing the language and having no friends in the town, he found it hard to
get work. 他语言不通，当地又没有朋友，发现很难找到工作。
表示瞬时动作或事件的第四类动词，如果加上了 -ing但又不作为谓语动词，那

么尽管采取 -ing形式但仍然保持瞬间体貌。出现在句首时，表示两个紧接相继瞬间
动作的第一个。【例如】Opening the drawer he took out a notebook. 他打开抽屉，拿
出一个笔记本。/ Raising the trapdoor she pointed to a flight of steps. 她掀开活板
门，指出一节阶梯。/ Taking off our shoes we crept cautiously along the passage.
我们脱下了鞋子，沿着通道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

也可以出现在句子的后半部，表示前一瞬间动作的局部具体化或是该动作即时

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瞬时动作，并不因为 -ing形式而变为延续）。【例如】She went
out, slamming the door. 她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He fired,wounding one
of the bandits. 他开了火，打伤了一名匪徒。/ I fell, striking my head against the
door. 我摔倒了，头碰到了门 *。/ The plane crashed, its bombs exploding as it hit
the ground. 飞机坠毁了，碰到地面时机上的炸弹爆炸了。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尽管第四类动词的进行时态一般表示瞬时动作的反复进

行，但是如果不是进行时态，而只是非谓语的现在分词形式，则并不表示反复，而只

是瞬时的一次。

上面谈的是第一类动词和第四类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至于第二类动词和第三

类动词，情况是：对于第二类动词，由于进行时态同它有“特殊关系”，现在分词形

式同它也是“水乳交融”的，“动作延续进行中”的意义照旧不变，例如 Talking on
the phone, he told me that …。至于第三类动词，采取现在分词形式，会出现不同的
情况：如果不附有“in +时间段”状语，这个第三类动词的必然终点就被暂时忽略，
只取其终点未达到之前的延续过程（相当于第二类动词，此时的“貌”是未完成的），

主要表示“在何时”或者“在什么背景下”。例如Writing a book, he stayed home
every day. 但是如果附有“in +时间段”状语，则仍然保留第三类动词的“体”，保
留“过程＋终点”的总和（此时的“貌”是完成的），主要表示的就不能是“在何时”，

而只能是“在什么背景下”。例如Writing a book in two months, he proved himself
prolific.
此外，动词的 -ing形式如果是个动名词 (gerund)而不是现在分词 (present par-

ticiple)，放在介词 on/upon或 in后面表示时间关系，究竟用 on/upon还是用 in，也
要看这个动词本身的“体”是瞬时的还是延续的。大体上，如果动词是瞬时体的，前

面要用 on/upon，表示两事同时发生或紧接先后发生。【例如】On arriving hom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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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ed they had gone. 我到家时发现他们已经走了。/ Upon hearing the news,
he rang home. 他一听到消息就给家里打电话。而如果用 in，则 -ing动词又是延续体
时，表示后一过程同 -ing过程在时间段上重合。【例如】In disseminating his views,
he is deucedly clever. (John Darnton, The Darwin Conspiracy)他传播自己的主张
时，很会耍手腕。或是表示后一个瞬时动作发生在 -ing过程的时间段当中。【例如】
In attempting to save the child from drowning, she nearly lost her own life. 她设法
拯救落水的孩子，几乎自己丢掉了性命。如果用 in而 -ing动词是瞬时体时，表示前
后两个动作其实是一回事，用后面来说明或评判前面。【例如】In doing so, they set
a precedent. 他们这样做，就是立下了一个先例。/ In accepting this view, he was
admitt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was mistaken earlier. 他接受这个看法，就是承认
了自己原先错了。

从上面 -ing形式的现在分词和动名词的用法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这两种形式，尽
管采取了 -ing，但是同谓语动词 be + -ing的体貌是完全不相干的。无论是第一类动
词，还是第四类动词，尽管采取 -ing形式，仍然不受这个形式的影响，保持原来的
“体”。这个“体”唯有在与谓语动词有关的形态变化中，才可以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 -ing形式的现在分词不是句中的游离成分，而是处于受到谓语动词
（尤其是感知动词）所管辖的范围内，则 -ing形式仍然保持延续性（如果是第三类动
词则取其达到终点前的延续过程）或反复性（第四类动词，瞬时动作的反复多次）；如

果要表示瞬时完成的动作或达到了终点的动作，就不能用 -ing形式，只能用动词不
定式形式。【例如】I saw her cross（第三类动词，此处表示达到终点）the street. 我看
见她过了马路，到了对面。/ I saw her crossing（第三类动词但略去终点）the street.
我看见她正在过马路，还没有走到对面。/ Watch me jump（第四类动词，不能用
jumping）over the stream. 你看我跳过这条小溪。/ I like to watch people walking
（第二类动词，本身没有终点，不能用 walk）in the street. 我喜欢看着人们在街上
走来走去。/ I heard the bomb explode（第四类动词，不能 exploding；比较上面例
句：The plane crashed, its bombs exploding as it hit the ground）. 我听到炸弹爆
炸。（但是如果炸弹是多个，就可以说 I heard the bombs exploding.）/ I found him
sleeping（第二类动词，此处不能用 sleep）on the bench. 我看到他睡在长凳上。

十九、“体”与否定

一个很有趣但往往不引起人们注意的语言现象是：代表瞬时动作或事件的第四

类动词如果被否定，就在“体”的意义上脱离“瞬时”而向“延续”转变，表示一种

“未发生此事”的延续状态，也就是在语法结构上接近于一个延续性的状态动词。我

们即使摆脱英语，从中文来看，也可以体会到，一个瞬时的行动或事件，不可能占据

（也可以说是“覆盖”）一段时间段，但是这个行动或事件一旦否定了，就可以占据时

间段。例如，中文也不可以说：“*他三天把那封信寄出了”，但却完全可以说；“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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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有把那封信寄出。”同样，英语不可以说：*I have seen him for two weeks.（瞬
时动作，覆盖不了一个时间段），但可以说 I haven’t seen him for/in two weeks.（瞬
时动作被否定了，可以覆盖一个时间段。）如果是延续体的动词，用不着否定，就可

以覆盖一个时间段，例如 I have been sick since he left. 可见，否定的确可以使瞬时
的事件转变成为一个延续的过程（相当于延续过程的肯定）。

但是，这种转变，不是彻底的转变，不是变成了“无限”，而是同状态动词仍然

保留一定距离。状态动词可以表示“无限的延续”，否定了的瞬时体动词则只能表示

“有限的延续”，一定要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表示这个动作或事件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被

否定，或者是这种没有发生此动作或事件的否定状态保持在什么时间段中有效。5这

一来，由于否定而产生的时间段，不可能是无始无终的，或者有个起点，或者有个

终点，或者起点终点都有，或者尽管没有明确的起点或终点但是有一个时间段。例

如我们说：I didn’t move there. 除非有上下文交代时间点或时间段，否则是不通的。
但是说 I didn’tmove there until last year. 那就通了，因为交代了时间段的终点。反
之，如果以一个静态的延续动词 stay代替被否定的瞬时动态的 move，就完全可以
说 I stayed here.
所以，在那些有 until、since等时间段状语从句或时间段介词短语修饰的句子中，

谓语动词要么是延续性的（第一类或第二类动词），那就可以是肯定的；要么是瞬时

性的（第四类动词），那就不能是肯定的，而必须是否定的。（第三类动词在有 until、
since从句或短语的肯定主句中通常只用来表示累计总数。）这个对瞬时动作或事件
的否定，在“体”的意义上正恰恰相当于对延续状态的肯定。也就是说，until和 since
之类的时间段状语，要求主句动词覆盖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如果动词是

瞬时的，只覆盖一个时间点，就说不通，就要加以否定，使之相当于一段“在此时间

段内无此事”的状态。懂得了这个道理，对于语言中肯定与否定同“体”和时间段、

时间点的微妙关系，也就不难有所体会了。

动词体貌的问题，国外多年来已经有人进行了成果丰富的研究，但是否定与动

词体及貌的关系，国外研究的也不太多，多数著作仍然局限于肯定句。少数学者对于

否定是否一定使得“瞬时”变为“延续”，至今仍然有争论。不过，我们只要知道大

体上的道理，也就可以了。

二十、中国人在英语动词体貌上的误区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学英语时在动词体貌方面容易陷入的误

区。主要就是分不清四类动词的区别，造成理解上或使用上的错误。这里从本书《英

语常用词疑难用法手册》的正文部分中举一些例子：
5过去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位大师之一、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在一篇学生论文上写下六个字的批语：“说有易，

说无难。”就是说，比如说考据，只要在一处地方找到，就可以肯定有；但是要说没有什么，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

都没有发现，也不能一口咬定说没有，而只能说“某处没有”或“在某个范围内没有”。这个论点，著名历史学大师陈

寅恪也非常强调。语言上的否定也是如此，说了否定，就要以某种方式交代某个时间点或某段时间段来限制这个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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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ve come here for two days. 这里的 come是个第四类动词。这类动词采
取完成时态，就的确表示动作已经霎时完成，那就不可能延续两天。应该用一个表示

延续状态的第一类动词来代替 come：I’ve been here for two days. 延续动词用于现
在完成时，可以表示这个延续状态尚未“完成”，这是英语不同于其他许多语言的一

个特殊现象。

(2) He wore a blue overcoat when he came into our house. 是可以的（说 He
was wearing …则更为自然），但是如果说 *He put on a blue overcoat when he came
into our house. 就荒谬了（进屋反而穿上大衣？）不能说 *He always puts on black
shoes. 但可以说 He alwayswears black shoes. 他总是穿黑鞋。因为 put on是瞬时
动作动词，wear是延续状态动词。

(3) *Food doesn’t taste good to me when I catch a cold. 就是不通的，因为
catch a cold是瞬时完成的事，后面接着是一段时间 have a cold的延续状态。吃东
西无味是这段时间当中延续的状态或现象，不是 catch a cold那一刹那的事。况且，
如果有 when从句，则主从句谓语动词的体貌与时间先后关系是：1)主从句均为瞬
时动词，从句动作先于主句。【例如】He turned roundwhen she called his name. 她
一喊他名字，他就转过头来。2)主从句一个是延续一个是瞬时，瞬时动作均发生在
延续时间段之内，不问延续与瞬时各分配在何方。【例如】The telephone rang when
he was taking a bath. 电话铃响时，他正在洗澡。（主瞬从延）/ He was taking a bath
when the telephone rang. 他正在洗澡时，电话铃响了。（主延从瞬）本段第一句的
catch a cold成了“吃东西无味”过程时间段之内的一个事件，这就颠倒了因果。所
以应该改为 Food doesn’t taste good to me when I have a cold. 这个主从句延续与
瞬时以及时间同时或先后的道理，也适用于例句 (2)。

(4) *I received the letter until yesterday也是不通的。凡是有 until从句或 until
介词短语的句子，主句的谓语动词必须是延续的状态或动作，否则如果是瞬时动作

的，那就必须是否定的（以否定来创造出一个状态时间段）。要改为 I didn’t received
the letter until yesterday.

(5) *I really thank him for his advice. 从意思上可以看出，这不是当面致谢。但
是 thank是“表示谢意”的瞬时动词（第四类），唯有本人即时表态时才可以用一般
现在时。既然不是即时表态，用一般现在时就只能表示延续的状态（在这里是心态，

亦即“感谢之情”），这是瞬时动词 thank所不能表达的，所以应该改为 I’m really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advice.

(6) *I could finish it yesterday.这里的 could是延续状态（“处于有⋯⋯能力的状
态”）。但是要说的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能力在一个具体场合发挥了作用”），要

改为瞬时动词：Iwas able to finish it yesterday. / Imanaged to finish it yesterday.
/ I succeeded in finishing it yesterday.

(7) *Open the doorwhile you’re repairing the fireplace. 意思应该是“门应该一
直开着”，而 open the door只是瞬时动作，应该改为延续状态：Keep the door open
while you’re repairing the fireplace. 同理，*Put on rubber gloves while c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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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ies as they can irritate the skin. 中的 put on应该改为 wear。
(8) *Tea was introduced to Europe in the early 1600’s, while trade began be-

tween Europe and the Far East. 茶叶是十七世纪初叶欧洲同远东开始通商之时传入
欧洲的。这一句中，从句的 began是瞬时体动词，所以这个从句表示一个时间点，因
此只能用 when，不能用 while。

(9) *It took him two hours to watch TV.他花了两小时看电视。这一句中，watch
是第二类动词。但是在 take +多长时间 + to inf. 这样的结构中，to inf. 只能是第三
类动词或第四类动词，而且这两类动词用起来，意义也略有不同。用第三类动词时，

意思是从某时间点开始，花多长时间进行某个动作过程，最后达到终点。【例如】The
Milky Way is so big that it takes light more than 100,000 years to travel from one
end of the galaxy to the other end. 银河十分辽阔，光也要十万年才能从这个星系的
一端到达另一端。用第四类动词时，意思是从某时间点开始，经过多长时间一直没

有发生某事，直到这个时间段结束时一下子发生了这件事。【例如】Even so, it took
nearly a century for the first clocks to appear. 即便如此，也过了几乎一个世纪，才
出现最初的一些时钟。后面的 inf.，不可以是纯粹延续而没有内在终点的动词（第一
类动词和第二类动词就是这样的动词），例如不可以说：*It took him half an hour to
watch TV.但可以说 It took him half an hour to find the TV program. 因为watch是
第二类动词，而 find则是第四类动词。当然，如果第一类动词或第二类动词暂时“借
用”作第四类动词，表示瞬时“进入”某状态或活动过程，则可以用于这类句子，例

如 It took a few weeks for him to feel happy again. 少数第二类动词或是第三类动词
的反复习惯表现，其词义隐含了该延续动作需要前面有一个预备过程才可以获得能

力来实现，此时可以说 take +多长时间 + to inf.（这个 inf. 表示有此能力，而不是
行动的特定一次实现）。【例如】It took me two days to play Chopin’s Minute Waltz
in sixty seconds.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练成了用六十秒钟的时间弹奏肖邦的《一分钟
圆舞曲》。（这里的 play其实是 become able to play，become为第三类动词，而且
able to play中的 play因为有了有限量的宾语 “Minute Waltz”，又从第二类动词向第
三类动词靠拢。）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弄清楚每个动词本身固有的“体”，对于正确理解和使用

英语绝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庸人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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