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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下，對漢語和臘羅彝語的形容詞及相關程度

結構作了對比分析。漢語和臘羅彝語都有兩類形容詞，分別為等級形容詞和非

等級形容詞，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 d, et >，非等級形容詞則為< e, t >。由

等級形容詞為詞根形成的非等級形容詞，如漢語中的“紅通過”“綠油油”等，

在詞彙層面就滿足了程度論元，所以不能被程度副詞修飾，也不能用於比較句。

等級形容詞在句法層有程度論元，因此能被程度副詞修飾，能出現在程度結構

中。漢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有兩種，由語義類型為 d 的度量短語直接充當程

度論元或通過算子約束程度變量來得到賦值。程度變量常見的賦值方式是，通

過明確某一屬性上不同個體所具有的程度關系而使程度變量得到約束，在自然

語言中體現為不同類型的比較結構。臘羅彝語只有一種方式，即通過算子約束

程度變量來間接滿足程度論元。臘羅彝語度量短語不能充當程度論元，無法直

接跟等級形容詞組合，因為在臘羅彝語中，度量短語是謂詞性的。 

漢語等級形容詞做謂語時，需要借助程度副詞、否定副詞、體助詞、焦點標

記、話題標記和語氣詞這些功能範疇才能完句。臘羅彝語完句成分都集中在話

語層（CP），比如對比焦點，示證範疇，新異範疇等。 

此外，漢語和臘羅彝語的比較句在句法上都屬於短語比較，比較項可以由

多個論元性成分充當，形成多級話題比較。漢語和臘羅彝語使用不同的比較策

略，漢語比較結構中，基準標記和比較程度標記往往有明確區分，各司其職，

而在臘羅彝語中，基準標記和比較程度標記融合為一體，句法上介引比較基

準，語義上體現為等比或差比。雖然兩種語言使用不同的比較策略，但最後產

生的是一樣的語義結果。形式可以是多變的，但意义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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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gradable adjectives and degre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Lalo 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gree semantics. 

Adjectiv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both in Chinese and Lalo Yi: non-gradable 

adjectives vs. gradable adjectives. Non-gradable adjectives (e.g., hóngtōngtōng/lǜyóu 

yóu) are type <e t> and cannot be modified by degree adverbials or appear in degree 

constructions. Gradable adjectives are type <d, et> and take degrees as one of their 

arguments. They can be modified by degree adverbials and appear in degree 

constructions. There are two methods of saturating the degree arguments of adjectives 

in Chinese: directly be saturated by a degree-denoting measure phrase or semantically 

be bound by a functional degree morphology. In Lalo Yi, however, degree argument 

cannot be saturated by a measure phrase, but can only be bound by a degree morpheme. 

A Chinese sentence with a gradable adjective predicate shows incompleteness 

effect, but it can be rescued by embedding the functional categories, e.g., 

Deg/Neg/Top/Foc/Mod. By contrast, predicative use of a gradable adjective in Lalo Yi 

is less restricted. A simple declarative gradable adjective predicate sentence can be 

completed with a functional head C, e.g., contrast focus, evidentiality, mirativity.  

Furthermore, both Chinese and Lalo Yi belong to phrasal comparison. The 

compared constituents may contain multiple topics. Chinese and Lalo Yi adopt 

different comparison strategies. Standard markers introduce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and the degree morphology introduce the semantics of the degre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while Lalo Yi expresses comparative and equative meaning 

simply by marking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Although the two languages use 

different comparison strategies, they end up with the same semantic results. The form 

can be varied, but the meaning is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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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彝族及彝語簡介 

1.1.1 彝族 

彝族是我國西南地區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

在雲南、四川、貴州三省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西北部，總體上呈大分散小聚居的

地理分佈格局。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境內的彝族人口約 860 萬人。

其中雲南彝族人口最多，約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其次是四川和貴州，廣西彝

族最少，不到 1 萬人。另外，在越南、老撾、泰國、柬埔寨、緬甸等國家也有近

3 萬的彝族同胞。 

在漢文歷史文獻中有關彝族的稱呼有“夷”、“爨”等，隋唐時彝的先民

被稱為烏蠻，元及以後被稱為“羅羅”，近代國內外專家在論著中常稱彝族為

“羅羅”或“倮倮”。彝族支系繁多，有諾蘇、聶蘇、納蘇、羅婺、阿哲、阿西

潑、撒尼、臘羅等一百多個不同的自稱，“彝”是解放後各地彝族統一使用的

族稱。 

1.1.2 彝語 

彝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語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少

數民族調查第四隊在普查全國彝語並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以各地的語音、

詞彙特點為主要依據，參照其語法特點，聯繫彝族社會的歷史文化，將現代彝

語分為北部、東部、南部、東南部、西部、中部六個方言區。圖 1 為彝語六大方

言分佈地區，彝語北部方言主要以四川涼山為主，東部方言以貴州畢節地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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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聲調比較簡單，一般有 3 至 4 個聲調。多平調和降調，沒有曲折調。 

5、語序和虛詞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基本語序是“主語 + 賓語 + 

  謂語”（SOV），為動詞居末型語言。 

6、形容詞作修飾語時，多數放在中心語後。 

7、量詞比較豐富，有些方言的量詞能直接修飾中心語，起後置冠詞的作用。

  如北部方言量詞起不定冠詞的作用，東部方言量詞起冠詞的作用。 

8、一部分動詞的自動態和使動態，用輔音清濁交替表示，如臘羅彝語 ɡo³³

  （怕）、ko³³（使怕）。 

9、有些方言以謂詞的重迭、變調表示疑問，如涼山彝語（北部方言） 

 dzɯ⁴⁴ dzɯ³³（吃不吃？），撒梅彝語（東南部方言）ɕi³¹ɕi⁵⁵長不長？。 

10、各方言區彝語發展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由單音節向雙音節演變的趨勢。 

1.1.3 臘羅彝語 

本研究中的彝語主要指彝語西部方言臘羅話，簡稱為臘羅彝語。語料以雲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街鄉老黑棚村為主要記音點。 

圖 2 彝語西部方言分佈地區2 

 

 
2 圖 2 轉引自 Yang (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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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語西部方言主要分佈在雲南省西部洱海、哀牢山以西，東至彌渡、景東，

南至景穀、瀾滄，西至騰沖、龍陵，北至永勝、鶴慶，使用本方言人口約 100 萬

人。方言內部支系眾多，以臘羅拔支系分佈最廣人口最多，大約有 50 萬人，這

部分語言使用者自稱“臘羅拔”，將其語言稱為“臘羅彝語”。其中巍山縣的

臘羅彝語最有特色，為彝語西部方言的代表音點。臘羅彝語以雲南省大理州巍

山縣為中心，分佈在鄰近各地，如漾濞、永平、南澗、彌渡、景東、昌宁、鳳慶、

施甸等縣市。巍山彝族同胞在古代曾使用過彝文，後因南詔國滅亡以及後來清

代杜文秀、李文學起義鬥爭的失敗，巍山多次遭到屠殺，大批文獻資料和彝文

經典已經佚失。 

臘羅彝語為分析性較強的語言，形態變化不豐富，詞類的劃分主要依據詞

義和句法分佈特征，主要有名詞、代詞、數詞、量詞、形容詞、動詞、副詞、連

詞、助詞、歎詞等。名詞有雙音節化趨勢，比如親屬稱謂，動物名稱，自然現象

等詞前通常帶有前綴 a。人稱代詞通過聲調變化區分格特征，主格用 55 調（ŋa⁵⁵ 

我），賓格等用 33 調（ŋa³³ 我）。動詞和形容詞多為單音節，都可以充當謂詞。

在彝語其他方言中，謂詞（動詞、形容詞）重疊表示疑問，臘羅彝語中沒有此項

語法表現，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後帶有不同的標記，如 ha ³³lɛ⁵⁵lɛ⁵⁵ “很容易”，

ŋu⁵⁵ŋu⁵⁵kɑ³³ “哭慘”，都表示程度加深之義。 

臘羅彝語為核心居末型語言，其語序為 SOV（“主+賓+謂”）。名詞修飾語

置於核心名詞之後（形容詞，指示詞置於名詞之後，但關系子句既可以放前也

可以放後）。數量短語在句法上不與名詞構成一個句法成分，即臘羅彝語中的

數量短語在表達不定指意義時，不能跟名詞構成名詞性短語，只能出現在動詞

前，作為分裂式數量短語使用，語義上指向充當主語或賓語的名詞，句法上卻



 

5 

 

不與名詞構成一個成分（卜維美、劉鴻勇 2020）。臘羅彝語具有豐富的示證標

記，即有專門用於指示信息來源的語法範疇，通常是在謂詞後附加一個語義範

疇以交代說話者所述事實的憑據和來源。臘羅彝語的示證範疇有自知、親見、

推斷、測度、傳聞五類。3 

1.2 理論框架 

本文是在“程度語義學”理論框架下進行的研究，在具體分析中以跨語言

視角援引了原則與參數理論。 

（一）程度語義學理論。等級性 (gradability)是等級形容詞的基本特徵之一，

形容詞的等級性主要體現在程度上的差異。程度結構是指由一個形容詞和一個

程度標記（如英語-er/more, less, as, how 等）構成的結構(Kennedy 1997)。程度語

義學(Degree Semantics)把“程度”作為論元引入形容詞的語義表达式中，形容

詞被處理為帶有個體和程度兩個論元的二元謂詞(Cresswell 1976; von Stechow 

1984; Heim 1985, 2000; Kennedy & McNally 2005; Schwarzschild 2008 等)。程度

語義學對程度的基本假設和主要技術手段是把程度定義為某一度量軸(scale)上

的刻度(points)或區間(intervals)組成的集合，即“程度”可以抽象為刻度，而這

個度量軸是一個測量工具（比如尺子、溫度計），在形容詞指涉的某一特定維度

(dimension)（如高度、溫度）上，把個體的程度值標記出來。這樣就可以對程度

結構的語義進行非常直觀的形式化描述。程度語義學的興起為探索程度結構的

本質特點打開了一扇新的視窗。 

 
3 世界語言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語言有示證範疇。已有調查研究顯示，印第安諸語系、高加索語

系、漢藏語系和烏拉爾-阿勒泰語系的諸多語言都存在示證範疇。藏緬語很多語言都具有豐富的示證標

記，且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羌語通過動詞內部形態屈折來表達；藏語的示證範疇同其他

體貌範疇共用形式標記；彝語支語言，如哈尼語，傈僳，彝語等，通過添加語法化了的詞綴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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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則與參數理論。“原則與參數理論”(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是一个跨语言的语法理论，是生成語法的核心理論和思想精髓。該理論

認為“原則”是人類語言所共有的生物屬性，為人類的初始语言机制，各種自

然語言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參數”設置的不同導致的。簡言之，就是要用“原

則”去概括不同語言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則，而把它們的“異”解釋為具有普遍

意義的一套參數在不同語言中的不同賦值所帶來的結果（徐杰 2001:3）。Beck et. 

al. (2009) 將“原則與參數”理論應用到跨語言的程度語義研究中，為語言對比

研究提供了參考。這對我們深入考察漢語和彝語的程度結構的異同具有重大啟

發意義。 

1.3 相關研究綜述 

近年來隨著程度語義學(degree semantics)的興起和發展，程度結構的語義和

句法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對等級形容詞的核心語義分析以及相關程度

結構在句法投射和語義組合方面存在不同的觀點。程度語義學在國外受到廣泛

重視，國內學者對以程度為中心的語義理論關注較少，目前等級形容詞的程度

語義分析以及差比結構的句法語義分析有相关研究成果，但基於程度的理論框

架來研究漢語等比結構、程度疑問句、程度感歎句等其它相關程度結構的文獻，

還比較少。關於臘羅彝語，暫時還沒有從程度語義學理論視角下進行的相關研

究，只有一些音係，詞彙，語法特征的簡單描寫以及方言土語之間互懂度，語言

使用情況等方面的研究（陳士林等 1985; Björverud 1998; Yang 2010; Zhou & Hu 

2015）。下面主要從形式義語言學關於程度結構的相關理論，漢語程度結構的相

關研究以及跨語言研究三個方面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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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程度結構的形義語言學研究 

1.3.1.1 句法方面 

生成語法對程度結構的句法研究，主要圍繞程度標記（比如英語-er, as 等）、

比較基準成分（比如 than, as 等）和形容詞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對程度結構較

早的一種分析方法是，形容詞 A 為中心語，AP 為形容詞的最大投射，而度量短

語(measure phrase)構成的 DegP 則為 AP 的標誌語(Chomsky 1965; Bresnan 1973; 

Hellan 1981; Heim 2000; Bhatt & Pancheva 2004)，如（1a）所示。另一種觀點则

認為，程度結構中 DegP 是形容詞功能擴展的最大投射，像-er 這樣的程度語素

是程度中心語 Deg，形容詞短語在它的補足語位置(Abney 1987; Corver 1997; 

Grimshaw 1991; Kennedy 1997)，如（1b）所示。 

（1）a.  AP       b.  DegP 

  3     3 
  DegP  A’     Spec  Deg’ 

 3 !       3 

 Deg   XP A       Deg   AP 

 

一般认为程度副词作状语修饰形容词。第一種分析方法（1a），把程度語素

為中心語構成的 DegP 處理為形容詞的標誌語，而像 than-phrase 這樣的比較基

準成分則位於程度中心語的補足語位置。這種分析方式可以解釋程度中心語 

Deg0 与其后 than-phrase 的选择关系。Bresnan (1973)提出形容詞比較級形態語素

-er 和 than-clause 構成一個 QP，位於 AP 的標誌語位置，即[AP [QP -er [than-clause]] 

A]]，-er 須附著於形容詞上，使得 than-clause 在語音上強制外置。 

Abney (1987)、Corver (1997)等認為比較級、最高級中的程度語素充當的不

是狀語，而是 AP 擴展投射的句法核心，AP 為其補足語成分（如（1b）所示）。

根據短語結構理論，詞彙範疇的最大投射為其具有相同特征的功能投射，如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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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投射為 DP，VP 的最大投射為 vP。所以同樣作為詞彙範疇的 AP 也有擴

展的功能投射，其最大投射為 DegP。证据之一是英语的比较级、最高级可直接

通过核心移位获得，“tall”可通过核心移位得到“taller”，如例（2）所示。 

（2）    FP 

    3 
    F   AP 

    -er  3 
      A   PP 

      tall  6 
         than XP 
 
把程度短語分析成形容词的標誌語的做法，會導致移位的不合法。如（3）

所示，無論是程度詞綴後移（3a），還是形容詞中心語上移跟程度中心語合併（3b），

都違反了結構保持原則，即中心語移位只能發生在具有統制關系的句法成分之

間。 

（3）a.  AP        b.  AP  

  3       3 

  XP   A’       XP   A’ 
  5  !       5  ! 
  -er   A       -er   A 

     tall          tall  

 

其次，從結構上看，在比較句中，-er 與 than-phrase 不能相鄰，如下例所示， 

（4）Mary is [-er than Rose] tall. 

也就是說， than-phrase 無法與 -er 合併 (merge)組成一個結構成分。但是

Larson(1991)指出英語比較句中的程度中心語與其后成分存在一種選擇關系，比

如由-er 為程度中心語時，它選擇由 than 引導的比較基準短語，as 為程度中心語

時，它選擇由另一個 as 引出的基準短語，滿足中心語-補足語(head-complement)

關系的選擇限制條件，所以[-er[than-phrase]、[as[as-phrase]]構成一個句法成分。 



 

9 

 

漢語程度結構的研究中，也存在以上兩種句法分歧。楊永林（2000）、何元

建（2011:160-161）、林若望（Lin 2009）認為在程度結構中，形容詞是中心語，

其最大投射是 AP，程度短語 DegP 位於標誌語位置，採用的是（1a）的句法分

析。而向明（Xiang 2005）、郭潔（Guo 2012）、顧陽和郭潔（Gu & Guo 2015）、

熊仲儒（2013）、張寧（Zhang 2015）、劉辰生（Liu 2018）等採用的是（1b）的

分析法，即 DegP 為形容詞的功能擴展投射，形容詞短語為程度中心語 Deg 的

補足語。 

1.3.1.2 語義方面 

語義方面，對等級形容詞的語義分析以及兩種比較模式是討論的兩大核心

問題。 

首先，對等級形容詞的語義分析有模糊謂詞分析法(The Vague Predicate 

Analysis)和梯級分析法(The Scalar Analysis)兩種。模糊謂詞分析法的主要觀點是

等級形容詞跟其它一元謂詞一樣具有相同的語義類型<e, t>，它的指謂是從個體

到真值的函數。它的定義域根據個體所具有的屬性的量具有偏序關系，但定義

域內的排序關系是內在的預先安排好的(Kamp 1975; Klein 1980, 1982)。梯級分

析法(The Scalar Analysis)則把等級形容詞分析為個體和程度之間的關系，且它的

定義域中的個體的排序不是內在固有而是由度量軸上點的相對位置決定。等級

形容詞具有與其他謂詞不同的語義類型，它是指稱個體和程度關系的二元謂詞，

其語義類型為<d,et> (Cresswell 1976; von Stechow 1984; Heim 1985; Kennedy & 

McNally 2005; Schwarzschild 2008)。 

此外，對比較結構（等比和差比）中比較基準成分（由 than 和 as 引導的成

分）在句法上是短語（DP）還是子句（CP），存在個體比較(individu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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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度比較(degree comparison)兩種分析模式。個體比較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

層是短語結構(phrasal comparative)，而程度比較則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層是子

句結構(clausal comparative)。Kennedy (1997)和 Beck et. al. (2004) 認為個體比較

比較的是兩個個體在某一屬性上所具有的程度差異，比較標記連接的是兩個個

體，而程度比較則是兩個程度之間的比較，此時比較標記連接兩個與程度有關

的變量。Kennedy (1997) 認為，英語中的比較結構既可以看作是短語比較結構，

也可以看作是子句比較結構，所以英語中的比較結構既有個體比較也有程度比

較。下面以英語的-er 為例進行詳細說明。 

（5）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句法分析： 

ai. 短語比較：[DP John] is taller than [DP Mary] 

bi. 子句比較：John is taller than [CP Mary is tall] 

語義分析： 

aii. 個體比較：[[-er]]=λG<d,et>λyeλxe.max (λd1.G(d1)(x))>max (λd2.G(d2)(y)) 

           (Erlewine 2018:450) 

bii. 程度比較：[[-er]] =λD2<d,t>λD1<d,t>.max (D1) >max (D2) 

           (Erlewine 2018:448) 

其中，x 和 y 代表個體，d 代表程度，G 代表形容詞，D 代表程度集合。個體比

較比較的是兩個個體變量之間的程度，而程度比較則是兩個程度集合之間的關

系，為廣義量詞，程度標記⁃er 的語義類型為<<d, t>,<<d,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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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漢語程度結構研究現狀 

近年來，隨著程度語義學理論的興起，許多學者也開始關注漢語形容詞的

語義以及與之相關的程度結構，其中差比結構的句法和語義問題討論得最多。 

1.3.2.1 原級形容詞語義以及相關句法分析 

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下研究漢語形容詞的主要有林靜夏、白知永（Lin 

& Peck 2016）、羅瓊鵬（2015, 2016, 2018a, 2018b）。林靜夏、白知永（Lin & Peck 

2016）在程度語義學框架下，根據每個形容詞所蘊含的量級結構特徵，將漢語簡

單形容詞進一步分為五類：無量級形容詞，比如“方”、“圓”、“溫”等絕對

性質形容詞；開放量級形容詞，比如“高”、“貴”等；起點閉合量級形容詞，

如“髒”、“彎”；終點閉合量級形容詞，比如“乾淨”、“直”；以及全閉合

量級形容詞，如“空”、“滿”。羅瓊鵬也是從量級結構(scale)的角度，對性質

形容詞內部進行了再分類，分法跟林靜夏、白知永（Lin & Peck 2016）大同小

異。此外，羅瓊鵬還對漢語正負極形容詞的對立，從量級結構上的分立互補概

念作出了新的解釋。 

狀態形容詞一般能直接充當謂語，所以對於原級形容詞的句法研究，主要

集中在對漢語性質形容詞作謂語完句限制以及對“很”的句法語義分析。性質

形容詞直接做謂語通常不自足，需要各種補救手段來實現完句。對完句成分的

不同假設成為各家爭論的焦點，突出表現在對“很＋A”格式的處理上。對程度

副詞“很”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時制特徵的核查成分（顧陽 2007），原

級程度標記 POS (Liu 2010)，詞類轉化算子(Grano 2012)，完句範疇特征核查（熊

仲儒、楊舟 2020），確定比較基準(Cao & Hu 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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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漢語差比結構的句法語義研究 

向明（Xiang 2005）最早把程度理論應用於漢語比較結構，並嘗試建立“比”

字比較句和及物比較句之間的聯繫。Grano & Kennedy (2012)則考察了漢語中的

及物比較句。李曉（Li 2009, 2012, 2015）研究了以“多”引導的動詞差比結構。 

漢語差比結構研究中，“比”字句的研究是焦點。有些學者主張“比”字

比較句為子句比較（Hsieh 2015; 羅瓊鵬 2017; Erlewine 2018），語義上應該處理

為程度比較，而不是個體比較，在邏輯層（LF）必須要“重構”為兩個子句，

才能得到合格的語義解讀，句法上經過了一系列的刪除操作才得到的表層結構。

謝易達（Hsieh 2015）用漢語光杆反身代詞“自己”長距離回指效應证明了漢語

“比”字句為子句比較，在句法生成过程中或涉及平行删除。羅瓊鵬（2017）綜

合現有研究對“比”字句子句比較的論證，對各家的論述觀點做了更全面更詳

細的闡述。Erlewine (2018)提出漢語比字句是一個沒有程度抽象的子句型比較句，

“比”是連接兩個子句的連詞。有些學者則認為“比”字句屬於短語比較

（Xiang 2005; 熊仲儒 2007; Erlewine 2007; Lin 2009; Guo 2012; Gu & Guo 2015; 

郭潔、顧陽 2017）。在語義上，短語比較分析基本採用的是 Heim(1985)提出的

個體比較的方案。向明（Xiang 2005）借鑒 Larson（1991）分析英語比較句時提

出的程度短語殼結構，對漢語比字句的內部結構和生成過程進行了類似分析，

並且認為“比”字句和及物比較句具有推導關系。Erlewine(2007)在句法上把

“比”分析為動詞性功能中心語。林若望（Lin 2009）認為漢語“比”字句為多

級話題比較，比較項既可以是個體，時間，地點，還可以是事件。郭潔（Guo 2012）、

顧陽和郭潔（Gu & Guo 2015）、郭潔和顧陽（2017）提出“比”與漢語其他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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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的“跟、和、同”一樣，其基本功能為引出標準項，同時給標準項名詞短語

賦格。 

此外，在“比”字比較句中，“比”的語法地位也引起學者們的廣泛討論。

“比”在子句比較分析中，沒有太大爭議，是連接兩個子句的連詞或是標句詞。

在短語比較分析中，“比”的語法地位存在較大分歧，主要有“程度中心語”

(Xiang 2005; Lin 2009; Grano & Kennedy 2012)、“輕動詞”（Erlewine 2007; Gu 

& Guo 2009; 何元建 2010）、“伴隨介詞”（Guo 2012; Gu & Guo 2015; 郭洁、

顾阳 2017）三種觀點。 

1.3.2.3 程度結構的跨語言研究 

Beck et. al. (2009) 考察了 14 種語言中的比較結構，從程度語義學的視角

提出了三條參數理論，為跨語言類型研究提供了參考。第一條參數為程度語義

參數 (degree semantics parameter, DSP)，即該語言是否存在類型為＜d, et＞的

等級性謂詞。依據是看某一語言是否允許比較級、最高級、等比結構、程度比

較句、差比句等。第二條參數是程度抽象參數(degrees abstract parameter, 

DAP)，即該語言是否在句法上約束程度變量。第三條參數——程度短語參數

(degree phrase parameter, DegPP)，即該語言中等級性謂詞的程度論元位置是否

可以在句法表層填充。 

1.3.3 對現有研究成果的評述 

總體而言，近年來程度結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程度語義學理論隨

著研究的深入日漸完備。然而，在豐碩的成果背後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一）研究對象不夠均衡。從上文的研究綜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程

度結構的研究並不均衡，從程度語義理論出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差比結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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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較的另一種結構——等比的句法語義分析往往是在討論差比結構時一筆帶

過，對其他程度結構比如感歎句和疑問句等的研究較少。 

（二）研究視角不夠全面。程度結構的研究，多囿於句法結構的分析，而程

度語義的不同實現方式，不同句法結構背後的語義機制等方面探討得比較少，

形式句法與形式語義對接不夠緊密。 

（三）理論建設不夠完備。跨語言類型參數理論，相關的界定標準很難統

一。比如度量短語是否可以和形容詞直接組合的問題，不但呈現出跨語言的差

異，在同一語言內部不同形容詞有不同表現。相關理論有待通過更多跨語言事

實材料來完善。 

1.4 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 

本文試圖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視角下對比漢語和彝語的程度結構。首先是

全面系統地梳理和歸納漢語形容詞及相關程度結構的句法語義研究成果，對前

人研究的薄弱環節，比如等比結構、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等相關句法語義現象

做出適當地補充研究。對臘羅彝語形容詞以及相關程度結構作全面系統的描寫，

深入分析每種程度結構的句法表現和語義機制，重點考察以原級形容詞為核心

謂詞的結構、等比結構和差比結構。通過對比兩種語言中的程度結構，探討形

容詞的等級性以及程度論元是否會因語言不同而有不同的參數差異，比較結構

是否會因語言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策略，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加深對等級形

容詞以及對“比較”的認識。 

程度結構的廣義定義是具有程度義的句式，有些動詞和名詞也能進入程度

結構中，比如“張三很能吃”，“張三比李四喜歡打籃球”，“做人不要太美

國”，“張三越來越男人了”。本文僅限於跟等級形容詞相關的程度結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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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容詞的主要功能為充當謂語和定語，作謂語和作定語時具有不同的句法

表現，本文不涉及形容詞作定語的相關研究。 

總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對象包括三個：一個是主要研究對象，即臘羅彝語的

形容詞以及相關程度結構；另一個是參照研究對象，即漢語形容詞以及相關程

度結構；最後一個就是兩者之間的異同。 

在參照漢語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重點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漢語形容詞做謂語不如動詞自由，單獨做謂語通常不自足，需由有語音或

有句法表現的功能核心，比如程度副詞，否定，話題，焦點，語氣詞等的句法支

持才能實現完句，臘羅彝語的形容詞單獨作謂語時，句法上是否自足？如果不

自足，有哪些完句手段？ 

（2）漢語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可以直接由度量短語充當，也可以通過原級程

度語素、等比程度語素、差比程度語素等算子的約束間接滿足程度論元。臘羅

彝語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形式有哪些？ 

（3）漢語等比結構和差比結構區分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零形式也是一種標記），

程度標記被處理為形容詞擴展投射的中心語，臘羅彝語比較結構採用的是何種

策略？比較結構的句法生成和語義表達與漢語有哪些異同？ 

1.5 研究方法 

（一）比較法。比较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

物的异同研究与判断，進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表現的方法。本文的比較法是

指對兩種語言的某些語法現象進行對比。生成語法理論研究不是為了描寫一種

特定的語言，而是為了建立適用於人類所有語言的普遍語法系統，以揭開人類

語言習得和人類大腦的奧秘。要發現各種語言的普遍規律，自然也必須採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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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溫賓利 2002:12）。本研究中的比較法，是一種特殊的比較法，文中涉及

到的兩種語言，研究程度極度不平衡。漢語的程度結構有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

既有詳實的描寫，也有深入的解釋，而臘羅彝語程度結構的相關研究則是一片

空白。本文的比較法，是一種不對稱的比較研究，即對漢語研究成果做文獻梳

理和觀點總結，借鑒漢語的相關研究成果來分析彝語的相關現象。對彝語進行

從無到有的材料描寫，結合理論進行分析，建立起具備描寫充分性的個別語法，

之後再跟漢語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比較，確定哪些特性是兩種語言所共有的，

哪些是個別語言所特有的，找出語言間的異同，並運用普遍語法中的原則與參

數理論來解釋這些異同。 

（二）內省法。語料是構建語法理論的基本材料，要達到對個別語言的描寫

的充分性，首先就要收集語言材料，然後才能對語言事實進行分析。本文主要

研究對象——臘羅彝語，是作者的母語，是自然習得的第一語言。漢語是在課

堂上學習，經過多年不斷練習，並長期沉浸在以漢語普通話為主導語言的環境

中學得的第二語言。本研究中臘羅彝語的語料大部分為本文作者母語者的自省

語料。母語者的語料是研究某種語言相對真實可靠的研究材料，雖然某些表達

的接受程度會因人而異，但整體上能反應语言知识的核心部分——語言運算系

統。 

（三）田野調查法。臘羅彝語，暫時還沒有可供參考的語料庫以及相關現成

材料，母語者的內省語料需要在田野調查中進行驗證。生成語法為人詬病的一

條便是語料的自然性，有些母語者內省的語料，帶有很強的個人特色，得不到

更多母語者的共鳴，被人批評作為迎合某個理論而生搬硬套語料，被戲稱為“書

房中的研究”。近年來，形式語言學者拓寬和改善了取材路徑，結合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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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等，增加定量分析。對於沒有現成語料庫，丟失本民族文字的語言，田野

調查便是最好的取材方法。在田野調查中，對本文所用語料進行核對和補充的

主要發音人有： 

卜國花：女，81 歲，農民，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何世英：女，79 歲，農民，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卜成智：男，57 歲，農民，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卜琴山：女，56 歲，農民，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卜吉祥：男，30 歲，農民，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卜吉昌：男，20 歲，學生，家住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

街鄉老黑棚村。 

1.6 研究意義和創新之處 

1.6.1 研究意義 

中國地大物博，中國境內語言資源豐富，語言富礦亟待開採，程度語義研究

完全可以成為漢藏語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本研究立足於程度語義學，結合句

法和語用，對漢語和彝語的等級形容詞以及程度結構進行對比分析，具有以下

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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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豐富“句法——語義——語用”界面研究。正如徐杰（2001）所指

出：“任何一個單一視角都無法讓我們看到全部現象，不同視角看問題才能全

面和深入”。對界面問題的重視能成為語言學理論的生長點。對程度結構的研

究，涉及到句法語義分析以及適當的語用解釋，從而豐富“句法——語義——

語用”界面研究。 

（二）為推動程度語義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來自漢藏語系語言分析的貢獻。

漢語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對漢語程度結構進行全面描寫分析，意義

重大。彝語作為不同於漢語的 SOV 語序語言，在程度結構方面具有很多值得深

挖的語言事實。跨語言的事實材料和對比分析對豐富理論起著重要作用。 

（三）打開國內少數民族語研究的新視野。在漢藏語系諸多語言中，除了漢

語，其他上百種語言還未曾從程度語義學角度分析形容詞以及程度結構。本文

嘗試用形式語義學的視角分析少數民族語，為民族語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

研究方法。 

1.6.2 創新之處 

（一）視角新。國內學者對以程度為中心的語義理論還比較陌生，對形容詞

的研究以及相關程度結構研究主要還是以描寫為主，具有理論價值的成果還不

多見。程度語義學這一新理論，能讓我們更好地挖掘中國境內的語言，特別是

眾多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而尋找不同語言背後的普遍機制。 

（二）材料新。國內外對臘羅彝語的研究，基本圍繞語音，詞彙，語言使用

情況以及方言內部互懂度等內容展開，核心語法研究以及相關語言事實材料還

未被收集整理。本文第一次全面搜集考察臘羅彝語的形容詞及相關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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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論文的主要內容 

本研究共有六個章節，除了第一章緒論和最后一章結論之外，其餘四章為

主體內容，其中第二章是程度語義學相關理論介紹，第三、四、五章是漢語和臘

羅彝語程度結構的具體分析。下面簡要介紹各章節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緒論部分，首先介紹了彝族及彝語的基本情況，緊接著介紹本研究

所運用到的主要理論，綜述本研究的主要理論框架下進行的相關研究成果，隨

後提出了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此外，本章還對研究意義和創新之處做了介紹。 

第二章對程度語義學理論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重點介紹程度語義學的

一些核心理論問題。第一部分介紹“模糊謂詞分析法”的主要觀點和所使用的

技術手段，總結其不足之處；第二部分介紹“梯級分析法”的主要觀點和所使

用的技術手段，著重討論“梯級分析法”中引入的量級結構以及程度論元實現

方式這兩方面的相關理論以及具體應用情況；第三部分總結不同階段相關理論

之間的關系。 

第三章主要考察漢彝兩種語言中的原級形容詞。首先對漢語形容詞的類型

進行歸納，用程度語義學理論將形容詞按照語義類型<e , t>和<d , et>進行二分，

並按照相同標準考察臘羅彝語的形容詞。接著對漢語形容詞單獨作謂語句法不

自足現象進行文獻綜述，總結漢語原級形容詞作謂語時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以

及度量短語與形容詞的組合能力，並參照漢語相關研究成果，對臘羅彝語形容

詞單獨作謂語的完句手段以及等級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進行考察分析。

最後對兩種語言的異同點作出總結。 

第四章主要探討漢彝等比結構的異同。著重對漢語“X 跟 Y 一樣 A”和

“X+有+Y+A”兩種等比結構的相關研究進行文獻綜述，歸納各家觀點，並且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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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漢語“X 跟 Y 一樣 A”除了實比之外的三種不同類型的虛比。臘羅彝語也

具有對應的等比結構，類似於“跟……一樣……”結構的“X+Y+ a³¹ɕy³¹+A”以

及表等比的“有”字句，其結構為“X+Y+G+dʐu⁵⁵”。最後對漢彝兩類等比結構

作了全面對比分析，歸納異同點。 

第五章為漢彝差比結構的對比分析。重點討論漢語“比”字句，包括形容

詞差比句如“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和由“多”引導的動詞差比結構如“張三

比李四多讀了兩本書”兩種差比結構，以及臘羅彝語 di³¹khɛ⁵⁵“超過”型差比句

和“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本章依舊是先對漢語“比”字句兩種差比結構的豐

富研究成果做梳理和歸納，然後對彝語的兩類差比結構進行描寫和分析，對比

兩種語言差比結構的異同點，找出不同語言現象背後的普遍語法規律。 

第六章是結論部分。本章首先對本研究的主要內容以及研究發現進行了歸

納總結，在此基礎上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1.8 原創申明 

本論文是本人在導師劉鴻勇教授的悉心指導下，獨立研究完成的，絕無抄

襲、剽竊之成分，也不曾用在其他學術機構中申請學位。除了第三章第二節第

四小節的部分內容以《臘羅彝語分裂式數量短語》為題發表在《中國語文》上以

及第三章第二節中第一部分以《臘羅彝語的形容詞》為題在“第五届中国西南

地区汉藏语国际研讨会”（南開大學，2019 年 8 月）上報告，第四章第二節的

部分內容在“第 51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ICSTLL51）”（日本京都

大學，2018 年 9 月）以 The Equative Construction in Lalo Yi 為題宣讀，第五章第

二節的部分內容在“第 50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中国社会科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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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17 年 11 月）以《腊罗彝语的差比句》為題報告之外，

其餘部分均未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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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程度語義學相關理論介紹 

程度語義學（degree semantics）是目前研究形容詞及程度結構的一種理論，

為深入探討形容詞以及程度結構的語法本質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越來越受到

語言學界的重視。不過，以程度為中心的語義學理論在國內還比較陌生。本章

將簡要梳理程度語義學理論的發展脈絡，詳細介紹程度語義學的一些核心理論

以及研究成果。主要內容包括“模糊謂詞分析法”（The Vague Predicate Analysis）

和“梯級分析法”（The Scalar Analysis）的核心觀點和所使用的技術手段，重

點介紹作為程度語義學最重要的分析方法“梯級分析法”中引入的量級結構以

及程度論元實現方式這兩方面的相關理論。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最先來源於對英

語的研究，並且在研究英語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所以本文的理論介紹以英

語為例。 

2.1 模糊謂詞分析法 

模糊謂詞分析法的主要觀點是等級形容詞跟非等級形容詞一樣，具有相同

的語義類型<e, t>，它的指謂為從個體到真值的函數。等級形容詞和非等級形容

詞的區別在於等級形容詞的定義域可根據相關屬性進行部分排序（partially 

ordered）1，且形容詞定義域中的個體排序是固定（inherent）的，世間萬物根據

某個可分級的屬性（程度）排好序（Kamp 1975; Klein 1980, 1982）。 

 
1 部分排序是指集合中的兩個元素可能具有同樣的程度值，而完全排序是指集合中的每個程度值都

不相同，因此可全部用大於號或小於號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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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個話語場景中使用某個特定等級形容詞進行表述時，就像使用一把巨

大無比的篩子，使勁一篩，把跟語境相關的所有個體從萬事萬物中篩選出來，

並且篩選出來的個體是按照相關屬性排好序了的。比如當我們說某人很高時，

如果語境為整個人類，那麼從篩子里篩選出來的就是按照高度大小排好序的所

有人類的集合。當我們看著一群籃球運動員，說出某人很高時，從篩子里篩下

來的個體為籃球運動員這個集合。這把篩子的作用，就是等級形容詞獨有的功

能，稱為部分函數（partial function），所以等級形容詞的定義域為偏序集（partially 

ordered set）2。如果我們說的“某人”的位置排在比中間位置還高的位置，那麼

這句話就為真；如果低於中間位置，這句話為假；如果剛好位於中間位置，那麼

無法判斷這句話的真假。 

模糊謂詞分析法進一步把等級形容詞分析為依靠一個特定語境 C（context-

dependent），將其定義域中的一個子集（subset）進行三分切割的函數：（i）正向

序列（positive extension），即在特定語境 C 中具有屬性的個體在定義域中的排

序位置位於某個點之上。（ii）負向序列（negative extension），即排在某個點之下

的個體序列，在特定語境 C 中不具有屬性。（iii）缺口部分（gap），在特定語

境中沒法確定是否具有屬性的個體序列。判斷“x is ”這個句子在特定語境

C 中的真值情況可以歸納為以下表達： 

（1）a. ‖（x）‖C ＝ 1 iff x 在語境 C 中位於的正向序列 

   b. ‖（x）‖C ＝ 0 iff x 在語境 C 中位於的負向序列 

   c. ‖（x）‖C 無法判斷真值 

 
2 偏序集，指配備了部分排序關係的集合，這種排序不必然需要是全部的，也就是說不必要保證此

集合內所有對象的相互可比較性。若集合 S 上定義了一個偏序，則 S 稱為偏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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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序列、負向序列、空缺部分三分切割依據具體話語場景，由比較參照集

（comparison class）中的某個標準值來決定。比較參照集就是話語場景中涉及到

的跟形容詞相關的一個個體集合。英語中可以用 for 的形式把比較參照集直接表

達出來，如下例所示。 

（2）Mary is tall （for a basketball player）. 

（3）John is tall （for a basketball player）. 

如果沒有括弧中的由 for 引出的比較參照集，如何判斷例（2）和（3）的真值？

假設把整個定義域即萬事萬物作為話語場景中的比較參照集，那麼這兩句話要

麼為假要麼無法判斷真值。因為與高山、大樹相比，人類在高度這個維度上的

排序位於靠後的較低的位置，這個位置屬於“高”這個形容詞的負向序列上，

也有可能落在正負極中間的缺口位置。如果從“高”的定義域中切割出人類這

個比較參照集，那麼例（2）、（3）的真假判斷只需看 Mary 和 John 的位置在人

類這個小集合中所處的位置。需要注意的的是，切割出來的比較參照集中個體

的排序保持原來定義域中的排序位置不變。 

我們來看句子中有明確的比較參照集出現的情形（如英語中由 for 引出的比

較參照集），如何進行三分切割。例（4）為形容詞“tall”在某個語境中的比較

參照集（籃球運動員），例（5）為這個比較參照集的切分結果。 

（4）D tall ={…, John, Candy, Fred, Tom, Amy, Mary, Nick, …} 

（5）pos c （tall） = {Amy, Mary, Nick} 

   neg c （tall） = {John, Candy, Fred} 

   gap c （tall） =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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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語境中，例（2）為真，因為 Mary 排在正向序列上，而 John 位於負

向序列上，所以例（3）為假。如果“tall”的比較參照集為飛行員，那麼 John 和

Mary 都將有可能排在正向序列上，因為飛行員的身高一般都不太高，此時例（2）

和例（3）都為真。 

模糊謂詞分析法中，等級形容詞和一般的謂詞（比如不及物動詞）具有同一

語義類型< e, t >，都是從個體到真值的一種函數表達，其語義表達式如下所示： 

（6）[[tall]]＝λx. tall（x） 

x 表示個體變量，λ（拉姆達）是將命題轉為謂詞的算子，它同時起到約束變量

的作用，“tall”的語義類型為< e, t >。 

差比結構的分析與形容詞原級結構的分析方法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

差比結構中對比較參照集的切割更加明晰，只有正向序列和負向序列二分切割，

不包括中間序列（Klein 1980）。所以，只要保證形容詞“tall”的定義域的切割

中，John 位於正向序列上，而 Mary 位於負向序列上，代表 John 的個體在形容

詞“高”的定義域中的排序位於由 Mary 投射的個體之前，那麼例（7）為真。 

（7）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Kennedy（1997）指出模糊謂詞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某些語言現

象，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模糊謂詞分析法沒法給具有多維度屬性的等

級形容詞做出準確的語義解釋。模糊謂詞分析法把等級形容詞的語義處理為< e, 

t >，形容詞定義域中的個體排序是內在的，固定的。對於“高”這樣的單維度

形容詞，個體根據兩點之間的垂直距離——“高度”這個維度進行排序，個體

的位置永遠都是固定的，但是像“聰明”這樣的形容詞，不同個體在不同領域

內智商表現有可能不一樣，比如物理學家在物理領域表現很聰明，但在人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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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方面可能會弱些。如果 John 是一名物理學家，Mary 是一個交際花，當我們談

論到物理科學方面的聰明時，John 所代表的個體在聰明的定義域中的排序高於

Mary，而當我們說的是社交方面的聰明時，在“聰明”這個定義域中，Mary 的

位置則排在 John 之前。但是模糊謂詞分析法規定等級形容詞定義域中個體排序

是固定的，內在的，這跟實際的語言現象相矛盾。 

其次，模糊謂詞分析法，沒法解釋標準差比句（standard comparatives）之外

的其他具有比較義的結構，比如跨極性比較句以及差值比較句（comparison of 

deviation constructions）。 

（8）??Mary is taller than John is short. 

（9）Mary is more tall than John is short. 

例（8）是跨極性比較句，例（9）為差值比較句。根據模糊謂詞分析法，只

要存在這樣一個函數，使形容詞“tall”和“short”切割出來的比較參照集，在

各自的定義域中，分別滿足“Mary is tall”為真，而“John is short”為假，那麼

例（8）為真。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是存在的，比如，當瑪麗非常高，而約翰不

十分矮時，“高”和“矮”的定義域分別如下例所示： 

（10）Dtall = {… a, b, John, c, Mary …} 

  posd（tall） = {John, c, Mary} 

  negd（tall） = {a, b} 

（11）Dshort = {Mary, c, John, b, a} 

  posd（short） = {b, a} 

  negd（short） = {Mary, c, John} 

從以上比較參照集的切割結果中，可以得出 Mary is tall”為真，而“John is 

short”為假，符合模糊謂詞分析法對例（8）為真時設定的真值條件，因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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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模糊謂詞分析法，例（8）應該是可接受的正常（well-formed）句子。但是在

英語母語者看來，例（8）這樣的句子是有問題的異常的（anomalous），不屬於

常規表達（Kennedy 1997:50-51）。 

再看用模糊謂詞分析法分析差值比較句的情況。差值比較句不同于標準的

比較句，首先，差值比較句比較的是個體與某個標準之間的差值大小（Bierwisch 

1989:220）。其次，差值比較句預設兩個比較對象具有各自形容詞所指涉的屬性，

即“x is ”為真並且“y is ”也為真。如果用模糊謂詞分析法分析例（9），其真值

條件設定以及邏輯表征過程跟例（8）的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模糊

謂詞分析法解釋不了例（8）為什麼為不合常規的表達，對於例（9），模糊謂詞

分析法沒法表達出例（9）所蘊含的“Mary is tall”和“John is short”這樣的評

價性解讀（evaluating reading），即理論不具有解釋的充分性。 

鑒於此，發展出了梯級分析法，將個體抽象化，引入一套抽象的測量工具，

通過個體和程度值之間一一對應的映射關系，用更精確化的分析方法來統一解

釋模糊謂詞分析法無法解釋的一些語言現象。 

2.2 梯級分析法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語義學家意識到等級形容詞中的程度在形容

詞語義表達中具有本體論的性質（ontology），於是將程度作為語義要素引入了

形容詞的語義表達中（Cresswell 1976; Hellan 1981; von Stechow 1984; Heim 1985, 

2000; Kennedy 1997; Kennedy & McNally 2005; Schwarzschild 2005, 2008）。等級

形容詞具有與其他謂詞不同的語義類型，其語義不再是指稱個體到真值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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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而是指稱個體和程度關系的二元謂詞，語義類型為< d, et >。這種分

析方法稱為梯級分析法。 

基於程度語義學的等級形容詞的語義表達式為： 

（12）[[tall]]＝λdλx.tall（x） ≥ d（x’s height ≥ d） 

x 指稱個體變量，d 指稱程度變量，形容詞“tall”具有兩個論元，一個是是個體

論元，另一個是程度論元。 

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中，形容詞的“等級性”可以用“程度”來表述，

而“程度”就像是按一定順序排列的點的集合，這些點被定義為對量的抽象表

達，可以理解為刻度。對刻度的標記需要依賴一定的測量工具（如尺子），對程

度的標記也需要一個抽象的測量工具（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measurement），

這個工具就是量級（scale）。所謂量級，是指某一維度上由具有偏序關系的程度

組成的線性序列軸。典型的量級如圖所示3： 

圖表 3 等級形容詞量級圖示 

 
量級由程度、偏序關系和維度三要素組成：S＝<D， ≤， DIM>。 D 表示

程度的集合（d0 到 dn 的所有點）；“≤”是指集合 D 中的元素之間的排序關系； 

DIM（dimension）是指測量的維度。程度之間要滿足偏序關系，即 d1  d2……

 
3 圖 3 轉引自羅瓊鵬（2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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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其中偏序關系“”具有傳遞性（transitive）、反對稱性（antisymmetric）、

和自反性（reflexive）三個特征。 

（13） a.傳遞性：∀d1，d2，d3 （d1  d2  d2  d3 → d1  d3） 

  b.反對稱性：∀d1，d2（d1  d2  d2  d1→d1=d2）  

  c.自反性：∀d（d  d）（任意 d：d  d） 

維度指的是用於測量的具體屬性（如高度、寬度、顏值、智商等），即程度

值的屬性。不同的維度用不同的測量工具，如同“尺子”可以用來測量高度或

是長度，體溫計用來測量溫度，秤用來稱量重量。抽象的工具需要被賦予具體

的測量方向，否則刻度值就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發揮不了作用。測量方向由

等級形容詞以及具體語境決定。不同的形容詞在特定情況下投射相同的維度，

比如在英語中，以下表達是成立的： 

（14）The table is as long as it is wide. 

這裡的“長”和“寬”雖然為不同的形容詞，但具有相同的維度，即為垂直方

向的線性距離和水平方向的線性距離，描述的是一種“線性度量”（ linear 

measurement）。Kennedy（1997:77）指出，一個比較結構只有在形容詞具有相同

的維度參數時，比較才成立。 

Cresswell（1976:266）指出：“當我們在做比較時，頭腦裡出現的是測量工

具（量級）上的兩個點（when we make comparisons we have in mind points on a 

scale）。”比較的本質為同一個度量軸上兩個點的大小關系。這個點在梯級分析

法中表現為程度值。當我們說某人很高時，其實我們是在比較某人的身高值和

另一個基準值 ds（standard degree）之間的大小，這個基準值跟具體語境中的比

較參照集相關。比如，像例（3），重複如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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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ohn is tall for a basketball player. 

這句話中的比較參照集為籃球運動員，那麼基準值就為人們經驗知識中作為籃

球運動員應該具有的身高值（通常水準），當約翰的身高高於這個平均值 ds 時，

句子為真，否則為假。因為數值是唯一的精確的，所以不存在沒法判斷真假的

中間狀態（gap）。其次，在梯級分析法中，個體的排序是由其對應的程度值決定

的，而不是內在的固有的。個體在同一個形容詞的不同維度上隨著對應的程度

值不同而具有不一樣的排序，這樣就能很好地解釋多維度的形容詞中個體的不

同排序問題。 

引入程度以及量級結構的概念後，梯級分析法可以很好地解釋跨極性比較

句，也可以從語義表達式中直接體現差值比較句中等級形容詞蘊含的評價性解

讀。首先，如例（8）這樣的跨極性比較句的接受度不高的原因是，“高”和“矮”

雖然具有相同的維度（高度），但是他們在量級結構上的方向不一樣，位於不同

方向上的程度值之間沒法進行比較，從而為如例（8）這樣的跨極性比較句的異

常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次，梯級分析法中引入了程度值的概念，將程度視為

形容詞語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差值比較句可以概括為程度差值（differential 

degrees）之間的比較，例（9）的語義可以形式化為： 

（16）tall（Mary）– ds（tall） ＞short（John）– ds（short）. 

當且僅當瑪麗的身高 d 超出語境中使瑪麗為高的基準值 ds 的部分大於約翰

的身高 d 超出語境中使約翰為矮的基準值 ds 的部分時，例（9）為真。完美地解

決了模糊謂詞分析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下面詳細介紹梯級分析法中引入的兩個重要概念“量級結構”和“程度論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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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量級結構 

量級結構為探討形容詞的語義本質提供了新的視窗。Kennedy & McNally

（2005）、Kennedy（2007）等指出量級結構和英語形容詞的等級性特徵之間存

在著很強的相關性，不同形容詞的計量特性可以用不同的量級結構來刻畫。依

據量級結構的不同，等級形容詞可以分為：完全封閉型、頂部封閉型、底部封閉

型和完全開放型四類。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結構稱為完全封閉型，具有上限的

結構稱為頂部封閉型，具有下限的結構稱為底部封閉型，既沒有上限也沒有下

限的結構稱為完全開放型。等級形容詞在句法上不及物，但在語義上卻是及物

的，具有兩個論元。等級形容詞語義的確定依賴於一定的比較標準，不同的形

容詞比較標準的確定方式不同。具有完全開放性量級結構的形容詞，既沒有上

限也沒有下限，這一類形容詞包括“高、聰明、漂亮”等。具有完全封閉型或半

封閉型（包括頂部封閉型和底部封閉型）量級結構的形容詞，在量級上有上限

或下限，即有相對固定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完全封閉型形容詞，有最大標準和

最小標準，這類形容詞如“滿、空”等，電影院每個座位都有人為“滿”，沒有

一個人為“空”。頂部封閉型形容詞，具有最大標準，這類形容詞包括“幹、

直、安全、乾淨”等，例如“安全”要求沒有任何風險，“乾淨”要求沒有任何

污點。底部封閉型形容詞，具有最小標準，這類形容詞如“濕、彎、危險、髒”

等，譬如只要有任何一點風險都可稱之為“危險”，任意非零的濕度為“濕”。 

圖表 4 量級結構的類型4 

a. D (0,1], R,  （UPPER CLOSED SCALE）    頂部封閉型 

b. D [0,1], R,  （LOWER CLOSED SCALE ）   底部封閉型 

c. D [0,1], R,  （TOTALLY CLOSED SCALE）  完全封閉型 

d. D (0,1), R,  （TOTALLY OPEN SCALE）     完全開放型 

 
4 圖 4 轉引自 Kennedy & McNally（20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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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代表程度集合元素的序列關系（ordering relation）， 代表維度參數，數

字 0 代表最小的程度值，1 代表最大的程度值。量級結構為頂部封閉型的形容詞

有最大值；底部封閉型的形容詞，有最小值；完全封閉型的，既有最大值也有最

小值；完全開放型的等級形容詞沒有最小值也沒有最大值。對應的量級結構圖

如下： 

 

2.2.2 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 

等級形容詞具有可以用於比較的屬性（高度，深度，顏值，智商），依據物

體具有的某種屬性的量，建立一定的先後順序關系。在程度語義學中，等級形

容詞和非等級形容詞在詞彙語義上的根本差別就是前者的語義中帶有程度論元，

後者則沒有。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體現在各類程度結構中。有兩種語

義操作手段可以消除程度變量：直接滿足（directly saturated）或使程度變量受到

約束。前者，如度量短語和形容詞組合而成的程度結構，後者主要為由表比較

的程度語素約束程度變量的比較結構，以及沒有句法上的比較基準成分，由語

境中的比較參照集（contextual standard of comparison）提供語義上的比較標準的

原級結構（positive construction）。下面用程度語義學的相關理論，介紹這三種程

度結構的語義組合方式。 

2.2.2.1 度量短語 

等級形容詞可以直接和度量短語組合，如下例所示： 

（17）John is 180cm 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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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 [[tall]] = λdλx. tall （x） ≥ d5 

  b. [[tall]]（180cm） = λx.  tall （x） ≥ 180cm 

  c. [[tall]]（John）（180cm） =  tall （John） ≥ 180cm 

  d. [[John is 180cm tall]] =1 iff John’s height ≥ 180cm 

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 d, et >，度量短語的指謂是程度，語義類型為 d

（von Stechow 1984），所以可以出現在形容詞之前，直接充當形容詞的程度論

元，這樣形容詞和度量短語組合之後得到語義類型為< e,t >的屬性謂詞，然後再

跟個體組合構成一個命題。 

在例（18）中，我們給出了例（17）的語義組合過程。等級形容詞“tall”

首先跟指稱程度的度量短語“180cm”組合，滿足了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d，之後

再和表示人物的個體論元“John”組合。當且僅當約翰的身高大於等於一米八

時，例（17）這個命題為真。學界普遍認為，個體和程度值的關系具有單調性

（monotonicity）。如果個體“x”和程度值“d”相關，那麼“x”也和所有小於

“d”的程度值相關。舉例來說，如果約翰身高為一米八，那麼他的身高也有一

米七，一米六，一米等等。因此，約翰的身高定義為從零到一米八之間所有實數

的集合。 

2.2.2.2 隱性程度語素（POS） 

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不僅可以由度量短語直接填充，也可以通過約束程

度變量的方式得到賦值。當沒有顯現的程度語素出現時，通常的處理方法是假

設存在一個隱性的程度語素 POS（von Stechow 1984; Kennedy 1997; Kennedy & 

McNally 2005）。它的功能是引出對語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比較參照集

 
5  是一個測量函數（measure fuction），其功能是把個體轉化為相應的程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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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class），使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d 大於等於基於比較參照集運算而得

的一個平均水準 ds。總之，POS 代表一種基本關系，要求個體所具有的程度值

至少要等於語境提供的基準值 ds。 

（19）John is POS tall. 

（20）a. [[tall]] = λdλx. tall（x） ≥ d 

  b. [[POS]] = λGλx. ∃d [G（x）（d）∧ d ≥ ds] 

  c. [[POS]]（[[tall]]） = λx. ∃d [[[tall]]（x）（d）∧ d ≥ ds] 

  d. [[ John is POS tall]] =1 iff John’s height ≥ ds 

具有類型<< d, et > , < e, t >>的原級語素 POS 和具有< d, et >類型的形容詞

進行組合後，得到類型為< e, t >的屬性謂詞，屬性謂詞再跟一個個體組合后得

到一個命題。我們用具體例子來說明隨語境變化的比較參照集以及相關的程度

基準值 ds。 

假設約翰是一名十二歲的籃球運動員，身高是 170 釐米。如果我們將他的

身高和籃球運動員相比，這時比較參照集為籃球運動員，約翰就不能算高，因

為籃球運動員平均身高為 180 釐米，即 ds 為 180 釐米，約翰的身高 170 釐米小

於語境中的基準值 180 釐米。如果我們僅將約翰的身高和普通十二歲男孩的身

高相比，約翰就可以算高，因為普通十二歲男孩的平均身高大概為 160 釐米。

由此可見，例（19）的真值隨話語場景中“高”的基本標準而變化。如果約翰的

身高高於標準，句子為“真”，反之為“假”。我們把話語場景中的標準定義

為變量“ds”，例（19）的真值條件可以描述為（20c），“John is tall”這個句

子為“真”，當且僅當約翰的身高等於或者高於話語場景中“高”的標準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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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比較級語素 

程度變量常見的賦值方式是通過明確某一屬性上不同個體所具有的程度關

系而使程度變量得到約束，在自然語言中體現為不同類型的比較結構。英語中

的比較結構一般有比較語素（如或者 more/-er、as 等），這一語素的主要語義貢

獻是在程度和程度之間建立某種排序關系。 

英語中，根據比較結構（等比、差比）中比較基準成分（than-和 as-引導的

成分）在句法上是短語（DP）還是子句（CP），存在個體比較（individual comparison）

和程度比較（degree comparison）兩種語義分析模式。 

我們首先介紹個體比較的語義組合方式。個體比較也叫直接分析（The direct 

analysis）（Heim 1985; Bhatt & Takahashi 2007, 2011）。 

（21）[DP John] is taller than [DP Mary]. 

（22）a. [[tall] = λdλx.  tall(x)≥ d  

  b.[[-er]] = λG<d,et>λyeλxe.max (λd1.G(d1)(x)>max(λd2.G(d2)(y)) 

  c. [[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 1 iff max(λd1. John is d1-tall) >  

   max(λd2.Mary is d2-tall) 

個體比較比較的是兩個個體在某一屬性上的程度差異，比較語素連接的是

兩個個體。比較語素“-er”的語義為（22b），“-er”具有三個語義論元，分別

為等級形容詞 G，個體變量 y（比較基準），個體變量 x（比較主體），比較主體

在等級形容詞 G 所表示的屬性上投射的程度值大於相應的比較基準的程度值。

當“-er”與形容詞“tall”，比較基準 Mary 和比較主體 John 三個論元結合時，

得到例（21）的真值條件表達（22c），當且僅當約翰的身高值大於瑪麗身高的最

大值時，“John is taller than Mary”為真。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分析法的 LF（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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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層）中，對程度的描述，如 λd . John is d-tall 或是 λd .Mary is d-tall 不是建立

在兩個不同子句的句法上，句法中謂詞並沒有出現兩次。 

如果把 than 引導的成分分析成子句，相應的語義分析如例（24）所示，這

種語義分析法叫程度比較（von Stechow 1984; Bhatt & Pancheva 2004）。 

（23）John is taller than [CP Mary is tall] 

（24）a. [[tall] = λdλx.  tall (x) ≥ d 

   b. [[ -er]] =λD2<d,t>λD1<d,t>.max(D1)> max(D2) 

  c. 程度比較的邏輯層圖示 

          

   d. [[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is tall]] = 1 iff max (λd1. John is d1-tall) > 

    max (λd2. Mary is d2-tall) 

程度比較是兩個程度集合之間的比較，比較語素連接兩個與程度有關的變

量。如（24b）所示，比較語素-er 是二元謂詞，帶有兩個論元，分別為程度集合

D2 和 D1。當約翰身高值的最大值大於瑪麗身高的最大值時，根據（24d）所給

出的真值條件，例（23）在這個場景下為“真”。 

以上兩種分析方法，在句法結構和語義表達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

方，比如句法上，個體比較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層是短語結構（phrasal 

comparative），而程度比較則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層是子句結構（clausal 

comparative）。在短語比較結構中，比較標準和表層結構中的一致，在句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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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不涉及到謂語刪除操作，謂語只出現一次。在子句比較結構中，比較標

準在生成過程中進行了某些類似省略結構的刪除操作。Kennedy（1997）認為從

表層句法結構看，英語中的比較結構既可以看作是短語比較結構，也可以看作

是子句比較結構，所以英語中的比較結構既有個體比較也有程度比較。而 Bhatt 

& Takahashi（2011）認為，英語中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短語比較句。同時指出，

雖然英語中沒有真正的短語比較句，但是在其它語言當中，如印地—烏爾都語

（Hindi-Urdu）和日語都存在真正意義上未經過省略和刪除的短語比較句。在語

義組合方面，通過比較（21b）中短語比較句的“er”與（23b）中子句比較句的

“er”的語義表達式，不難發現兩者的語義不盡相同。前者帶有三個語義論元，

分別為等級形容詞 G，個體變量 y（比較基準），個體變量 x，而後者僅帶有兩

個論元，皆為程度論元。雖然比較語素的語義論元不同，但是最後的真值條件

表達都一樣，即這兩種不同的句法處理方式可以產生一樣的語義結果。 

2.3 小結 

程度語義學是研究等級形容詞以及相關程度結構的最新理論，從早期的模

糊謂詞分析法到後來的梯級分析法，等級形容詞的語義從< e, t >發展到< d, et >，

程度語義學理論不斷發展完善。模糊謂詞分析法和梯級分析法，二者在理論層

面上的最大的分歧在於，模糊謂詞分析法只把程度當做對等級形容詞語義描述

的一種手段，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跟其他非等級形容詞以及一元謂詞一樣為

< e, t >，而梯級分析法將程度作為語義要素引入了語義表達體系中，認為等級

形容詞中的程度在形容詞語義表達中具有本體論的性質（ontology），等級形容

詞的語義類型為< d, et >，以區別於其它謂詞。在技術手段層面，模糊謂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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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比較語義的操作主要從直觀的物物比較入手，打個比方，如何判斷“A 比

B 高”這個命題，模糊謂詞分析法的操作方式是直接把個體 A 和個體 B 拉來放

一起一比，誰高便一目了然。“梯級分析法”則引入測量工具，將個體所具有

的屬性精確化為刻度值，通過數值大小來確定排序。判斷 A 是否比 B 高，只需

分別測出 A 和 B 的高度，然後比較兩個數值的大小即可。這兩種分析方法之間

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一種繼承發展的關系，兩者之間具有很多內在延續性，

可以說後一種分析方法是前一種方法的升級版，修復了很多漏洞，使之更精細

更完善。梯級分析法給等級形容詞的語義引入了量級結構以及程度論元，為深

入探討形容詞語義以及比較的本質，提供了系統嚴密的分析工具以及全新的理

論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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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漢彝原級形容詞對比分析 

關於形容詞的語法性質，歷來有很大爭議。形容詞這個詞類在人類語言中

不具有普遍特徵。從類型學的觀點看，有的語言形容詞是名詞性的（noun-like），

有的語言形容詞是動詞性的（verb-like）。甚至有些語言被認為沒有形容詞，形

容詞被歸入動詞或名詞的次類。對於形容詞能夠獨立成類的語言來說，形容詞

所涵蓋的語義類別以及數目也有很大差異。像英語，擁有完全開放的形容詞詞

類，而如尼日利亚的 Igbo 語只有 8 個形容詞，分別表示年齡、度量、價值和顏

色（Dixon 2004:1-46）。在具有形容詞的語言中，形容詞最常見的句法功能便是

充當謂語和定語。本章主要探討形容詞充當謂語的情況。首先介紹漢語形容詞

的分類，然後詳細考察彝語形容詞的詞類特征，對兩種語言中的形容詞在程度

語義理論框架下作重新歸類，之後重點分析兩種語言性質形容詞作謂語時的句

法表現和語義特征，總結出等級形容詞程度論元實現方式的異同。 

3.1 漢語原級形容詞 

3.1.1 漢語形容詞的類型 

傳統漢語語法研究通常認為漢語形容詞是一個獨立的詞類（黎錦熙 1924; 

呂叔湘 1942; 王力 1943; 朱德熙 1956）。朱德熙（1982, 1956）把動詞和形容詞

統稱為謂詞，並且提出確定形容詞的兩項標準：受“很”修飾和不能帶賓語，

二者兼備。漢語形容詞從語法意義上區分為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兩類，也

叫形容詞的簡單形式和複雜形式。簡單形式是形容詞的基本形式，包括單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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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高、大、紅、新）和一般的雙音節形容詞（乾淨、勇敢）。複雜形式包

括：“遠遠兒、乾乾淨淨”等重疊式；“紅通通、灰不溜秋”帶後加成分的形容

詞；“煞白、冰冷、鮮紅”一類形容詞。呂叔湘（1990）則根據句法功能將形容

詞分為“一般形容詞”和“非謂形容詞”。其中，一般形容詞包括性質形容詞、

狀態形容詞，非謂形容詞指區別詞。隨後，有學者基於原型理論、配價理論等對

形容詞做過不同的分類，主要有袁毓林（1995）、劉丹青（2005）、張國憲（2006）

等。沈家煊（1995, 1997）、張國憲（1996, 1998, 2000）、張伯江（2011）、郭銳

（2002）、石毓智（2003）以及梁焱、張延成（2018）對形容詞的語義特徵和句

法表現進行了深入的闡釋。總結起來，關於形容詞的語義特徵，关注最多的是

形容词有界與無界的區別以及量性特征（數量性），句法上主要集中于討論標記

性和時體性功能。 

下面，我們按照朱德熙（1956, 1982）的分類，详细讨论汉语中的性質形容

詞和狀態形容詞。 

近年來，隨著程度語義學理論的興起，漢語形容詞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

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下研究漢語形容詞的主要有 Lin & Peck（2016）和羅瓊

鵬（2016, 2018a, 2018b）。Lin & Peck（2016）和羅瓊鵬（2018a）根據形容詞所

蘊含的量級結構特徵，把性質形容詞分為相對形容詞和絕對形容詞兩類，相對

形容詞所引導的量級結構沒有上下限，比較標準由語境提供，如“高”、“矮”、

“美”、“醜”，絕對形容詞所引導的量級結構具有上限或/和下限，比較標準

由上限或下限提供，如“乾”、“濕”、“真”、“假”。羅瓊鵬（2016, 2018b）

還對漢語正負極形容詞在語法分佈和語義蘊含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對立，從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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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分立互補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釋。正極形容詞和負極形容詞共享一個量級，

比如“高”和“矮”，投射的都是關於“高度”的量級，只是方向不同，“高”

對應於從零點到無窮大的區間，而“矮”對應於從某一非零數值到無窮大的開

放的、無限的區間。前者有客觀意義上的零點，後者缺乏客觀意義上的零點。性

質形容詞單獨做謂語時往往不自足，需要借助某些功能成分的句法“支持”，

才能确保句子完整，如添加程度副词或体标记，出现在疑问句、否定句、比较句

中。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我們將在下一節內容中單獨討論。 

對漢語狀態形容詞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構詞模式：重疊，包括重疊式句法功

能以及做謂語的條件。刘辰生（Liu 2013）將狀態形容詞的狀態義看作是由性質

形容詞詞根的性質義加原級程度轉化而來，重疊式的功能就是引入一個“原級

語素”（簡稱 POS），在詞彙層面約束性質形容詞詞根的程度論元，如 AABB 式：

“高高興興”，還有形容詞詞根 X 加后缀-YY 式的“綠油油”等。刘辰生（Liu 

2017）還考察了雙音節狀態形容詞，認為其狀態義是由第一個音節成分 A 在詞

彙層面充當程度算子，約束並滿足第二個音節成分 B 所帶的程度論元而獲得，

如“雪白，冰冷，烏黑”等。郭潔、顧陽（Guo & Gu 2018）也認為重疊的句法

功能是為形容詞的程度變量賦值，在詞彙層面實現程度論元。而對狀態形容詞

做謂語的討論則集中於後附“的”的功能。朱德熙（1982:31）將這個“的”稱

為狀態形容詞後綴，熊仲儒（2017）將狀態形容詞後綴“的”視為幫助形容詞謂

語完句的功能成分。 

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下，形容詞被劃分為等級形容詞和非等級形容詞

兩類，具有不同的語義類型，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d, et>，而非等級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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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義類型為<e, t>。等級形容詞和非等級形容詞可以通過一定的語法手段進行

判斷。一般來說，等級形容詞可以出現在比較結構中，可以被程度副詞修飾，可

以構成相應的程度感歎句。我們採用程度語義學理論，對漢語的形容詞進行重

新劃分，性質形容詞一般能受程度副詞修飾，也能出現在比較結構中，所以傳

統漢語形容詞分類中的性質形容詞絕大多數屬於等級形容詞，其語義類型為<d, 

et>。其中性質形容詞中有一小類不受程度副詞修飾也不能進入比較結構的絕對

性質形容詞1，比如，“錯、紫、溫”等，這一小類形容詞為非等級形容詞，語

義類型為<e, t>。狀態形容詞不能出現在比較結構中，也不能受程度副詞的修飾，

所以為非等級形容詞，語義類型同樣為< e, t >。狀態形容詞在詞彙層面就滿足

了程度論元 d，所以，不能出現在程度結構中，也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熊仲儒

（2013）認為漢語狀態形容詞的量級特徵在詞庫中就有，其量級特徵是固有特

徵，所以不能被程度副詞修飾，也不能出現在比較結構中，而性質形容詞在詞

庫中沒有量級特徵，需要和其他成分組合來定量。綜上，我們將漢語形容詞劃

分為兩類： 

圖表 5 漢語形容詞語義分類 

形容詞的類型 一般性質形容詞 絕對性質形容詞/狀態形容詞 

語義類型 < d, et > < e, t > 

 
1 朱德熙（1956:5）認為“真”、“假”、“對”、“錯”、“方”、“圓”、“橫”、“豎”、

“紫”、“溫”等這些形容詞“在意義上沒有程度區別，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把它們稱為“絕對的性

質形容詞”。聶志平、田祥勝（2014）觀察到“真”、“假”可以受“很”、“更”、“非常”、

“太”、“比較”等程度副詞的修飾，羅瓊鵬（2015, 2016）進一步指出 “真、假”作為形容詞能被程

度副詞修飾、能進入比較結構等，表明它們具有等級性，所以把傳統分類中的絕對性質形容詞“真、

假”歸為等級形容詞。而 Lin & Peck（2016）認為這裡的“真”、“假”等能受程度副詞修飾，能出現

在比較結構中，用的不是它們的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而是用於描述更為抽象的個體的屬性，是一

種語用暈圈（pragmatic halos），不精確用法（im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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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漢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完句手段 

原級形容詞謂語句是指等級形容詞在非比較結構中充當謂語的句子，比較

句中一般能補出具體的比較基準，沒有具體的比較基準出現的時候，叫原級結

構（positive construction），即形容詞在句法上沒有跟比較級語素（差比，等比）

組合的結構。本節主要考察漢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完句手段。 

在現代漢語中，性質形容詞做謂語大多要加標記（沈家煊 1997），由等級形

容詞單獨充當謂語的形容詞詞謂語句，虽然主谓齐全，但作為單獨的句子使用

時，顯得突兀，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成分才能成句，比如加“很”或其他程度副

詞等，如例（1）所示。很多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 

（1）a.？？？張三聰明。      a’. 張三很聰明。 

    b.？？？今天冷。      b’. 今天非常冷。 

顧陽（2007）指出，和印歐語一樣，漢語句子結構中有時制特徵，而且它一

定要得到確認。漢語光杆形容詞做謂語不能成句的原因是形容詞所表示的情狀

體通常為無界（atelic），它們本身無法確認時制，需要跟相關的功能成分進行組

合，使其成為可數、有界（telic）的成分，從而在時空中定點，句子才有真值。

像“很”、“非常”這些副詞能起到核查時製特徵的功能，比如“很聰明”表

示在〔聰明〕的性質級差的所有成員中，“很聰明”的程度超過一般成員，但不

為最上限，“極其聰明”表示在〔聰明〕的性質級差的所有成員中，“極其聰

明”的程度與最上限成員一樣。這些程度副詞都能在形容詞所表示的性質級差

中找到相應的程度，使句子所表述的情狀找到參照點，從而使時製特徵得到確

認。此外，否定副詞、體助詞、句末語氣詞等都可以为句子提供时空参照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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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句子锚定时制。Grano（2012）的觀點跟顧陽（2007）基本一致，他認為漢語

普通話中，時態 T（ense）的補足語必須為動詞或者是具有動詞性的功能性語素。

作為 T 的補足語的光杆形容詞，表面上為光杆形式，其實在句法上投射出了一

個零形式的比較級語素 COMP，形容詞的最大投射為 DegP，能滿足 T[+V]限制，

所以光杆形容詞謂語句往往表比較義。普通的光杆形容詞最大投射為 AP，AP

不具有動詞性，不能核查時態上的[+V]特徵，需要跟其他功能成分結合才能成

句，所以程度副詞的作用就是滿足[+V]特徵。若要滿足“T [+V]約束”，必須在

T 和 AP 之間投射一個功能形態，比如程度副詞“很”，系動詞“是”，否定詞

“不”等，這些功能範疇的投射能提供[+V]特征，從而使形容詞做謂語得以完

句。2 

劉辰生（Liu 2010）認為原級形容詞作謂語時，需要有原級語素（POS）出

現，才能使形容詞做謂語完句。這個原級語素包括顯性和隱性兩種形式。程度

副詞“很”為顯性原級語素，出現“很”，句子完句。隱性原級語素 POS，由

某個具有[-wh]特征的算子允准。這些[-wh]允准算子，包括否定算子、一般疑問

算子、焦點對比算子、認知算子等。顧陽、郭潔（Gu & Guo 2010）在劉辰生（Liu 

2010）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肯定算子（AFF）、量化詞算子（QUAN）、

INCH/BECOME 體算子也都能允准隱性原級語素 POS。 

 
2 顧陽（2007）認為動詞组（VP)或轻动词组（vP)可以通過詞彙性成分來体现时制，而形容詞的不

可数、无界（atelic)情状需要與相关的功能成分进行组合，才能使其成为可数、有界（telic)的成分，才能

指涉事件或狀態，在時空上定點。Grano（2012）提出的時態上的[+V]特徵，跟顧陽提出的時製特徵中的

可數、有界（telic)特征在程度副詞的分析上具有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在於，Grano 的 T[+V]限制中，[+V]

特徵由 TP 和 AP 之間的功能成分投射來滿足，而顧陽提出的時製特征的核查，可以擴大到 CP 層，即句

尾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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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雅清、祝娟（2013）則提出不同觀點，指出性質形容詞作謂語能否完句與

焦點位置直接相關。使用性質形容詞作謂語的句子都是焦點敏感結構，焦點敏

感結構允准焦點變量的出現。否定句、對比句、條件句、認知形容詞小句、帶程

度副詞修飾的句子作為焦點敏感結構能提供一個焦點變量，而由於性質形容詞

作謂語的句子通常是通指句，存在通指算子，可以對焦點變量進行約束，從而

得以完句，同時也滿足禁止空量化原則。 

熊仲儒、楊舟（2020）從製圖理論分析了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條件，具體操

作是在所有句子的頂端設置一個完句範疇，然後讓有語音實現或句法體現的功

能核心，為它的完句特徵定值。也就說，一個句子是否自足，跟這個完句範疇的

特徵是否獲得定值有關。能給形容詞謂語句定值的包括：形態層中的量度範疇

Deg、謂詞性範疇 Pr、否定範疇 Neg 與時制範疇 T，話語層中的焦點範疇 Foc、

話題範疇 Top 與語氣範疇 Mood。 

曹道根、胡建華（Cao & Hu 2020）把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條件和程度語義

理論中的程度論元相結合，認為漢語等級形容詞謂語句完句受制於兩個條件：

“比較基準定位條件”（comparison standard anchoring condition）和“比較基準

可見條件”（comparison standard visibility condition）。形容詞做謂語帶程度副

詞以及出現在比較、否定、疑問、對比或認識情態等結構中都能獲得比較基準，

因此這些形容詞謂語句都能完句。相應地，程度副詞是 Deg 引入的外部程度論

元成分，在程度副詞出現時，比較基準可見，在程度副詞不出現的情況下，外部

程度論元是一個空語類 pro。該空形式受到否定、疑問、對比焦點、隱性認識情

態等算子的約束時，pro 是有指成分，比較基準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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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漢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完句既受制于句法也受制于語義（程度論元

的實現），句法上的完句分析談論得很多，但是語義方面涉及得少，句法和語義

之間的關係更是少有討論。我們認為句法上的完句成分要麼直接充當程度論元

（度量短語），要麼通過允准隱性原級語素 POS，起到約束程度變量的作用。接

下來我們來看程度論元的實現手段。 

Grano（2012:525）指出漢語原級形容詞的形式有：由程度副詞“很”、“非

常”等修飾的等級形容詞，由度量短語修飾的等級形容詞，由範圍短語（extent 

phrases）做補語等幾種形式。下面主要從程度副詞，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度量

短語三個方面對漢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的語義組合方式以及程度論元 d 的具體

語義實現方式進行分析。 

3.1.3 程度副詞 

對於原級形容詞和程度副詞組合之後的程度結構，劉辰生（Liu 2010, 2018）、

Grano（2012）、張寧（Zhang 2015）認為程度副詞是一種功能成分，為形容詞的

功能擴展投射，即形容詞的最大投射是以程度副詞為中心的 DegP。張寧（Zhang 

2015）證明了程度副詞“很+AP”結構的最大投射為 DegP，“很”是 DegP 的

中心語，而不是形容詞的修飾語。句法分析下例所示： 

（2）  DegP 

  3 
  Deg  AP [gradable] 

  很  

以上結論有如下句法證據：首先，“很+AP”和 AP 有不一樣的句法分佈，所以

具有不一樣的句法投射。修飾語就是和一個不飽和的表達結合之後形成另一個

相同類型的不飽和的表達。如果“很”是 AP 的修飾語，那麼“很+AP”和 AP



 

47 

 

屬於相同的語義類型。句法上，如果一個成分是 XP 的附加語或是標誌語，它跟

XP 組合后形成的成分跟 XP 具有相同的分佈。因此，AP 能出現的句法位置，

“很+AP”也應該可以出現（排除其他一些語境衝突）。但漢語中，AP 可以出現

在名詞性的位置，“很-AP”則不能。比如， 

（3）a. 我把（很）誠實當做一種美德。   

   b.（很）虛偽看起來令人厭惡。 

其次，“很”跟形容詞重疊式互補分佈。跟形容詞重疊式的互補分佈證明

了原級結構中的核心功能位置的存在。“很”和重疊是相同的功能核心投射，

“很”既不是標誌語也不是附加語而是中心語 Deg。 

Grano（2012）和劉辰生（Liu 2010, 2018）對於程度副詞“很”和形容詞 AP

組合之後的句法投射方面意見一致，但對程度副詞“很”的語義分析持有不同

觀點。首先，他們都認為漢語中存在兩個“很”，一個是表程度加深的副詞，另

一個是語義漂白了的“很”，沒有程度加深之義，是一個純粹的功能成分。但

是對語義漂白的功能成分“很”，他們之間有不同的看法。劉辰生（Liu 2010, 

2018）認為漢語形容詞謂語句中有兩種不同形式的原級程度標記 POS，一個是

隱性的 POS，另一個就是語義漂白了的“很”，為 POS 的顯現標記。Grano（2012）

則認為，漢語原級形容詞沒有顯現標記，“很”不是原級標記（POS）。他認為

漢語中語義漂白了的“很”，是為了滿足 T[+V]限制而投射的 DegP 的中心語，

在句法投射上跟表示程度加深的程度副詞“很”一樣，他們都具有使形容詞轉

換為屬性謂詞的功能。雖然語義漂白了的“很”跟 POS 有相同的語義解釋，但

不是 POS，漢語形容詞的原級意義是通過類轉換規則實現，並不在句法中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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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成果，我們對原級形容詞謂語中的程度副詞給出具體的句法

語義分析。句法投射方面，我們採用形容詞的功能擴展投射 DegP，如（4b）所

示， 

（4）a. 張三很高。 

   b.  TP 

   3 
   DP   T’  

  5  3  
  張三<e>  T  DegP 

       3 
     Deg<<d, et>, <e, t>> AP<d, et> 

     !    4 
     很     高 

漢語程度副詞“很”有兩個，一个是语义漂白了的“很”，只有語法意義；

另一個是表加深程度的副词，跟“非常”、“特別”等程度副詞一樣。兩個

“很”，具有一樣的語義類型，都是<<d, et>,<et>>，能跟形容詞組合，使等級

形容詞從<d, et>變成屬性謂語<e, t>，但語義解讀不一樣。 

首先來看語義漂白了的“很”。在很多自然語言中，形容詞的真值意義的

確定通常依賴於某一比較標準（standard of comparison）。當句子中沒有顯性的程

度語素（比如程度副詞）時，通常的處理方案是假設存在一個隱性的程度語素 

POS（Cresswell 1977; Bierwisch 1989; Kennedy 1997; Kennedy & McNally 2005）。

漢語中，原級形容詞做謂語時，句法上需要跟語義漂白了的程度語素“很”組

合。這裡的“很”，其語義功能跟 POS 相似，那麼“很”是如何通過約束程度

變量來滿足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d 的呢？我們認為“很”是通過表達一種基本關

系來實現這一功能的，這種基本關系表現為個體在形容詞所指涉的屬性維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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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值 d 達到或超過話語場景中的基準值 ds。ds 是指在特定語境中的一個參

照值，是話語場景中的比較參照集（comparison class）所具有的平均值或是標準

值，不同的語境參照值不同。下面通過具體例句來進行說明。 

（5）張三很 1 高。 

（6）a. [[高]] = λdλx. 高度(x) ≥ d 

   b. [[很 1]] = λGλx. ∃d [G(d)(x) ∧ d ≥ standard C (G)] 

   c. [[很 1 高]] = λx. ∃d[高(d(x) ∧ d ≥ standard c(高)] = λx. 高度(x) ≥ ds 

   d. [[ 張三很 1 高]] =1 當且僅當高度（張三） ≥ ds 

x 代表個體，d 代表 x 所具有的程度，G 代表形容詞，C 代表語境，ds 代表語境

中的基準值。等級形容詞“高”的語義表達式為（6a）,“很 1”的語義表達式為

（6b），這個句子的真值語義表達式為（6d）。“張三很 1 高”這句話為真，當且

僅當張三的身高 d 大於等於語境中的基準值 ds。假如張三的實際身高為一米五，

如果他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而小學一年級孩子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二，與這個

標準相比，“張三很 1 高”為真。如果張三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他們班的平均

身高是一米七，那麼“張三很高”為假。不同的語境，比較參照集不同，基準值

ds 就不同，句子的真值意義也發生變化。 

第二個“很 2”（intensifier）跟其他的程度副詞一樣，表示程度加深。程度

副詞“很”、“非常”、“特別”等表達的是個體在形容詞所指涉的維度屬性

上的程度值大大超過語境中的一般成員。程度副詞“很”即“很 2”的語義表達式

如例（8a）所示。 

（7）張三很 2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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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很 2]]
 c= λGλx. ∃d [G (d)(x) ∧ large c (d – standard c (G))] 

   b. [[很 2]]
 c= λx. ∃d [高(d)(x) ∧ large c (d – standard c (高))] 

   c. [[ 張三很 2 高]] =1 當且僅當高度（張三）>>> ds 

（8c）為例（7）的真值語義表達，即“張三很 2 高”這句話為真，當且僅

當張三的身高 d 大大超過語境中的基準值 ds。程度副詞“很”的語義表達式用

簡潔的語言表述就是個體在形容詞所指涉的維度屬性上的程度值大大超過語境

中的基準值 ds。 

由程度副詞來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使形容詞成為屬性謂詞是很多語言中

常見的現象。通過以上對漢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中程度副詞的句法語義分析，

我們得出漢語的程度副詞，在句法上滿足時製特征，語義上起到約束程度變量 d

的作用，其語義類型為<<d , et>,<et>>，和等級形容詞<d , et>進行組合後得到語

義類型為<e , t>的謂詞，即程度副詞的語義功能是使等級形容詞變成性質謂詞。

每個程度副詞的句法語義特征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程度副詞的句法表現複雜，

鑒於時間及篇幅有限，我們在這裡對其他程度副詞的句法地位不予詳細考察。 

綜上，漢語程度副詞，兼有英語的系動詞 be 和 POS 的功能，句法上滿足時

製要求，語義上起到約束程度變量的作用，通過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將等

級形容詞轉為屬性謂詞。 

3.1.4 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 

漢語中，疑問代詞“多”加形容詞構成詢問程度的疑問句。“多+A”也可

以構成感歎句，表示個體所具有的等級屬性大大超過了人們生活經驗中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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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值。表疑問的手段和構成感歎的形式有多種，本小節只討論由顯性標記“多”

構成的程度疑問句和程度感歎句。 

疑問標記跟感歎標記同形，具有跨語言共性。世界上許多語言的疑問代詞

都發展成了感歎標記，如漢語、英語、法語、義大利語、日語等（石毓智 2006; 

李 瑩 2008; 楊 娜 2014）。但是由於各種語言的語法系統不一樣，從而影響了

疑問代詞的發展與表現形式，來自疑問手段的感歎標記在數目和功能上也是同

中有異。比如漢語和英語，感歎標記都來自疑問代詞，但是每個感歎標記的功

能和分工卻有明顯的差異。英語中，詢問性質狀態的疑問代詞 how 和詢問事物

的疑問代詞 what 都可以作為感歎標記，二者分工明確，how 只能用於形容詞性

成分的感歎，what 只能跟名詞性短語搭配。漢語雖然也有一個詢問程度的“多”

和詢問事物的“什麼”，然而只有“多”發展成了感歎標記。 

（9）a. How lovely! 多可愛呀! 

   b.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精彩的世界啊！ 

漢語現有成果中，討論得最多的是疑問和感歎之間在認知上的相關性。石

毓智（2004, 2006）認為疑問和感歎具有類似的語義結構和認知理據，即都具有

被焦點化的新信息（信）以及超越以往的知識經驗（疑）的語義要素。在人們感

知現實現象時，其性質、數量或者程度超出了自己的預期、信念或知識經驗範

圍時，才會進行感歎。所以那些詢問事物的數量或者程度的疑問標記，最容易

發展成為感歎標記。感歎和疑問之間的關系還體現在形式表達上。雖然感歎標

記來源於疑問形式，但二者屬於不同語法範疇，所以為了避免表達上的歧義，

自然語言中往往借用其他輔助性標記來把感歎句和疑問句區別開來。漢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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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標記的感歎句也常跟語氣詞“啊、呀”等連用，以區別於疑問句。陳振

宇、杜克華（2015）考察了感歎、疑問和否定之間的語用遷移關系，認為疑問與

感歎靠得更近，它們分別借助“意外”這一橋樑向對方轉化，並同時產生或強

或弱的語用否定功能。劉彬、袁毓林（2020）進一步指出疑問轉化為感歎的條件

是必須經過疑問的強化形式——反問這種中間過渡句式。換言之，反問句是疑

問向感歎轉化的中間環節，而“驚異”是推動反問向感歎轉化的關鍵性的語義

和情感因素。 

生成語法領域，疑問句關注得最多的是疑問詞的生成方式。像英語、德語這

樣的語言，疑問詞往往需要前置，屬於移位生成的語言（Chomsky 1973），而漢

語被認為是典型的疑問詞原位（wh-in-situ）語言（Tsai 1994, 1999; 溫賓利 1997;

伍雅清 1999）。為解釋疑问代词的原位生成機制，Baker（1970）、Pesetsky（1987）、

蔡維天（Tsai 1994,1999）和 Stepanov & Tsai（2008）等發展出了以疑問代詞原

位接受高位算子約束為特徵的無擇約束（unselective binding）理論，無擇約束的

觀點認為在 CP 句的 C 中有一個 Qwh 算子，它可以對留在其成分統領域內的所

有 wh- 疑問代詞進行約束或允准。從形式語義學角度對 wh-疑問和感歎進行研

究的主要有 Zanuttini & Porter（2003）和 Rett（2009, 2011）。 

Zanuttini & Porter（2003）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總結了感歎句所包含的兩個語

義內涵，分別為： 

（10）a. 感歎句具有延展性（Widening），含有一個可供選擇的命題集  

 （a set of alternative propositions），從而延展了感歎句的量化域。  

  b. 感歎句是事實性的 （factive） ，即它們的命題內容是預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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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語義特征在句法上分別表現為： 

i. 感歎句必包含一個 wh-變量結構（由 wh-算子提供可供選擇的

  命題集）。 

ii. 在 CP 的標誌語位置上必包含一個抽象語素 F（命題的預設性

  因其抽象語素 F 而獲得）。 

以英語中一個具體的 wh-感歎句為例進行說明，如： 

（11）How tall John is! 

這個句子的事實性體現在它預設了“John is tall”為真。說話者通過使用感

歎，傳遞了約翰“高”的程度超過了語境中的一個期待值，延展了之前在量級

上沒有的值，即包含了一個可供選擇的命題集，這種延展帶來了意外之義（the 

sense of unexpectedness），這種言外之力是從“延展性”這個語義內涵衍生而來。 

Rett（2009）考察了英語中的兩類感歎句，一類為命題感歎，即通過陳述形

式表達感歎語氣，如例（12）所示，另外一類是通過 wh-標記，定指名詞短語以

及倒裝形式來表達感歎，如例（13）所示。 

（12）Sue wore orange shoes! 

（13）a. (My,) How orange Sue’s shoes were! 

  b. (Oh,) The shoes Sue wore! 

  c. (Boy,) Did Sue wear orange shoes! 

               Rett (2009: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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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感歎句，所陳述的命題內容必須是顯著的（salient），並且說話者必

須覺得這個內容是令人意外的驚訝的，而第二類感歎除了驚訝意外之外，所陳

述內容必須跟程度值相關，這個程度值超過了語境中的相關基準值。 

Rett（2011）進一步指出程度感歎表達的是一種梯級期待（scalar expectation），

說話者所期待的等級屬性是一個特定的程度值，而實際的程度值超過了期待值。

如例（14）所示， 

（14）How tall John is! 

說話者預期的是“John would be d-tall”，但是實際上“John is d’-tall”，即存在一

個程度 d’，這個程度是說話者沒有預料到的，於是形成了一個梯級期待。感歎

句最後表達的是違背預期的效果，所以產生了驚異、意外等語用功能。 

朱德熙（1982）也提到感歎句的作用是表達情感，同時也報導信息。學界對

感歎句的定義大同小異，大都認為感歎句包括兩種語義內容 : a.報導信息

（factive）；b.表達情感（surprising, unexpectedness）。義項 a 很明確，任何感歎

句都包含一個確定的命題信息。至於義項 b，雖然人類情感類型複雜多樣，但感

歎句表達意外，驚異是共性。 

由“多”標記的程度感歎和程度疑問，都具有程度解讀。雖然“多+A”中

的“多”在疑問句和感歎句中都發揮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使形容詞從個體

和程度關系的二元謂詞變成一元屬性謂詞的功能，但其所代表的程度值在疑問

句和感歎句中存在一定差異。 

首先，在感歎句中，“多+A”表示個體在形容詞所指稱的屬性上具有很高

的程度值，即個體具有的程度值高於語境中公認的基準值。疑問句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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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這種解讀，但是小部分形容詞，比如表度量的正極形容詞，“多+A”不具

有程度值高的解讀，只表示客觀量。可以從不同類型的形容詞所蘊含的語義預

設中體現這種差異。 

“x 多 A”的感歎句中，通常有 “x 具有 A 的属性”为真的語義预设，

例如： 

（15）a. 小明多高呀！   小明高。 

 b. 小明多矮呀！  小明矮。 

  c. 小明多聰明呀！  小明聰明。 

  d. 小明多笨呀！  小明笨。 

Rett（2009:608）針對程度感歎句中的這種語義蘊含關系作出解釋，她把程

度感歎句的這種語義預設稱為具有“評價性”（evaluativity）解讀3，並且認為

評價性是程度感歎句中重要的語義內容。“評價性”是指個體 x 具有形容詞 A

的屬性，即“x 具有 A 的属性”為真。用程度語義學來解釋就是，一個表達具

有評價性當且僅當它所指稱的程度值 d 超過一個特定基準值 ds。 

在“x 多 A”的疑問句中，表度量的正極形容詞沒有蘊含“x 具有 A 的属

性”這個語義，如例（16）所示。 

 

 3 Rett（2015）對評價性”（evaluativity）作了更深入的分析說明，她將評價性从 POS 的语义

中分离为新的功能核心 EVAL，EVAL 是類似於 POS 的一個語義算子，在很多語言中无语音实现。POS 一

般指含有未被修饰的形容词原級的述谓结构，POS 和 EVAL 在程度語義學中具有相同的語義功能，即原級

形容詞謂語句中的主語（個體）對應的程度值 d 超過一個特定語境中的基準值 ds。區別在於，POS 只在形

容詞原级结构中出現，而 EVAL 可以用於刻畫在其他程度結構的語義，比如比較結構。簡單來說，就是其

他程度結構中如果有“x is A”的語義預設，就標記為具有評價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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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张三（有）多高？  张三高。  

  b. 这张桌子（有）多宽？ 这张桌子宽。 

而表度量的負極形容詞以及非度量形容詞通常預設“x 具有 A 的屬性”為

真，如例（17）所示： 

（17）a. 張三（有）多矮？  張三矮。   

  b. 這張桌子（有）多窄？  這張桌子窄。 

  c. 小明（有）多帥？  小明帥。 

黃國營、石毓智（1993）、沈家煊（2015）等均注意到表度量的正負極形容

詞在“多+A”問句中的回答方式之間的區別，體現了這些形容詞在程度疑問中

具有不一樣的語義預設： 

（18）Q：那套房子有多大？ A：非常大/非常小。 

（19）Q：那套房子有多小？ A：非常小/非常大。 

程度疑問句中的這種差別源於形容詞所投射的量級本身有無零點的詞彙特

徵。一般情況下，能跟度量短語組合，表達客觀測量的形容詞進入到“多+A”

疑問句時，都沒有相關語義預設，即沒有評價性解讀，客觀測量的起始點必須

是真正的零點。比如我們在說到“高”時，當起始點為零時，獲得客觀度量，即

x 的高度是 d，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意思，所以“一米八高”和“多高?”得到的

是客觀度量的解讀。 

如果從疑問本身來說，可以認為是疑問程度的不同。徐杰、張林林（1985）

指出疑問句不僅有結構形式的不同，還有疑問程度的差別。同一種疑問句式可

表達不同的疑問程度。在“多+A”的疑問句中，當詢問的是客觀量時，說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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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對所問內容一無所知，疑問程度高。蘊含了評價性的“多+A”的疑問句，

說話者知道了一部分信息即語義預設部分，這時採用疑問是為了得到更多信息，

所以疑問程度較低。如果你不知道小明聰不聰明，你肯定不會問“小明多聰

明？”，而只會問“小明聰不聰明？”。只有在知道小明聰明之後，才會進一

步發問他有多聰明。 

漢語程度感歎和程度疑問都以“多”作為標記。“多+A”構成的感歎句具

有評價性特征，即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d 超過語境中的基準值 ds，而由“多+A”

構成的疑問句中，疑問程度高的不具有評價性，這時個體獲得的是客觀度量，

疑問程度低的則具有評價性。 

3.1.5 度量短語 

漢語中，有一類形容詞可以直接和度量短語（measure phrases）組合。邢福

義（1965）最早對這類形容詞進行了描寫。這類形容詞指的是具有度量意義的形

容詞，包括“長、高、寬、深、重、粗”等。這類形容詞通常被稱為为維度形容

词（dimensional adjectives），用來表示事物在現實世界的物理量，如長度、重量、

面積、體積、時間、速度、溫度等，是事物存在的規模和程度（陸儉明 1989; 賀

川生 2017）。 

度量短語指的是數詞和度量衡單位組合而成的數量結構，表示某個維度上

的具體測量值，如“五斤”表示在重量這個維度上的取值，“一米”表示在長

度、寬度或高度上的取值。對於“一米高”、“兩斤重”中的“高、重”等詞，

邢福義（2012）認為這些詞是形容詞，因為這個結構中的“高、重、長”等詞的

前邊，可以出現表程度的代詞“那麼”，可根據“那麼”這個語法標誌認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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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詞為形容詞，而不是名詞。漢語中，度量短語和維度形容詞組合時有兩種語

序：“度量短語+形容詞”或“形容詞+度量短語”。形容詞放在度量短語之後的

例句如（20）所示： 

（20） a. 這條繩子 10 米長 。    

   b. 這條河 4 米寬。       

   c. 這本書 20 釐米厚。     

   d. 她 90 斤重。     

形容詞也可以放置在度量短語之前，形成“形容詞+度量短語”的句法格式，

4如例（21）所示： 

（21）a. 黃河长 5464 公里。 

  b 那個水塔高 10 米。 

  c. 那塊木板長 30 公分，寬 20 公分，厚 3 公分。 

  d. 那個西瓜重 20 斤。 

在傳統語法研究中，討論得比較多的是“度量短語＋形容詞”。黃伯榮、廖

序東主編《現代漢語》（2011）認為度量短語具有謂詞性，將“三尺寬”、“兩

斤重”處理為狀中短語，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1980）也有類似的看

法。 

在程度語義學中則將“三尺寬”中的形容詞“寬”處理為個體和寬度值之

間的關系，而度量短語“三尺”是形容詞的論元，來填充程度論元的位置。这

 
4 “形容詞+度量短語”的句法格式，在特定語境下可以產生差比解讀，此時的度量短語稱為差異短

語（differential measure phrases），關於差比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在第六章會有詳細討論，本章節主要討論

在原級結構中充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測量短語，即度量短語直接與光杆形容詞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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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方法。我們也認為例（20）和例（21）中的度量短語的語

義為 d，充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形容詞的語義為<d, et>，所以度量短語可以直

接跟形容詞組合，形成語義類型為<e, t>的屬性謂詞。而它們的反義詞“短、矮、

窄、薄、浅、细、轻”等則不允許度量短語直接充當它們的程度論元。在英語中

也存在同樣的語言現象，如“tall, wide, deep, thick, long, high”可以跟度量短語

組合，但是“ short, narrow, shallow, low, thin”不能直接跟度量短語組合

（Schwarzschild 2005）。 

（22）a. 2 inches tall / wide / deep / thick / long / high. 

  b. *2 inches narrow/short/shallow/low/thin. 

對這類以正反義形式對稱存在的形容詞，傳統語法描寫中把“長、高、重”

等稱為無標記的形容詞，而把“短、矮、輕”等稱為有標記的形容詞（黃國營、

石毓智 1993; 張國憲 2006; 沈家煊 2015 ）。邢福義（2012）則把前者稱為強態

義形容詞，後者為弱態義形容詞。在程度語義學量級結構理論的相關研究中，

前者被稱為正極形容詞（positive adjectives），後者被稱為負極形容詞（negative 

adjectives）（Seuren 1978; von Stechow 1984; Kennedy 1997, 2001）。 

下面我們根據 Schwarzschild（2005）對英語以及印歐語其他語言的研究成

果和賀川生（2017）、羅瓊鵬（2018a, 2019）對漢語度量短語與形容詞直接組合

的可能性方面的研究，綜述形容詞與度量短語直接組合背後的語義機制。 

程度語義學認為一個度量形容詞投射一個量級（scale），量級是一根數軸，

可以認為是由自然數列成的無窮集合，各個自然數在數軸上均勻分佈，它們被

稱為量點（point）。量點只是一個數，不是間距，所以量點必須和測量起始點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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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間距，這樣才能體現單位信息、具體測量值。不同維度的形容詞投射不

同的量級，如“長”投射的是關於長度的量級，“重”投射的是關於重量的量

級。同樣，形容詞“短”和“輕”投射也是關於長度和重量的量級，所以描繪

同一維度的度量形容詞都投射從零到無窮的定比量級數軸，區別在於它們把個

體投射到量點上的方向不同，或者說供測量的起始點和待測量點的相對位置不

同（賀川生 2017）。“長”的投射方向是從零到無窮大，而“短”的投射方向是

從無窮大到零。如果說量級結構（數軸）是一個測量工具的話，比如把它想成一

把尺子，2 釐米这個表達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用法，第一種用來表示尺子上的一個

點，或是表示從尺子起始的底端延伸到 2 釐米這个点的一段距离，另一種用法

指尺子上的任何有 2 釐米長的部分。第一種用法就是度量短語直接充當形容詞

程度論元的客觀測量（賀川生 2017）或是絕對測量（羅瓊鵬 2019），第二種用

法是差比句的表達方式，即表示程度值之間的一個區間（gap）。接下來我們探討

度量軸上的數值跟形容詞語義之間的映射關系，以及為何度量短語不能跟負極

形容詞組合表示客觀量。 

圖表 6 形容詞“長”和“短”的量級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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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和“短”這對極性對立的形容詞為例，圖中的長方形代表長度，

在表示長度的度量軸上，長度隨著向上方向而增加，數字代表的是相應的值，

字母 A, B 代表被形容詞投射到量級結構上的個體。首先來看左邊的關於“長”

的度量軸。如果在一個語境中數值達到 3 的則表示長，那麼個體 A 可以視為是

長的，而個體 B 則不是。相應的，我們把數值 4 作為 A 的長度，2 代表 B 的長

度，那麼 A 比 B 長，因為 4 這個值的位置高於 2。現在引入測量單位（a measure 

term）“米”。數值 0 和 1 之間稱為一個米區間，1 和 2 之間也是一個米區間，

那麼數值 2 跟 4 之間的這些點的集合就可以被劃分為 2 米的區間，因此 A 比 B

長 2 米為真。0 跟 4 之間可以被劃分出 4 米的區間，所以個體 A 長 4 米。 

再來看右邊的關於“短”的度量軸。“短”的數軸方向跟“長”的方向是

相反的，這些長方條一個接一個往上堆，長方形條越短（實際長短）代表短度

（shortness）越大。如果在一個特定語境中，明確數值達到 5 的個體為矮，那麼

A 和 B 都是矮的。如果語境中的標準值變為 3 時，那麼 B 為矮的，A 則不是。

我們把數值 4 看成是 A 的短度的上限（數軸上），2 為 B 的短度的上限，那麼 B

比 A 短，因為 2 這個值的位置高於 4。對於短度來說，越往上短度趨於無窮大。

現在引入測量單位“米”。同樣，0 到 1 為一個米區間，1 到 2 也是一個米區間，

以此類推。那麼 2（B）和 4（A）之間的這些集合的點能被劃分成 2 個米的區

間，所以 B 比 A 矮（兩米）為真。如果要計算出個體 A 矮的程度，仍然需要找

到兩個點，數值 4 是其在數軸上的上限，但是我們找不到下限值，即找不到起

始點，所以沒能劃分出可以被米這個單位測量的有限的區間集合點。我們就不

能說“2 米短”、“5 米短”，因為沒法在度量軸上找到“2 米短”、“5 米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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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區間，所以不能理解“2 米短”、“5 米短”到底是多少。用下圖可以

更直觀地感受這一點。正極形容詞“長”的度量軸是從零到無窮大，個體 A、

B、C、D 的程度值投射到數軸上後，可以進行絕對測量，從零點到相應的量點

之間的單位區間相加就是客觀量；負極形容詞“短”，度量軸是相反的方向，

從無窮大開始，個體 A、B、C、D 的程度值投射到數軸上之後，找不到絕對起

始點，或者說是以無窮大為起始點，這違反了測量的原則，所以得不到客觀量。 

 

 

負極度量形容詞不能與度量短語直接組合的深層原因在於正負極形容詞共

用某個量級結構但分屬不同方向（賀川生 2017; 羅瓊鵬 2018），正極形容詞有

最小值或者客觀意義上的零點，而負極形容詞沒有最小值，也缺乏客觀意義上

的零點。用“長”類形容詞來描繪客觀量時，比較標準是 0；用“短”類形容詞

來描繪客觀量時，比較標準是無窮大。0 是一個客觀的數值，可以作為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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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法作為起始點測量。这就是为什么正極形容詞能

跟度量短語組合來表達客觀量，負極形容詞跟度量短語結合時只有差比解讀的

原因，比較句中的起始點是人為設定的具體數值，而不是無窮大。 

賀川生（2017）從笛卡爾測量原理出發總結了漢語度量形容詞和度量短語

組合獲得客觀度量的兩條語義規則：（1）度量形容詞數軸上的測量起始點是真

正的零，並且（2）形容詞所代表的度量維度和度量短語所代表的度量維度必須

屬於同一範疇。 

Schwarzschild（2005）從跨語言的角度提出，如果一種語言允准直接度量短

語（direct MP），那麼它一定也允准間接度量短語（indirect MP）即差異測量，

此蘊含不可逆。形容詞與度量短語在不同的語言裡有不同的結合，如在日語、

俄語和西班牙語裡，兩者就不能直接組合表客觀測量，在英語、德語、法語中則

允准形容詞直接跟度量短語組合表達客觀量。在度量短語可以充當形容詞程度

論元的語言中，各個語言之間存在著差異，表達同一個語義（維度）的形容詞在

一些語言中可跟度量短語直接組合，在另一些語言中卻不可以，比如表示重量

的形容詞，在漢語中可以說“10 斤重”，但在英語中“heavy”不跟重量單位構

成的度量短語組合。甚至在同一語言中，每個形容詞對測量的敏感度不一樣，

形容詞之間發展不平衡，只有部分正極形容詞可帶度量短語。Schwarzschild

（2005）提到，形容詞如 strong, beautiful 等正極形容詞不能跟度量短語直接組

合是因為法定測量單位有限，還沒發展出能跟這些形容詞匹配的度量衡單位。

但賀川生（2017）認為在人類語言中，就算發明出了測量某些維度的度量衡單位

也不跟與之匹配的形容詞組合，如溫度，有成熟的度量衡單位“攝氏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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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射溫度這一量級的“熱”和“冷”一般不跟相應的度量短語組合，漢語中

不太能接受“50 度熱”這樣的表達。再比如硬度的測量單位有布氏硬度值 HB，

但“2HB”之類的度量短語不能直接跟形容詞“硬”組合（*這只鉛筆 2HB 硬）。 

以上各方論證，可以歸結為：有些語言的形容詞能跟度量短語組合表達絕

對測量，有些語言則不可以，這是語言間的差異；有些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可以

由度量短語充當，有些形容詞則不可以，每個形容詞對測量的敏感度不一樣，

形容詞之間發展不平衡，這是詞彙間的差異，應該歸入詞庫這個“雜物堆”（徐

杰 2001:7-8）。 

羅瓊鵬（2018a）把“張三兩米高”中的“兩米高”分析為以“兩米”為中

心語的程度短語 DegP，形容詞為其補足語，句法分析與語義表達如下所示： 

（23）     DegP 

     3 
     Deg   AP 

     !     5 
    兩米   高 

（24）i. [[張三]] = 張三（個體論元 e） 

  ii. [[兩米]] = 兩米（程度論元 d） 

  iii. [[高]] = λdλx.高（x） ≥ d 

  iv. [[高]]（張三）（兩米） = 高度（張三） ≥ 兩米 

  v. [[張三兩米高]] = 1 iff 高度（張三） ≥ 兩米 

“張三”為個體論元 e，“兩米”為程度論元 d。當形容詞“高”跟程度論元

“兩米”，個體論元“張三”組合時得到“張三兩米高”的真值語義表達：張

三兩米高為真當且僅當張三的高度大於等於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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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彝語原級形容詞   

臘羅彝語的形容詞有哪些類型？形容詞做謂語時，有哪些限制條件？等級

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有哪些？下面我們圍繞臘羅彝語原級形容詞來一一

討論這些問題。 

3.2.1 臘羅彝語形容詞的類型 

臘羅彝語的形容詞，按照其音節構成形式可以區分為簡單形容詞和複雜形

容詞，簡單形容詞以單音節為主，也有少量的雙音節，複雜形容詞多數為三音

節形式。單音節形容詞是基本式，三音節形容詞以基本式為詞根派生而成。 

單音節形容詞為典型的性質形容詞。Dixon（2004:1-49, 2010:73-74）根據跨

語言的考察提出，如果一個語言有形容詞的話，其原型範疇的核心成員必會先

反映在以下所列出的七大語義類上，下表是根據七大語義類列舉的臘羅彝語的

相關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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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臘羅彝語的形容詞語義分類——單音節以及對應的三音節 

語義分類 單音節形容詞 三音節形容詞 

維度 ʔni⁵⁵   矮 

ʔmu⁵⁵  高 

ʂɿ⁵⁵    長 

ʔny³¹   短 

ʔni⁵⁵ʔni⁵⁵za³¹  矮矮的 

ʔmu⁵⁵ti³³ti³³   高高的 

ʔmu⁵⁵ʂɿ³³ ʂɿ³³  長長的 

ʔny⁵⁵ʔny³¹za³¹ 短短的 

年齡 mu³¹   老 

ʔu⁵⁵    小 

—— 

—— 

價值 da⁵⁵   好 

mi⁵⁵  美味 

ʑi⁵⁵   結實 

ha³³da⁵⁵da⁵⁵  很好的 

ha³³mi⁵⁵tshɿ³¹ 超美味 

ha³³ʑi⁵⁵thu³³  超結實 

顏色 ni̱³³   黑 

ʔnɯ⁵⁵ 紅 

fu⁵⁵   白 

phɛ⁵⁵  灰 

ha³³ni̱³³vi̠³¹    黑漆漆 

ha³³ʔnɯ⁵⁵ɡɯ³¹ 红彤彤  

ha³³fu⁵⁵tɕhy³¹  白森森 

ha³³phɛ⁵⁵ly³¹   灰不溜秋 

物理屬性 nu̪³¹  軟 

hɛ⁵⁵  硬 

ɡu⁵⁵  冷 

tsha⁵⁵ 熱 

ha³³nu̪³¹tʂhɿ³³  軟軟的 

ha³³hɛ⁵⁵ɡu³¹   硬邦邦 

ha³³ɡu⁵⁵tʂhɿ³¹  冷颼颼 

ha³³tsha⁵⁵thi³¹  熱乎乎 

人的特質 mɛ³¹  美 

h̃i⁵⁵    丑 

tshɿ⁵⁵  胖 

dʑy⁵⁵  瘦 

ha³³mɛ⁵⁵mɛ³¹  美美的 

ha³³h̃i⁵⁵kha³¹  丑丑的 

ha³³tshɿ⁵⁵tha³¹  胖胖的 

ha³³dʑy⁵⁵ɡu̪³¹  瘦瘦的 

速度 mi³³   快 

phi³¹  慢 

—— 

—— 

其中三音節形容詞的構詞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加標 （ha³³ + 單音節形容詞詞根 + 配音語素） 

a. ha³³AB 構成的派生式形容詞，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表示程度加深，所

以三音節形容詞不能再跟其他程度副詞組合。 

b. ha³³ 為表程度的語素，如果沒有 ha³³，後面兩個音節組合不可單用。 

c. ha³³AB 這個模式，只允許出現等級形容詞詞根，不允許動詞或是沒有

程度範疇的絕對形容詞（如：錯，對）出現在這個形式中。 

②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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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音節形容詞重疊 + 配音語素：ʔni⁵⁵ʔni⁵⁵za³¹ 矮矮的 

b.單音節形容詞 + 配音音節重疊：ʔmu⁵⁵ ti̱³³ti̱³³ 高高的   

③加標+重疊（ha³³ + 單音節形容詞詞根重疊） 

 ha³³ AA：ha³³ ʦhɿ̱³³ʦhɿ̱³³ 密密麻麻， ha³³bo³³bo³³ 飽飽的 

語義上，單音節形容詞表示的是事物的性質，而三音節形容詞表示的是事

物的狀態，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形容詞，各自的句法表現如何？二者在句法功能

上有什麼異同？下面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描寫。 

首先，在陳述句中，單音節形容詞可以直接充當謂語，而三音節形容詞充當

謂語時需要有系詞出現。如下例所示， 

（25）a. phɑ⁵⁵  tʂhɿ⁵⁵khɛ³³ thu⁵⁵ mu³¹. 

衣服  那件  厚  示證 

那件衣服（很）厚。 

  b. phɑ⁵⁵  tʂhɿ⁵⁵khɛ³³ hɑ³³thu⁵⁵ti³¹  ŋa⁵⁵  mu³¹. 

衣服  那件  厚厚的  是  示證 

那件衣服厚厚的。 

其次，單音節性質形容詞和三音節狀態形容詞都可以充當定語，在名詞短

語內部修飾核心名詞，但二者的限制條件不一樣。前者作定語時，其後需要添

加名物化標記 a⁵⁵，如例（26）所示，後者可以直接作定語見例（27a），不加名

物化標記（27b）。 

（26）za³¹mɛ³¹ mɛ³¹ -a⁵⁵  

  女孩 漂亮-名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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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女孩 

（27）a. za³¹mɛ³¹  ha³³mɛ⁵⁵mɛ³¹ 

    女孩   很漂亮 

    很漂亮的女孩 

  b. za³¹mɛ³¹  ha³³mɛ⁵⁵mɛ³¹ -a⁵⁵ 

   女孩  很漂亮 -名物化 

   拟表达：很漂亮的女孩 

需要說明的是，（26）可以單獨充當論元，如（28a）所示，而（27a）不能

單獨充當論元如（28b）所示。 

（28）a. [za³¹mɛ³¹ mɛ³¹ -a⁵⁵]  ka³³  u³³-di³¹ ʔi⁵⁵u³¹ ma³¹da⁵⁵ mu⁵⁵. 

   女孩  漂亮-名物化 話題 他-受事 看上 不 會 示證 

   漂亮的女孩呢看不上他。 

  b.*[za³¹mɛ³¹ ha³³mɛ⁵⁵mɛ³¹] ka³³  u³³-di³¹ ʔi⁵⁵u³¹ ma³¹da⁵⁵ mu⁵⁵. 

   女孩 很漂亮   話題 他-受事 看上 不 會 示證 

   擬表達：很漂亮的女孩呢看不上他。 

臘羅彝語三音節形容詞與英語形容詞一樣，可以直接修飾名詞，但構成的

短語不能直接充當論元，比如，英語 beautiful girl“漂亮女孩”，充當論元時，

要麼添加冠詞（a/an, the），要麼跟指示詞聯用，要麼變成複數形式。臘羅彝語三

音節形容詞修飾名詞時，構成的名詞短語，其後必須出現指量短語或數量短語，

才可以充當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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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 za³¹mɛ³¹ ha³³mɛ⁵⁵mɛ³¹  sa³³ma⁵⁵ dʑi³³ a³¹  mu³¹. 

   女孩  很漂亮   三個 在  陳述 示證 

   有三個很漂亮的女孩在那裡。 

  b. za³¹mɛ³¹ ha³³mɛ⁵⁵mɛ³¹ na⁵⁵ sa³³ma⁵⁵ dʑi³³ a³¹  mu³¹. 

    女孩  很漂亮  那 三個 在  陳述 示證 

    那三個很漂亮的女孩在那裡。 

三音節形容詞既可以修飾名詞，也可以修飾動詞。修飾名詞時放名詞後面，

修飾動詞時放動詞前，而彝語為 SOV 語序的語言，名詞後動詞前即為同一個位

置。如果不出現指量短語，則形容詞很容易變成修飾動詞的狀語，語義跟名詞

關聯，句法上卻跟動詞組合，形義錯配。例（30a）中，有指量短語，所以位於

名詞和指量短語之間的形容詞是修飾名詞的定語，而例（30b）中，三音節形容

詞句法上充當狀語，但語義上指向的是名詞“飯”，出現形義錯配的形象。 

（30）a. dzɑ⁵⁵  hɑ³³nu³¹tshɿ³³  tʂhɿ⁵⁵ku³³ dzɑ³¹ li³³.  

    飯  軟軟的   那鍋  吃  祈使助詞 

    吃那鍋軟軟的飯。  

  b. dzɑ⁵⁵  hɑ³³nu³¹tshɿ³³（nɛ⁵⁵khɛ⁵⁵）tɕi³¹ li³³. 

    飯  軟軟的   那樣  煮  祈使助詞 

    飯要軟軟地那樣煮。 

語言表達的線性特徵會影響句法組合的判斷，需要有足夠多的信息時，才

能判斷短語組合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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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dzɑ⁵⁵ hɑ³³nu³¹tshɿ³³ …… 

  飯  軟軟的/地  

漢語也有類似的表現，有些形容詞既可以作定語也可以做狀語，出現形義

錯配的格局。但漢語可以通過句法位置來判斷其句法功能，位於名詞前則為定

語，位於動詞前則為狀語。如例（32）所示， 

（32）a. 香噴噴的一鍋菜    b.香噴噴地炒一鍋菜。 

而在彝語中，修飾名詞的定語位置和修飾動詞的狀語位置位於同一個位置，即

名詞后動詞前，在沒有足夠的線性序列信息呈現時，沒法確定三音節形容詞的

句法功能是做定語還是做狀語。 

單音節性質形容詞可以加體標記，三音節形容詞不可以；單音節形容詞可

以出現在比較結構中，可以受程度副詞修飾，而三音節形容詞一般不可以出現

在比較結構中5，也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臘羅彝語兩種不同類型的形容詞的語義類歸納

為圖表 8 所示的兩種類型。 

圖表 8 臘羅彝語形容詞的語義類型 

單音節形容詞（性質形容詞） 三音節形容詞（狀態形容詞） 

< d, et > < e, t > 

單音節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 d, et >，屬於等級形容詞，三音節形容詞為非

等級形容詞，語義類型為< e, t >。 

 

 
5 有些維度義形容詞，加 ha³³之後構成的三音節表示等比義，這個問題在第 4 章等比結構中有詳細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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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臘羅彝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完句手段 

熊仲儒、楊舟（2020）認為完句範疇是一種普遍的範疇，完句特徵能否獲得

定值關系到句子能否自足。屈折語有形態變化，時制範疇的屈折特徵能夠為其

完句範疇賦值。漢語屬於孤立語，缺乏形態變化，沒有類似的時制範疇，時制範

疇在漢語中沒有語音實現，也沒有句法體現，不能幫助完句。只能通過語氣範

疇、話題範疇、焦點範疇、否定範疇、謂性範疇、量度範疇來幫助完句。 

臘羅彝語性質形容詞做謂語時，需要借助話語層（CP）的焦点范畴、示證

範疇和新異範疇來實現完句。 

示證範疇的主要功能是標記信息來源。世界語言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語

言有示證範疇。已有調查研究顯示，印第安諸語系、高加索語系、漢藏語系和阿

爾泰語系的諸多語言都存在示證範疇（Chafe &Nichols 1986; Johanson & Utas 

2000; Aikhenvald 2004, 2018）。示證範疇在學界已得到廣泛的認可和接受。

Aikhenvald（2004:1; 2018:12）從跨語言視角把示證範疇所表達的信息獲取渠道

劃分為六種不同的語義參項：親見，非親見，推斷，測度，傳聞和引述，具體特

征見下表。 

圖表 9 信息獲取渠道 

親見（visual sensory） 指通過視覺獲取的信息 

非親見（non-visual sensory） 除眼睛之外的感官獲取的信息 

推斷（inference） 根據現場可見的或具體有形的證據推斷的結果 

測度（assumption） 指通過邏輯推理或一般常識經驗得出的結論 

傳聞（hearsay/report） 不具體指明信息引用的來源 

引述（quotation） 明確指明信息引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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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異範疇（mirativity）是一種相對於說話者而言新的或未曾預期的信息編

碼。DeLancey（1997, 2001, 2012）和 Aikenvald（2012）認為只有將新異範疇所

包含的語義信息固化為具體的語法形式，即採用語法手段標記的才被認為是新

異範疇。Aikhenvald（2012）提出不同語言中的新異範疇會伴有不同的語義特徵，

例如“突然發現（sudden discovery）”、“驚訝（surprise）”、“無準備的心

理狀態（unprepared mind）”、“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新信息（new 

information）”。這些語義特徵可能同時或者僅有幾種出現在某個語言中。 

臘羅彝語示證範疇和新異範疇都有獨立的語法標記。說話者親身經歷的事

件、自主自控的行為不出現示證標記，即為零形式，感官獲取的信息用 mu⁵⁵

標記，推斷示證用 ɡɯ³¹標記，測度示證為 ʂa⁵⁵，聽說的信息用 bi³³a³¹mu³¹標記，

用 u⁵⁵來標記新信息。這兩類不同範疇的語法標記處於相同句法位置，互補分佈。 

下面具體來看臘羅彝語形容詞謂語句完句手段。如例(33a)-(33e)所示，光杆

形容詞不能完句，添加否定副詞，程度副詞，體助詞以及話題化，句子也都不自

足。 

（33）a. *a⁵⁵mu¹³  tʂhɿ⁵⁵. 

   阿木  胖 

   擬表達：阿木（很）胖。 

  b. *a⁵⁵mu¹³ ma³¹ tʂhɿ⁵⁵. 

   阿木 不  胖 

   擬表達：阿木不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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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⁵⁵mu¹³ tʂhɿ³¹ʑo³¹ tʂhɿ⁵⁵. 

    阿木 非常  胖 

    擬表達：阿木非常胖。 

   d. *a⁵⁵mu¹³ dʑy⁵⁵ a⁵⁵tɕi⁵⁵  a⁵⁵. 

    阿木 瘦  完成體  陳述 

    擬表達：阿木瘦了。 

   e. *a⁵⁵mu¹³ ha³¹ɡɯ⁵⁵  ni³³. 

    阿木 皮膚  黑 

    擬表達：阿木，皮膚黑。 

光杆形容詞用於對比焦點句（34a），或在句末添加示證標記或新異標記（34b）

-（34f），句子獲得自足。否定副詞、程度副詞、體標記以及話題后都需要添加

示證標記或新異標記後，句子才成立。 

（34）a. a⁵⁵mu¹³ tʂhɿ⁵⁵, a³³ʑi³³ dʑy⁵⁵. 

阿木  胖  阿依 瘦 

阿木胖，阿依瘦。 

  b. a⁵⁵mu¹³ tʂhɿ⁵⁵ mu³¹/u³¹. 

阿木  胖  示證/新異 

阿木（很）胖。 

  c. a⁵⁵mu¹³ ma³¹ tʂhɿ⁵⁵ mu³¹/u³¹. 

    阿木  不  胖  示證/新異 

    阿木不胖。 



 

74 

 

  d. a⁵⁵mu¹³ tʂhɿ³¹ʑo³¹ tʂhɿ⁵⁵ mu³¹/u³¹. 

    阿木  非常  胖  示證/新異 

    阿木非常胖。 

  e. a⁵⁵mu¹³ dʑy⁵⁵ a⁵⁵tɕi⁵⁵  a⁵⁵  mu³¹/u³¹. 

    阿木  瘦  完成體  陳述 示證/新異 

    阿木瘦了。 

  f. a⁵⁵mu¹³ ha³¹ɡɯ⁵⁵  ni³³  mu³¹/u³¹. 

    阿木  皮膚  黑  示證/新異 

    阿木，皮膚黑。 

下面，對臘羅彝語原級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進行考察。 

3.2.3 隱性原級程度語素 POS 

Kennedy & McNally（2005）提出，當等級形容詞單獨作謂語時，會跟一個

零形式的 POS 組合，POS 的功能是把等級形容詞變成屬性謂詞，語義類由< d, 

et >轉換成<e, t>。它表達的是一種基本關系，即個體在形容詞所指涉的維度上

投射的程度值達到或超過由語境中的比較參照集提供的基準值 ds。（35）為臘羅

彝語光杆性質形容詞充當謂語的例句。 

（35）a. a³³ʑi³³  mɛ³¹ mu⁵⁵. 

     阿依  漂亮 示證 

     阿依（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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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P 

     3 
    TP     C 

   3    ! 

  DP    T’    mu⁵⁵ 

  5  3 
   a³³ʑi³³  AP   T 

   3 
  DegP    A’ 

  5    ! 
  POS    A 

   mɛ³¹ 

例（35）中沒有顯性的程度語素（比如程度副詞），而臘羅彝語等級形容詞的語

義類型為<d, et>，形容詞 mɛ³¹“漂亮”帶有兩個論元，個體論元 e 和程度論元

d。名詞性主語 a³³ʑi³³為形容詞“漂亮”的個體論元，我們假設存在一個隱性的

程度語素 POS，由隱性的程度語素 POS 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POS 的語義類

型為<<d,et> <et>>，等級形容詞 mɛ³¹“漂亮”和隱性的 POS 結合之後，變成屬

性謂詞，語義類型從<d, et>變為<e, t>，就可以充當句子的謂語。例（36）為例

（35a）具體的語義組合過程。 

（36）a. [[mɛ³¹]] = λdλx. 顏值(x) ≥ d 

  b. [[POS]] = λGλx. ∃d [G (d)(x) ∧ d ≥ standard C (G)] 

  d. [[ POS]] ([[mɛ³¹]]) (a³³ʑi³³) = 顏值(a³³ʑi³³) ≥ ds 

  c. [[ a³³ʑi³³mɛ³¹mu³¹]] =1 當且僅當阿依的顏值 d ≥ ds 

x 代表個體，d 代表 x 所具有的程度，G 代表形容詞，C 代表語境，ds 代表語境

中的基準值。形容詞 mɛ³¹的語義表達式為（36a），原級程度標記 POS 的語義表

達為例（36b），“a³³ʑi³³ mɛ³¹ mu³¹”這句話為真，當且僅當阿依的顏值 d 大於等

於語境中的基準值 ds。對於顏值的判斷，每個人的標準可能不盡相同，但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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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些公認的標準，比如大眼睛，小嘴巴，黑頭髮等，構成了顏值的計量要

素，而這個基準值 ds 就是公認的“漂亮”所要達到的程度值。 

彝語和英語一樣，當光杆形容詞充當謂語時，有一個零形式的 POS，通過

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d，將形容詞轉為個體的屬性<e, t>。 

3.2.4 量化詞 

臘羅彝語不像漢語那樣具有豐富的程度副詞，常用的表示程度加深的表達

形式為數量短語（不同的名詞有相對應的量詞搭配）以及表示多量的量化詞（很

多，許多），置於形容詞前。 

3.2.3.1 數量短語 

在漢藏語具有量詞的語言中，量詞往往和名詞組合成表達定指或者不定指

意義的名詞性短語（鄧思穎 2003; Simpson 2005; 陳玉潔 2007; 顧陽 2009; Li 

2013; 張慶文、鄧思穎 2014; 盛益民 2017; 李旭平 2018）。而在臘羅彝語中，

數量短語在表達不定指意義時，不跟名詞構成一個名詞性短語，只能出現在動

詞前，作為分裂式數量短語使用，語義上指向充當主語或賓語的名詞，句法上

卻不與名詞構成一個成分。在例（37）中，數量短語ʔlɯ³³khɯ⁵⁵“四頭”既不能

和名詞 a⁵⁵nɯ³¹組合成“數量名”結構（37b），也不能組合成“名數量”結構

（37c）。 

（37）a. mi⁵⁵ku⁵⁵  a⁵⁵nɯ³¹  ha⁵⁵ ʔlɯ³³khɯ⁵⁵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裡  牛  莊稼 四 頭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地裡有四頭牛在吃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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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i⁵⁵ku⁵⁵ ʔlɯ³³khɯ⁵⁵ a⁵⁵nɯ³¹ ha⁵⁵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裡  四頭  牛  莊稼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c.*mi⁵⁵ku⁵⁵ a⁵⁵nɯ³¹ ʔlɯ³³khɯ⁵⁵ ha⁵⁵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裡  牛  四頭  莊稼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我們也可以用並列結構來證明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和名詞無法組合在一起。

當我們想要表達“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時，“兩支筆和三本書”6無法構

成一個並列結構，如（38a）所示，正確的表達方式如（38b）所示。數量短語必

須和謂語動詞一起出現。如果 pi¹³nɯ³¹tʂɿ³¹“兩隻筆”和 thi³¹u³¹sa⁵⁵pen¹³“三本書”

是合乎語法的名詞性結構，那麼我們很難解釋（38a）為什麼是個錯誤的句子。 

（38）a.*a⁵⁵mu¹³ pi¹³  nɯ³¹tʂɿ³³  lɛ³³  thi³¹u³¹ sa⁵⁵pen¹³   

   阿木 筆  兩 支  和  書  三本  

   vɛ⁵⁵ ka³³ la⁵⁵  mu³¹. 

   買 帶 來  示證 

   擬表達：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 

  b. a⁵⁵mu¹³ pi¹³  nɯ³¹tʂɿ³³  vɛ⁵⁵ka³³la⁵⁵  lɛ³³  

   阿木 筆  兩 支   買 帶來  和 

   thi³¹u³¹ sa⁵⁵pen¹³  vɛ⁵⁵ka³³la⁵⁵ mu³¹. 

   書  三 本  買帶來  示證 

   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 

 
6 臘羅彝語中，並列連詞 lɛ³³ 既可以連接兩個名詞性結構也可以連接兩個謂詞性結構。比如 thi³¹u³¹ 

lɛ³³ pi¹³，語義為：書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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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可以用賓格標記 di³¹證明數量短語屬於謂語成分而非賓語或是主語

成分。臘羅彝語中，di³¹為典型的受事標記，當兩個核心論元的施受關系有可能

產生歧義時，受事需要被標記，受事標記的使用為非強制性，主要與施事和受

事的生命度有關（胡素華、周廷升 2018）。在出現受事標記的及物句中，當數量

短語的語義指向受事時，受事標記直接標在名詞之後，而不出現在數量短語之

後。如例（39）所示，豹子和老虎生命度相當，為了區分施受關系，在受事論元

“老虎”之後添加了受事標記 di³¹。語義上“三隻老虎”是受事，但是受事標記

不能出現在 la³¹pa³¹sa³³ma⁵⁵“三隻老虎”這樣的“名數量”結構之後，如例（39b）

所示，只能出現在名詞 la³¹pa³¹“老虎”之後，證明在臘羅彝語中“名數量”不

構成一個句法成分。 

（39）a. zɿ³¹pa³¹ la³¹pa³¹-di³¹ sa³³ma⁵⁵ kho³¹ɕi³¹  a⁵⁵tɕi⁵⁵ a⁵⁵  mu⁵⁵. 

豹子  老虎-受事 三只 咬死 完成體 陳述 示證 

豹子咬死了三隻老虎。 

  b.zɿ³¹ pa³¹ la³¹pa³¹ sa³³ma⁵⁵-di³¹ kho³¹ɕi³¹ a⁵⁵tɕi⁵⁵ a⁵⁵  mu⁵⁵. 

   豹子 老虎 三只-受事 咬死 完成體 陳述 示證 

   豹子咬死了三隻老虎。 

以上例句都說明了在臘羅彝語中，名詞和數量短語無論在語音層還是在邏

輯層都無法構成不定指結構。數量短語雖然在語義和它前面的名詞有搭配關系，

句法上卻必須和謂語動詞組合成動詞短語，呈現出形義錯配的格局。臘羅彝語

的分裂式數量短語通過量化個體事件的子事件來達到量化個體變量的目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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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形容詞謂語句中，數量短語無法放在謂語的前面。當我們想表達“阿木

養的兩頭豬很胖”時，我們只能說成“阿木養的很胖的豬（有）兩頭”。 

（40）a.*[a⁵⁵mu¹³ hõ⁵⁵ ta³¹   a⁵⁵  a⁵⁵vi³¹ nɯ³¹ma⁵⁵] tshɿ⁵⁵mu³¹. 

 阿木 養 結果助詞 名物化 豬  兩頭 胖 示證 

 擬表達：阿木養的兩頭豬很胖。 

 b. [a⁵⁵vi³¹ a⁵⁵mu¹³ hõ⁵⁵ ta³¹   a⁵⁵  tshɿ⁵⁵ a⁵⁵] nɯ³¹ma⁵⁵. 

 豬  阿木 養 結果助詞 名物化 胖 名物化  兩頭 

 阿木養的很胖的豬有兩頭。 

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具有謂詞性，在句法上可以修飾動詞短語，語義上指

向名詞短語，呈現形義錯配的格局。數量短語也可以修飾形容詞，放在形容詞

之前，這時表達的不是不定指之義，而是表示程度加深，其功能相當于程度副

詞。數量短語與名詞的唯一聯繫表現在不同的名詞需搭配相對應的量詞，數量

短語的語義不再指向名詞短語。如下例所示， 

（41）a. a⁵⁵nɯ³¹ na⁵⁵nɯ³¹khɯ⁵⁵   tshɿ⁵⁵ mu³¹. 

牛  那 兩 頭    胖  示證 

那兩頭牛（很）胖。 

  b. a⁵⁵ nɯ³¹ na⁵⁵nɯ³¹khɯ⁵⁵ nɯ³¹khɯ⁵⁵ tshɿ⁵⁵ mu³¹. 

   牛  那 兩頭  兩頭  胖  示證 

   那兩頭牛非常胖。 

（41a）中形容詞為光杆形式，（41b）中的形容詞受數量短語“nɯ³¹ khɯ⁵⁵”

兩頭的修飾，語義上表示程度加深。修飾形容詞的數量短語和修飾名詞的指數



 

80 

 

量短語，數量保持一致。數量短語修飾形容詞表示程度加深，其限制條件是，其

主語必須是有定的，而且跟有定主語的數量保持一致。 

此外，除了拷貝式的數量短語修飾形容詞表程度加深之外，有一個通用的

數量短語：tʂhɿ³¹ʐo³¹“一種/類”可以替換任何一個形容詞之前的數量短語表示

程度加深之義，如下例所示， 

（42）a. a³³ʑi³³   tʂhɿ³¹ma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依  一個   高  示證 

    阿依非常高。 

  b. a³³ʑi³³  tʂhɿ³¹ʐo³¹  ʔmu⁵⁵ mu³¹. 

    阿依  一 種   高  示證 

    阿依非常高。 

  c. ʔmɛ⁵⁵  na⁵⁵tʂhɿ³¹ʐo³¹   tʂhɿ³¹ʐo³¹   pha³¹  mu⁵⁵.  

    布  那 一 種   一 種   好  示證 

    那種布質量非常好。 

例（42a）中，量詞 ma⁵⁵“個”是指人的量詞，可以用 ʐo³¹（種/類）來替換，

意義不變，如例（42b）所示。而 tʂhɿ³¹ʐo³¹原義表示的是“一種，一類”，如（42c）

所示。 

表程度加深的數量短語其形態受制于名詞主語，不同名詞使用不同量詞，

名詞和量詞有語義上的選擇搭配關系。數量短語 tʂhɿ³¹ʐo³¹“一種/類”由原來的

表示種類的語義演變為表示“很多”的複數意義，如例（43a）所示，用在形容

詞之前時具備了程度副詞的功能，如例（43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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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a. u³³ sɿ³¹dzɿ⁵⁵  tʂhɿ³¹ʐo³¹ tɛ⁵⁵ ta³¹   mu⁵⁵. 

   他  樹   很多  種 結果助詞 示證 

   他種了很多樹。 

  b. sɿ³¹dzɿ⁵⁵ na⁵⁵ tʂhɿ³¹ dʑɿ⁵⁵  tʂhɿ³¹ʐo³¹ ɣɯ³¹ mu⁵⁵. 

    樹  那 一 棵   很多  大  示證 

    那棵樹非常大。 

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在句法上總是跟謂詞構成一個成分，數量短語

tʂhɿ³¹ʐo³¹由表示“一種，一類”的數量義演變為表“很多”的複數義時，也保持

了數量短語原有的分裂特征。例（44a）中“dza⁵⁵ tʂhɿ³¹ʐo³¹”（很多飯）不構成

一個句法成分，量化詞 tʂhɿ³¹ʐo³¹“很多”句法上要和謂語動詞組合，語義上跨

過方式狀語 ha³³bo³³bo³³“飽飽地”指向前面的賓語 dza⁵⁵“飯”。方式狀語是修

飾動詞的，而量化詞 tʂhɿ³¹ʐo³¹“很多”必須位於方式狀語和謂語動詞之間，緊

挨著謂語動詞，如（44b）所示。 

（44）a.ŋa⁵⁵ dza⁵⁵ tʂhɿ³¹ʐo³¹ ha³³bo³³ bo³³ dza³¹ a³¹tɕi⁵⁵ a⁵⁵. 

    我 飯  很多  飽飽地  吃  完成體 陳述 

    擬表達：我飽飽地吃了很多飯。 

  b. ŋa⁵⁵ dza⁵⁵ ha³³bo³³ bo³³ tʂhɿ³¹ʐo³¹ dza³¹ a³¹tɕi⁵⁵ a⁵⁵. 

    我 飯  飽飽地  很多  吃  完成體 陳述 

    我飽飽地吃了很多飯。 

當表示“很多”義的數量短語 tʂhɿ³¹ʐo³¹語義上指向充當主語或賓語的名詞

短語時，句法上不跟名詞組合成一個成分，形成分裂式的量化短語，量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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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性論元。而當它和形容詞謂語組合時，順理成章地跟謂詞性成分組合成一

個句法成分，此時量化的是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表達的是程度加深之義。 

3.2.3.2 表多量的量化詞 

除了由表示類指的“一+量”短語演變而來的表示複數義“很多”的

tʂhɿ³¹ʐo³¹，在臘羅彝語中同樣具有多量義的量化詞 mɛ¹³，具有跟 tʂhɿ³¹ʐo³¹一樣的

句法特征。首先，表示“很多，許多”的 mɛ¹³語義上指向充當主語或是賓語的

名詞性短語時，在句法上跟謂語動詞組合，呈現形義錯配的分裂式特征。如（45）

所示，量化詞 mɛ¹³“很多”在語義上指向的是主語 a⁵⁵nɯ³¹“牛”，但量化詞

mɛ¹³“很多”既不能放在主語 a⁵⁵nɯ³¹“牛”之后，如（45b）所示，也不能放在

主語 a⁵⁵nɯ³¹“牛”之前，如（45c）所示，即量化詞 mɛ¹³“很多”不和名詞 a⁵⁵nɯ³¹ 

“牛”組合成一個句法成分，中間由賓語 ha⁵⁵“莊稼”隔開，只能緊貼在謂語動

詞 dza³¹“吃”之前，如（45a）所示。 

（45）a. mi⁵⁵ku⁵⁵ a⁵⁵nɯ³¹  ha⁵⁵  mɛ¹³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里  牛   莊稼 很多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地里有很多牛在吃莊稼。 

  b.mi⁵⁵ku⁵⁵  a⁵⁵nɯ³¹ mɛ¹³ ha⁵⁵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里 牛  很多 莊稼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擬表達：地里有很多牛在吃莊稼。 

  c.mi⁵⁵ku⁵⁵ mɛ¹³ a⁵⁵nɯ³¹ ha⁵⁵  dza³¹ ki³³  a³¹  mu³¹. 

   地里 很多 牛  莊稼 吃  進行體 陳述 示證 

   擬表達：地里有很多牛在吃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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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當量化詞 mɛ¹³“很多”語義上跟名詞短語沒有關聯，句法上跟等級

形容詞組合時，它量化的是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表示的是程度加深之義，

即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因此量化詞 mɛ¹³和 tʂhɿ³¹ʐo³¹以及形容詞前的數量短

語一樣，其語義類型都為 <<d, et>, et>。句法上，它們都處於形容詞的標誌語位

置。 

（46）a. a⁵⁵tʂho³³  tʂhɿ⁵⁵pa³¹ tʂhɿ³¹ʐo³¹/mɛ¹³ ʔna⁵⁵  mu³¹. 

    斧子   這把   很多   鋒利 示證 

    這把斧子很鋒利。 

  b.      CP 

       3 
      TP    C 

      3   ! 
     DP     T’ mu³¹ 

    6  3 
    a⁵⁵tʂho³³tʂhɿ⁵⁵pa³¹ AP   T 

       3 
      DegP   A’ 

     6   ! 
     tʂhɿ³¹ʐo³¹/mɛ¹³  A 

          ʔna⁵⁵ 

假設世界上所有的斧子都能一下砍斷一根拇指粗的繩子，當我們說“這把

斧子鋒利”時，這把斧子的鋒利程度至少是要一下能砍斷兩根及以上的繩子，

我們把這種計量數值化（以整數計量），就是鋒利程度 d ≥ 2，程度值 2 就是使這

把斧子具有鋒利這個屬性時應具有的基準值 ds。當我們說“這把斧子很鋒利”

時，這把斧子的鋒利程度得大大超過這個基準值，即這把斧子的鋒利程度比人

們普遍認為鋒利的斧子的鋒利程度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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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副詞最主要的語義貢獻是對形容詞的等級性進行操作。臘羅彝語沒有

像漢語那樣擁有豐富的程度副詞，主要由數量短語以及量化詞充當類似程度副

詞的功能，放在等級形容詞之前，表達程度加深之義。句法上，處於形容詞中心

語的標誌語位置，語義上通過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使形容詞轉化為屬性謂詞。 

臘羅彝語數量短語或是表示多量的量化詞之所以能表達程度加深之義，是

因為臘羅彝語的量化詞具有謂詞性，總是以分裂的形式出現。當動詞做謂語時，

數量短語通過量化動作或事件變量來量化個體變量，其中數量短語語義指向名

詞，句法上卻必須和動詞組合。當謂語為形容詞做時，由於形容詞的動作和事

件性非常弱，數量短語沒有辦法通過量化動作或事件來量化名詞，所以在臘羅

彝語中沒有“有學生三個很聰明”這樣的表達，想要表達“三個學生很聰明”

的語義，只有通過關係化結構“聰明的學生有三個”這種形式來迂迴表達。但

當數量短語用在形容詞做謂語的結構中，且數量短語不再需要量化名詞時，數

量短語就可以去量化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在彝語中，數量短語量化形容詞的程

度論元是有條件限制的，即數量短語要出現兩次，比如在表示“這三個操場很

大”的語義時，需要以“操場這三個三個大”類似這樣的形式來表達，以拷貝

式的形式出現。所以，彝語是以拷貝數量短語來體現程度。拷貝式的數量短語

之所以能表示程度，一是因為形容詞有等級性，體現為程度的差異，而程度跟

數量相關，呂叔湘先生也曾指出“程度的差別其實就是數量的差別”。二是因

為彝語自身的特殊性，彝語數量短語跟大多數語言不一樣，為謂詞性，只能跟

謂語組合。所以，當數量短語的語義指向名詞時，形意錯配，當數量短語的語義

指向形容詞時，形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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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 

世界上許多語言的疑問代詞都發展成了感歎標記，這也是古今漢語的共同

特徵，如現代漢語中詢問事物的數量或者性質程度的疑問標記“多”發展成為

了感歎標記，上古漢語疑問代詞之一“何”也發展出了多種感歎用法（唐燕玲、

石毓智 2011; 劉 丞 2015）。臘羅彝語也遵循這個普遍規律。從類型學的角度看，

不同語言的疑問代詞的引申用法既有共性也有個性，由於各種語言的語法系統

不一樣，疑問和感歎標記的數目和功能也有所差異。 

臘羅彝語的疑問標記有多種，形式多樣。有“A-not-A”式疑問（如（47a）

所示），有 lɛ³¹，ua⁵⁵為標記的一般疑問句（見（47b）），疑問代詞主要有询问事

物數量或是性质状态的 a³¹da⁵⁵（如（47c）所示），询问事物的 a⁵⁵tsa⁵⁵以及詢問方

式的 a³¹sɿ⁵⁵（見（47d）和（47e））。 

（47）a. u³³ hi⁵⁵ku³³ dʑɿ³³ ma³¹ dʑɿ³³ u⁵⁵? 

他 家裡 在  不  在  示證 

他在不在家？ 

  b. u³³ hi⁵⁵ku³³ dʑɿ³³ u³¹  lɛ³¹/ua⁵⁵? 

    他 家裡 在  示證 疑問標記 

 他在家嗎？ 

  c. nɯ⁵⁵  a³¹da⁵⁵  ʂɿ³³ sɿ³¹ ʔlɯ⁵⁵ ha³³? 

你  多   長  需要 語氣助詞 

你需要多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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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nɯ⁵⁵ a⁵⁵tsa⁵⁵ bi³³  ha³³ ? 

你 什麼 說  語氣助詞 

你說什麼？ 

  e. nɯ⁵⁵ a³¹sɿ⁵⁵ sa³¹  ha³³? 

 你 怎麼 知道 語氣助詞 

 你怎麼知道的？ 

其中，詢問方式的 a³¹sɿ⁵⁵也可以用來詢問屬性程度（跟英語的 how 相似），

跟詢問數量或程度的疑問代詞 a³¹da⁵⁵形成互補關系，二者分工明確：a³¹da⁵⁵只能

跟維度義形容詞組合，表示客觀度量，如下例所示：7 

（48）a³¹da⁵⁵ ʂɿ³³sɿ³¹ dʐu⁵⁵ u⁵⁵? 

  多  長  有  示證 

  有多長？ 

a³¹sɿ⁵⁵引導的程度疑問句，具有評價性解讀，詢問的不是客觀度量。詢問方

式的疑問代詞 a³¹sɿ⁵⁵，一般跟動詞短語組合，如（49a）所示。如果詢問程度，即

跟等級形容詞組合時，需要有顯現評價性成分來允准，如（49c）所示，如果沒

有評價性成分，句子不合法，如（49b）所示。例如： 

（49）a. u³³  a³¹sɿ⁵⁵ bi³³  ha³³   u³³?  

他  怎麼 說  語氣助詞 示證 

他怎麼說？ 

 
7 當 a³¹da⁵⁵和維度義形容詞構成程度疑問句時，這時的形容詞用的是等比式，所以直譯過來是“和什

麼一樣 A”。這個問題在第五章討論等比結構時會作詳細分析。為了與漢語的程度疑問句對應起來，這裡

a³¹da⁵⁵標註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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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u³³  a³¹sɿ⁵⁵ hi⁵⁵  ha³³   u³³? 

   他  怎麼 醜  語氣助詞 示證 

   擬表達：他有多醜？ 

  c. u³³  a³¹sɿ⁵⁵ dʑɿ⁵⁵dʑɿ⁵⁵ hi⁵⁵  ha³³   u³³? 

 他  怎麼 如此  醜  語氣助詞 示證 

 他有多醜？（醜到什麼程度？） 

（49b）中，方式疑問代詞 a³¹sɿ⁵⁵跟形容詞 hi⁵⁵“醜”直接組合，不能構成程

度疑問，句子不成立；（49c）中添加了評價性成分 dʑɿ⁵⁵dʑɿ⁵⁵，句子合法。dʑɿ⁵⁵原

義為動詞“剩餘”，重疊之後表示程度深之義，類似於漢語的“如此”之義。 

臘羅彝語中，只有表示方式的疑問代詞 a³¹sɿ⁵⁵發展成為了感歎標記。 

（50）a³³ʑi³³  a³¹sɿ⁵⁵ mɛ³¹ u⁵⁵!  

  阿依  多  漂亮 新異 

  阿依多漂亮呀！ 

a³¹sɿ⁵⁵表示感歎時，必須跟表意外，驚訝等的新異（mirativity）標記 u⁵⁵連用。 

王健（2013）認為新異（mirativity）范畴（意外範疇），是指語言中關於“出

乎意料”的信息以及表達說話人對有關信息感到“驚訝”（surprise）的語氣系

統。Delancey（1997）則把新異範疇（mirativity）定義為相對於發話者而言新的

或令其驚異的信息編碼，是相對於既有知識結構而言的新的東西。Aikhenvald

（2004:195, 2012:439-440）進一步將新異範疇定義為表達說話者“未有準備的

大腦知識、非預期的新信息和伴隨的驚詫態度”。學界此後普遍把它當做一個

獨立的語法範疇進行研究，與 mood（語氣）、modality（情態）、ev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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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證）等具有同等的語法地位。“驚異”屬於句子層面的功能，但是表現驚

訝的形式，可以在各個層面體現，如專門表示驚訝的語素、詞彙、句法結構與話

語標記等等。 

在臘羅彝語中，新異範疇有專門的形態標記 u⁵⁵，表示意外，驚訝。彝語程

度感歎必須跟驚異標記組合，體現了目前公認的感歎包含的兩個重要語義特征：

報道信息和表達意外感情（Grimshaw 1979; 朱德熙 1982; Zanuttini & Porter 2003;

石毓智 2006; Rett 2008, 2011）。 

3.3 漢彝原級形容詞的異同 

漢語形容詞分為性質形容詞（簡單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複雜形容詞）兩

大類（呂叔湘 1942; 朱德熙 1956, 1982），形式上性質形容詞以單音節為主，還

有少量的雙音節，狀態形容詞有雙音節，三音節以及四音節的不同形式。句法

上，性質形容詞一般能受程度副詞修飾，可以出現在比較結構中，狀態形容詞

不能再受程度副詞修飾，不能用於其他程度結構中。我們認為性質形容詞和狀

態形容詞分屬於不同語義類，前者的語義類為<d, et>，後者為<e, t>。狀態形容

詞的量特徵在詞庫中就有，所以狀態形容詞在詞彙層面就滿足了 d，因此不能出

現在比較結構中，也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狀態形容詞跟其他一元謂詞一樣，

它的指謂是從個體到真值的函數。性質形容詞具有與其他謂詞不同的語義類型，

它是指稱個體和程度關系的二元謂詞，不僅具有個體論元，還具有程度論元，

所以性質形容詞可以跟表程度的語素組合，以此對形容詞的等級屬性即量的特

征進行定位，滿足程度論元。臘羅彝語中的形容詞也分兩類，類似漢語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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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形式上，性質形容詞以單音節為主，狀態形容詞為三音

節；句法上，單音節形容詞能受程度副詞修飾，能出現在比較句中，三音節形容

詞則相反，既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也不能出現在比較句中。臘羅彝語中，單音

節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d, et>，三音節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e, t>。 

漢語性質形容詞單獨作謂語時，句子無法完句，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成分才

能成句，比如加“很”或語氣詞等，通過語氣範疇、話題範疇、焦點範疇、否定

範疇、謂性範疇、量度範疇來幫助完句。臘羅彝語性質形容詞單獨做謂語時，需

要借助話語層（CP）的焦点范畴、示證範疇和新異範疇等來實現完句。 

漢語中，性質形容詞充當謂語往往需要跟程度副詞“很”搭配，程度副詞

“很”有兩個不同的“很”，一個是語義漂白了的類似於系動詞的“很 1”，沒

有程度加深之義，是一個純粹的功能成分，另一個“很 2”則表示程度加深。兩

個“很”具有不一樣的語義表達式。劉辰生（Liu 2010, 2018）把很 1 處理為顯

現的原級程度標記 POS。和漢語不同，臘羅彝語光杆形容詞直接充當謂語時，

我們假設臘羅彝語中有個隱性的語義算子 POS，約束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使形

容詞從表示個體和程度之間關系的二元謂詞<d, et>變為表達屬性的謂詞<e, t>。 

漢語程度副詞比較豐富，張誼生（2000）指出現代漢語中的程度副詞大多都

是由實詞虛化而來的，詞彙意義已經不太實在，只用來表達語法意義。程度副

詞作為功能範疇，對形容詞所具有的等級屬性進行量的定位，雖然每個程度副

詞具體語義不盡相同，但都具有<<d, et>,<et>>的語義類型，跟形容詞組合之後

生成一元屬性謂詞<e, t>。臘羅彝語中，都是由量化詞充當程度副詞的功能，包

括數量短語，表多量的 tʂhɿ³¹ʑo³¹/mɛ¹³（很多）。如果這些量化表達量化的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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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程度論元，那麼句法上跟形容詞構成一個完整成分，語義上對形容詞所指

謂的屬性值進行量的定位，形義匹配。 

由數量短語表程度的現象在語言中比較常見，比如漢語，表示不定量的量

詞“點”和“些”，不僅稱量可數的具體物質，也可以稱量抽象概念，比如“有

（一）點貴”、“有（一）些胖”這樣的表達，从表数量發展到表程度（馬真 

1989; 畢永峨 2007）。形容詞的這種數量語義特徵在漢語語法研究中有詳細描

寫和分析，呂叔湘（1956[1944]）就曾指出：“一般說起來，物件有數量，性狀

無數量。但是我們雖不能說‘一個紅’或‘一兩紅’，卻可以說‘深紅’、‘淺

紅’。我們說深淺是程度的差別。其實程度的差別也就是數量的差別。”石毓

智（1992, 2001, 2003）、張國憲（1996, 2000）等認為形容詞的屬性值是可以量

化的，這其實跟程度語義的相關理論和思想是比較接近了的，但停留在描寫分

類的層面，沒有進一步深化，而程度語義學，將形容詞的等級性上升到可以直

接測量的理論高度，借助數學工具對其加以精確的刻畫，完善了相關的技術手

段，用數學的語言使之科學化。臘羅彝語數量短語以及量化詞可以直接跟等級

形容詞組合，更加直觀地證明了形容詞的這種可測量性的數量特征。 

此外，同樣是“數詞+量詞”的數量短語，當量詞為表示度量衡的單位詞時，

構成的度量短語，漢語中可以直接充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而在臘羅彝語中，

形容詞不能跟度量短語直接組合。原因是漢語的數量短語可以跟名詞構成一個

句法成分，而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不跟名詞構成一個句法成分，而是修飾動詞。

度量短語在語義上指向充當論元的光杆名詞，但兩者無法構成一個句法成分。

度量短語需要和謂語動詞組合成動詞短語，如下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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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a. ʔmɛ⁵⁵  fu³¹ʔo⁵⁵ nɯ³¹tʂhɿ¹³ vɛ⁵⁵ ka³³ la³³. 

布  趕快 兩 尺  買 帶 來 

趕快去買兩尺布！ 

   b. *ʔmɛ⁵⁵ nɯ³¹tʂhɿ¹³  fu³¹ʔo⁵⁵  vɛ⁵⁵ ka³³ la³³. 

    布  兩 尺  趕快 買 帶 來 

    擬表達：趕快去買兩尺布！ 

  c.* fu³¹ʔo⁵⁵ ʔmɛ⁵⁵ nɯ³¹tʂhɿ¹³  vɛ⁵⁵ ka³³ la³³. 

    趕快 布  兩 尺   買 帶 來 

    擬表達：趕快去買兩尺布！ 

在（52a）中，名詞ʔmɛ⁵⁵“布”和度量短語 nɯ³¹tʂhɿ¹³“兩尺”被方式狀語 fu³¹ʔo⁵⁵

“趕快”隔開，兩者無法構成“名數量”結構，這時句子合法。當名詞ʔmɛ⁵⁵“布”

和度量短語 nɯ³¹tʂhɿ¹³“兩尺”挨在一起時，句子都不成立，例如（52b）（52c）

所示。臘羅彝語為 SOV 語序的語言，論元都必須放在謂語前，例（52b）不合

法是因為名詞“布”是論元成分，必須放在方式狀語“趕緊”的前面，（52c）不

合法是因為度量短語需要放在離謂語動詞最近的位置。從上例可知，臘羅彝語

的度量短語雖然語義上指向相關名詞成分，但句法上修飾動詞，具有謂詞性，

不是論元成分。漢語度量短語可以直接充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而臘羅彝語的

度量短語不可以直接充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原因是兩種語言中度量短語的句

法屬性不同。漢語中，充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度量短語是體詞性的，臘羅彝語

中的度量短語永遠是謂詞性的，謂詞是不能充當論元的，所以臘羅彝語中的數

量短語永遠無法充當程度論元。（53）這樣的表達，永遠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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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⁵⁵mu¹³  nɯ³¹mi³¹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兩米  高  示證  

   擬表達：阿木兩米高。 

漢語和臘羅彝語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在程度疑問句和程度感歎句中，由 wh-

算子約束程度變量。漢語中，疑問代詞“多”同時也可以用作感歎標記。由“多

+A”構成的程度感歎，始終蘊含“x 具有 A 屬性”的語義，即具有評價性解讀，

而由“多+A”構成的程度疑問，當 A 為表維度義的正極形容詞時，得到的是客

觀度量的解讀，這時沒有評價性解讀，疑問程度高。表度量的負極形容詞以及

其他類型的形容詞在“多+A”構成的程度疑問句具有評價性解讀。臘羅彝語程

度疑問和程度感歎數目不平衡，有專門用於詢問客觀量的疑問代詞 a³¹da⁵⁵，此

外，表示方式的疑問代詞 a³¹sɿ⁵⁵可以用於詢問程度，但是需要跟具有評價義的成

分組合，通過標記性成分來強調個體具有很高的程度之義。同樣是詢問程度的

眾多疑問代詞中，只有 a³¹sɿ⁵⁵發展成為了感歎標記。Rett（2009, 2011）指出，評

價性是感歎語義的組成部分，臘羅彝語疑問代詞 a³¹da⁵⁵的主要功能是詢問客觀

量，跟程度感歎的評價性語義不匹配，所以沒有發展成為感歎標記。臘羅彝語

的程度感歎，除了具有 wh-成分之外，句末必須添加新異標記，詮釋了感歎句包

含的兩個語義內涵：報道信息以及表達感情（意外驚訝）。 

綜上，漢語和臘羅彝語都具有語義類型為<d, et>和<e, t>的形容詞，<e, t>類

的形容詞其程度論元 d 已經在詞庫裡得到滿足，不在句法中體現，而<d, et>類

的等級形容詞在句法中實現程度論元 d。漢語實現程度論元的方式有兩種：由語

義類型為d的度量短語直接填充程度論元或通過約束程度變量來滿足程度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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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羅彝語只有一種，即通過約束程度變量來實現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下表

為漢語和彝語原級形容詞謂語句中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歸納表。 

圖表 10 漢彝等級形容詞程度論元實現方式歸納表 

 直接填充 間接約束 

漢語 度量短語 

顯性原級程度語素（“很 1”） 

程度副詞（“很 2”） 

程度疑問詞（“多”） 

程度感歎詞（“多”） 

彝語   — — 

隱性原級程度語素 POS 

量化詞（數量短語，多量表達（tʂhɿ³¹ʑo³¹/mɛ¹³） 

程度疑問詞（a³¹sɿ⁵⁵/a³¹da⁵⁵） 

程度感歎詞（a³¹sɿ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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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彝等比結構的對比分析 

等比句表示兩個比較對象在某一屬性上的程度等同或近似。Haspelmath & 

Buchholz（1998）、Henkelmann（2006）以及 Haspelmath（2017）從類型學的角

度對等比結構進行了描寫和分類，其中 Haspelmath（2017）基於 119 種語言樣

本，把等比結構歸納為六種基本類型，如下表所示。 

圖表 11 等比結構的六種基本類型 

等比結構的類型 對應的例句 

1.僅使用基準標記 Kim is tall [like Pat]. 

2.使用程度標記和基準標記 Kim is [equally tall] [as Pat]. 

3.比較主體與基準聯合 [Kim and Pat] are [equally tall]. 

4.用“達到/相等”概念的動詞做主要謂語 Kim [reaches/equals Pat] in height. 

5.比較主體與基準聯合做主語，用“達到/

相等”概念的形容詞做主要謂語 

[Kim and Pat] are equal (to each other) 

in height. 

6.用“達到/相等”概念的動詞作次要謂語 Kim is tall [reaching/equaling Pat]. 

Haspelmath 指出等比句的跨語言研究相對困難，針對等比句的描述也相對

匱乏，因此等比句的類型學研究沒有差比句那麼完善。 

Chappell（2017）考察了汉语族语言（Sinitic Language）（汉语方言）以及东

南亚语言后总结出汉语族语言中最常见的三种等比结构為：联合型（I 型），“有”

字句（II 型），“像”字句（III 型）。I 型对应 Haspelmath 的類型 3，II 型從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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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本对应于 Haspelmath 的類型 4、5、6，III 型被视为东亚、东南亚地区最具

代表性的一种等比结构。具體示例如下表所示， 

圖表 12 漢語族語言等比結構的類型 

句型 句法結構 

I    聯合型（CONJOINED） [ CMP  STM  ST  DEGR  PARAM ] 

  我   跟     他  一樣   高。 

II  “有”字句（HAVE） [ CMP  STM  ST  DEGR  PARAM ] 

  我   有     他  那麼   高。 

III  “像”字句（RESEMBLE） [ CMP  STM  ST  DEGR  PARAM ] 

  我   像     他  那麼   高。 

除了句法結構類型方面的分類研究，Rett（2015, 2018）從不同結構所對應

的語義解讀以及相同結構中不同構成成分對語義解讀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詳細

研究。Rett（2015）把等比結構所表達的語義類型概括為弱解读（weak 

reading）、精確性解讀（exact reading）和評價性解讀（evaluative reading）三種

類型。弱解读是指比較主體和比較基準的程度值排序關系為 ≥ 或 ≤，前者稱

為“至少”（at least）解讀，後者為“最多/至多”（at most）解讀，二者統稱

為弱解读。英語例句“Kim is as tall as John”對應的語義解讀為“Kim 至少和

John 一樣高”，其真值條件為 Kim 身高的最大值大於或等於 John 身高的最大

值。精確解讀則是指比較主體和比較基準在同一維度上所具有的程度值相等。

Rett 認為凡是由表“相等”概念的成分構成的等比結構一般具有精確性解讀即

比較對象程度值之間的關系為“=”。評價性解讀指的是在等比結構中，比較

主體和比較基準在某一維度上具有的程度值相等且大於或等於語境中的某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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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值，如“Kim is tall like Pat”表達的語義為“Kim 和 Pat 一樣高，且 Kim 的

身高大於等於人們經驗知識中謂之為‘高’所應具有的一個基準值 ds。Rett

（2015）還注意到同一結構不同構成成分也會影響等比語義的解讀，比如英語

中由“as…as”引導的等比句，隨著等比對象句法成分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語

義解讀，當比較基準為名詞短語或是子句時，得到的是“至少”的解讀，當比

較基準為度量短語時，得到“最多”的解讀。 

以上是目前從跨語言角度對等比結構的句法結構以及語義解讀的主要研究

成果。儘管語言類學家概括總結了多種等比結構的類型，但是如果從程度語義

學理論視角來看，有些等比結構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比較範疇，如 Haspelmath

（2017）給出的第三種類型“比較主體與基準聯合”以及 Chappell（2017）列出

的聯合型等比結構。我們將在下面的討論中對此進行詳細分析。本章將從程度

語義學的理論視角對漢語和臘羅彝語的等比結構進行考察，對比分析其句法結

構以及語義解讀。 

關於比較結構的組成要素，本文主要參照 Haspelmath（2017）的分析進行

標註，包括比较主体（comparee 简寫為 CMP），比较基准（standard 簡寫為 ST），

基准标记（standard marker 簡寫為 STM），比较参数（Parameter 簡寫為 PM）以

及程度标记（degree marker 簡寫為 DEG，简称），如例句（1）所示: 

（1）Kim is  as  tall  as  John. 

CMP  DEG PM  STM ST 

  Kim 跟 John 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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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漢語等比結構 

學界對漢語等比句的研究，仍以描寫為主，形式化分析仍不多見。 

黃健秦（2010）指出，現代漢語等比標記來源於語法化程度不盡相同的框式

介詞，由前置詞和後置詞共同組配而成。其中前置詞可分為三類：“像”類動

源，由比擬而來；“跟”類介源，由比較而來；“有”類動源，由企及、達到義

而來。後置詞可分為‘似’系動源（似的）、‘般’系形源（一般/一樣）、‘那’

系代源（這麼/那麼/這樣/那樣）三類。正好對應於 Chappell（2017）歸納的三種

等比結構類型。朱德熙（1981）認為“跟……一樣”結構從意義上，可以表比較

和比擬兩種，並且從重音位置，內部構造，否定形式，句式變換方面對兩種不同

語義的結構進行了考察。這對後來的研究者產生了極大影響，在此基礎上，後

來的學者對這些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擴展和補充（李成才 1991; 李向農 1999; 

李劍鋒 2000; 肖奚強、鄭巧斐 2006; 裴雨來 2011）。在生成語法方面，郭潔（2012）

把“和/跟/同……一樣”結構中的“一樣”分析為等比程度語素，位於程度中心

語位置，形容詞為其補足語，二者一同構成了形容詞擴展的投射 DegP。我們認

為漢語“跟……一樣”結構中的“一樣”具有不同類型的功能，等比程度語素

只是其中一個功能。下節我們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由“有”字構成的“X+有+Y+G（形容詞）”結構，目前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認為“X+有+Y+G”屬於等比結構，類似于英語的“as…as”結構（Xie 

2014），另一種則認為不屬於比較範疇（熊仲儒 2016），最後一種觀點處於二者

中間，根據 Y 的構成成分來區分是否屬於比較，當 Y 為表示度量衡的數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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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度量衡作用的數量名結構時不屬於比較，反之則為比較（张豫峰 1999; 刘

苏乔 2002; 陳維娟 2018）。我們同意第一種觀點，不論 Y 為何種成分，整個結

構屬於比較範疇。 

下面主要討論“跟……一樣……”相關格式的等比結構以及“X+有+Y+G”

之“有”字句。因為“跟”、“和”、“與”等一系列詞既可以是連詞也可以

是介詞，跟“一樣”組合時構成的結構無論在句法還是語義上的表現基本一致，

所以我們用“跟……一樣……”，也可大致說明“和/同/與”的問題。 

4.1.1 “跟……一樣……”結構 

朱德熙（1981）根據重音，把“跟……一樣……”分為比較和比擬兩類，重

音在“一樣”後面的謂詞上時，表示兩事物相同，是比較；重音在“跟”後面

的名詞上，表示的是兩事相類，是比擬。如下例所示： 

（2）這兒的耗子跟貓一樣大。 

朱德熙認為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讀，重音在“大”上面的時候，表示比較，

表達的意思是這兒的耗子大小跟貓相同，重音在“貓”上時，表示比擬，用貓

來比擬耗子之大。此外，可以從結構上對比較和比擬進行區分,表比較的結構為：

“[（跟+N）+（一樣+P）]”，表比擬的結構為：“[[跟+（N+一樣）]+P]”。朱

德熙還指出表比擬的結構不存在相應的否定式，表比較的結構不能被“像……

似的”結構替換。在此基礎上，李成才（1991）、李向農（1999）、李劍鋒（2000）

和肖奚強、鄭巧斐（2006）等提出了一系列區分兩種不同結構的方法。綜合起

來，比較和比擬兩種語義在句法上的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a.重音位置；b. 對應

否定式；c.主體與客體的互換。我們對這三個方面的區別做一個簡單介紹。 

首先是重音位置，相關分析見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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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對應的否定式。表比較的句子具有相應的否定式，而表比擬的句子

一般沒有對應的否定式。如下例所示，（3a）為比較句，有對應的否定形式（3a’）；

（3b）為比擬句，相應的否定形式（3b’）接受度很差，一般不會使用這樣的表

達。朱德熙（1981）指出比喻的立足點只能是同，不能是異。X 和 Y 屬於不同

範疇的兩類事物，打比喻的時候，只能說某個事物跟什麼一樣，不能說它跟什

麼不一樣，因為沒有了相似點，句子也就沒有意義。因此，表比擬的句式沒有跟

它對應的否定形式。朱德熙（1981）進一步指出如果硬是要加否定詞，而且這樣

造成的句子還能接受的話，實際上已經由比擬轉為比較了。 

（3）a. 他跟他爸爸一樣高。    a’. 他跟他爸爸不一樣高。 

   b. 他跟彌勒佛一樣胖。    b’？？他跟彌勒佛不一樣胖。 

郭熙（1994:25）認為“A 跟 B 不一樣 X”結構中，“不一樣”後面只能跟表

示“度量”的單音節形容詞，比如“多、高 、長 、厚 、寬、大 、重”等。肖

奚強、鄭巧斐（2006）也指出當 X 是正極性維度形容詞時“A 跟 B 不一樣 X”

才有可能被接受。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的現代漢語語料庫（CCL）中提

取的相關否定句顯示，能夠進入該格式的形容詞非常之少，實際語料中的用例

很難尋覓。 

最後，主體和客體是否能換位也是一個檢測標準。一般情況下，表比較的結

構中，X 和 Y 互換後，句子仍然成立（雖然語義解讀上會有一定影響，但互換

位置後句子仍然成立）如例（4）所示，而比擬句中 X 和 Y 位置不能調換，如

例（5）所示，本體和喻體有固定的順序，一般不能互換，換了以後就不構成比

擬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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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張三跟李四一樣白。    b. 李四跟張三一樣白。 

（5）a. 張三的臉色跟紙一樣白。   b.？？紙跟張三的臉色一樣白 

李劍鋒（2000）考察了“跟……一样”及相关句式表達比較與比喻意義的

不同能力，認為“跟……一样”及相关句式存在模糊的中間狀態，可能是比擬，

也可能是比較，影响這兩種意义的因素是相關標記的語法化程度以及兩個名詞

短語的指稱和範疇特征。 

在形式語義學中，對比較和比擬具有不同的語義刻畫。Rett（2018）把英語

中的等比結構分為“實比”（specific equatives）和“虛比”（generic equatives）

1。“實比”對應於比較，“虛比”對應於比擬。“虛比”跟相似（similatives）

結構具有相同的語義推導。我們先來看英語相似結構的相關語義分析。 

（6）Jane danced as Bill danced. 

（7）a. [[Jane danced]] = [[Opρ Jane danced ρ]] = λm∃e [e = danced (jane)∧R 

   (e, m)] 

   b. [[as Bill danced]] = [[as Bill danced ρ]] = λm’∃e’ [e’ = danced (bill)∧

    R (e’, m’)] 

   c. predicate modification: λm∃e, e’ [e = danced (jane)∧R(e,m)∧e’ =  

   danced (bill)∧R (e’, m’)] 

   d. existential closure: ∃m, e, e’ [e = danced (jane)∧R (e, m)∧e’ = danced 

    (bill)∧R (e’, m’)] 

 
1  我們採用刘焱（2004:39-40）的“實比”與“虛比”的概念來對應 Rett 的 specific equatives 和

generic equatives，實比即表比較，虛比即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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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t（2018:24） 

例（6）中，不管是 as 前面的主句還是 as 引導的從句，都可以看成是關系

從句。ρ 是一個類轉換算子（type-shifter），其功能是使一個事件轉換為謂詞，即

通過拉姆達抽象將事件的方式論元提取出來使之變成未飽和的事件，R 表示的

是一種關系（a relation），代表事件 e 和方式 m 之間存在關系。通過謂詞修飾操

作，使兩個關系從句都跟某個方式關聯起來。（7a）表達的是珍妮以某種方式在

跳舞，（7b）表達的是比爾以某種方式在跳舞，通過謂詞修飾機制得到二者的語

義交集：兩者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跳舞。最後通過存在封閉，得到（7d），當且僅

當珍妮跳舞的方式跟比爾跳舞的方式相同時，例（6）為真。 

謂詞修飾（predicate modification）2和存在封閉（existential closure）是兩種

語義組合機制。Heim 和 Kratzer（1998）提出的“謂詞修飾”機制的基本思想是：

修飾結構的語義組合都通過謂詞修飾進行，謂詞修飾規則本質上是一種交集類

語義操作。 

Rett（2018）指出英語中“虛比”句跟相似結構的標記都為“as”，二者的

語義推導具有相似性。“虛比”的語義重點不在兩事物的程度比較上，而是表

達兩事物具有相似的屬性，也可以通過組合規則中的謂詞修飾和存在封閉機制

來實現形式語義刻畫，具體步驟如下例所示， 

（8）Jane is white as snow. 

（9）a. [[Jane is white]] = [[Opρ Jane is white ρ]] = λP∃e [e = white(jane)∧ 

    R (e, P)] 

 
2  更多分析詳情參看 Heim 和 Kratzer (1998)第四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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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s snow is white]] = [[as snow is white ρ]] = λP’∃e’ [e’ = white(snow)

    ∧R (e’, P’)] 

   c. predicate modification: λP∃e, e’ [e = white(jane)∧R (e, P) ∧ e’  

    = white(snow)∧R (e’, P’)] 

   d. existential closure: ∃P, e, e’ [e = white(jane)∧R (e, P) ∧ e’ =  

    white(snow)∧R (e’, P’)] 

               Rett（2018:25） 

ρ 是一個類轉換算子（type-shifter），在這裡是使一個事件轉換為未飽和的事

件，R 表示的是一種關系（a relation），代表事件 e 和屬性 P 之間處於某種關系

之中，這種關系類似於事件和方式 m 之間的關系，或者事件和時間 t 之間的關

系，而例（8）中表示的是事件和屬性之間的關系。（9a）表達的是珍妮具有白的

屬性，（9b）表達的是雪也具有白的屬性，“珍妮白”和“雪白”這兩個事件處

於相似屬性之中，通過謂詞修飾機制將二者合併在一起，如（9c）所示，最後通

過存在封閉得到命題真值表達（9d），“珍妮跟雪一樣白”為真，當且僅當珍妮

白的方面跟雪相似。 

從以上語義表達式中可以看出虛比句強調的是珍妮跟雪在白的方面類似，

而不是說二者白的程度值相同。並且雪的白是一種物理屬性，天生固有，在人

們的經驗世界中，雪“白”的程度在“白”這個度量軸上處於接近無窮大的範

圍，即高於人們認為能稱之為“白”這個水準的一個標準值。如果說珍妮皮膚

白的程度跟雪白的程度存在某種相似之處，那麼珍妮白的程度也一定超過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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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的皮膚白的基準值，換言之，二者相似之處可以表述為雪白的程度和珍妮

皮膚白的程度都大於某個基準值 ds，這裡的謂詞“白”具有評價性解讀。 

同樣，漢語比擬結構的語義組合形式也可借鑒英語“虛比”句的相關分析，

如例（11）所示。不同的是，在漢語中，“一樣”的語義功能類似謂詞修飾規則，

是一種交集類語義操作，即將心硬的屬性和鐵硬的屬性之間聯繫起來，使兩個

事件處於相似的屬性中。 

（10）他的心跟鐵一樣硬。 

（11）a. [[他的心硬]] = [[Opρ 他的心硬 ρ]] = λP∃e [e = 硬(他的心)∧R(e,P)] 

  b. [[跟鐵硬]] = [[跟鐵硬 ρ]] = λP’∃e’ [e’ = 硬(鐵) ∧R (e’, P’)] 

  c. [[一樣]] = λP∃e, e’ [e = 硬(他的心)∧R (e, P) ∧e’ = 硬(鐵)∧ 

   R (e’, P’)] 

  d. 存在封閉: ∃P, e, e’ [e = 硬(他的心) ∧R (e,P) ∧e’ = 硬(鐵)∧ 

    R (e’, P’)] 

（11a）表達的是他的心具有的硬的屬性處於某種範圍中，（11b）表達鐵的硬度

也處於某種範圍中，“一樣”說明這兩個事件具有相似的屬性，所以通過謂詞

修飾機制使二者合併在一起，如（11c）所示，表示心硬的屬性和鐵硬的屬性具

有相似的屬性範圍，最後通過存在封閉得到命題的真值表達（11d），“他的心跟

鐵一樣硬”為真，當且僅當他的心硬的屬性跟鐵硬的屬性類似。鐵硬是物理屬

性，天生固有的典型屬性，如果把世上所有東西的硬度進行測量，那麼鐵硬的

程度一定排在絕大部分東西前面，即鐵硬的程度大大超過一般成員。如果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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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屬性跟鐵硬的屬性類似，那麼他心硬的程度也一定大大超過人們公認的社

會平均值 ds，因此也具有評價性解讀。 

除了比擬為典型物理屬性之外，漢語中往往還具有其他方式的比擬。雪的

白，冰的冷，鐵的硬是天然屬性，自帶評價性屬性。還有一種類比，其類比的屬

性不是天然形成的固有特征而是人們經驗知識中形成的對某一類物種公認的顯

著屬性，如豬的胖，狗的忠誠，狐狸的狡猾。“他跟豬一樣胖”、“他跟狐狸一

樣狡猾”，這樣的比擬句，不管形容詞出現與否，最後都可以得到比較主體在

所類比的屬性上具有很高的程度值，大大超過語境中公認的基準值 ds 之義，其

功能相當於程度副詞，語義表達式跟天然屬性的那類分析相同。最後一種，所

類比的屬性不是事物的天然屬性，也不是公認的典型屬性，而是實際的狀況。

比如，“這兒的耗子跟貓一樣大”，跟前兩種類比不同，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

耗子和貓在個頭方面具有相似屬性而是說這兒的耗子太大，大到跟貓一樣。朱

德熙（1981）也曾提到過，“這兒的耗子跟貓一樣大”這個句子具有歧義，既可

以表達比較也可以表達比擬。現實世界中是可能存在有貓一樣大小的耗子，這

時是實比，表達的是耗子和貓具有相同的個頭，大的程度相同，也可能只是表

達這兒的耗子如此大，大得像貓一樣，實際上沒有貓大，只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這時強調的不是“一樣大”而是“大”。漢語的這種比擬句類似於英語中的

“so…that”句，得到評價性解讀，即這兒的耗子的大小超過了人們公認的可以

稱之為“大”的耗子的大小。這三種類型的比擬句，最後的語義都有一個共同

點：個體所具有的程度值大大超過了公認的基本水準。而比較（等比），強調的

是兩個比較對象在某種屬性上的程度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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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Rett（2018）的“虛比”（generic equatives）不能包含漢語所有

比擬句的類型，漢語比擬句比英語的豐富。漢語“跟……一樣……”結構在表達

比擬時與英語的“so…that”相似，但英語的“so…that”句不包含在 Rett（2018）

的“虛比”中。 

英語中，等比標記用“as…as”，類比標記只用一個“as”，而在漢語中，

等比和類比使用相同的標記，可以共用“X 跟 Y 一樣 A”結構。比較和比擬的

語義判斷依賴於多個因素，包括標記詞的虛化程度，重音的停頓位置，所涉及

名詞成分的範疇以及指稱等。在語義上，比擬（虛比）是通過修辭手段表達所述

個體之間具有類似屬性，語義上具有跨語言共性。比擬強調相似，比較強調相

同，形式語義學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刻畫來區分這兩種語義。 

表實比的等比結構表達的是兩個比較對象在某一屬性上的程度值相等，相

應的語義表達以及形式刻畫如下所示： 

（12）張三跟李四一樣高。 

（13）a. [[張三]] =張三 

  b. [[跟李四]] =李四 

  c. [[高]] = λdλx.高（x） ≥ d 

  d. [[一樣]] = λG<d,et>λyeλxe.max(λd1.G(d1)(x))=max(λd2.G(d2)(y)) 

   f. [[張三跟李四一樣高]] = 1 iff max. {d1: 張三的高度 ≥ d1} = max. 

     {d2:李四的高度 ≥ d2} 

von Stechow（1984）認為等比句的語義和差比句非常相似，它們之間唯一

的區別在於所涉及到的“順序關系”不同。差比為“>”，而等比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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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中所有成分的語義表達式以及語義組合過程如（13）所示，主語“張

三”表示人物張三，介詞“跟”，如同英語差比句中的“than”，不帶有任何語

義，介詞短語“跟李四”表示人物李四，形容詞“高”表示個體 x 和 x 的身

高 d 之間的關系。最後，等比程度語素“一樣”是帶有三個語義論元的函數，

其語義論元依次為：由形容詞指示的維度論元 G，由比較基準指示的個體論元 

y，以及由主語指示的個體論元 x。當程度中心語“一樣”與其所有論元結合時，

得到等比句“張三跟李四一樣高”的真值條件表達式（13f），即當且僅當張三的

高度等於李四的高度時，例（12）為真。 

句法上，根據短語結構理論（Abney 1987; Corver 1997; Borer 2005），詞彙

範疇的最大投射為與其具有相同特徵的功能投射，即名詞的最大投射是 DP，動

詞的最大投射是 vP，那麼形容詞的最大投射為 DegP。郭潔（Guo 2012），顧陽、

郭潔（Gu & Guo 2015）採用形容詞的最大投射為 DegP 的觀點，把“跟……一

樣”結構中的“一樣”分析為程度中心語 Deg，形容詞為其補足語，“一樣”

先跟形容詞“高”組合，再跟比較基準“李四”組合，構成 DegP，最後跟比較

主體“張三”組合。形容詞跟等比程度語素“一樣”組合，構成擴展的投射

DegP，等比程度語素“一樣”為 DegP 的中心語。例（12）的句法結構如例（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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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P 

    3 
   DP    I’ 

  5   3 
  張三   I  DegP 

        3 
       PP    Deg’ 

      3  3 
      P  DP  Deg  AP 

      !   5 !  ! 
      跟  李四 一樣 A 
            ! 
            高 

以上是“跟”為介詞時的分析，“一樣”為等比程度語素標記，這時的

“跟……一樣”結構相當於英語的“as…as”。 

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多學者只注意到了“X 跟 Y 一樣 P”這一結構所

表達的比較和比擬兩種不同語義時的區別，很少討論到“X 跟 Y 一樣 P”在不

表比擬時，內部結構也可分裂成兩種不同形式。當“跟”為連詞時，“X 跟 Y

一樣 P”的內部結構為“[（X 跟 Y）+（一樣+P）]”，當“跟”介詞為時，其

內部結構為[X + [（跟 +Y）+（一樣+P）]]”。這兩種不同內部結構在副詞添加

以及問句測試等方面都有不同表現，比如，當“跟”為連詞時，副詞“的確”

可加在“一樣”前面，如例（15b）所示；當“跟”為介詞時，副詞加在“跟”

前，如（15c）所示。其他類型的副詞的添加位置也一樣，這裡不贅述。 

（15）a. 張三跟李四一樣高。 

  b. 張三跟李四的確一樣高。 

  c. 張三的確跟李四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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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不同內部結構的“X 跟 Y 一樣 P”，所對應的提問方式也不同。當

“跟”為連詞時，提問方式為（16）；當“跟”為介詞時，提問方式為（17）。 

（16）Q: 張三跟李四誰高？   A: 張三跟李四一樣高。 

（17）Q: 張三跟誰一樣高？   A: 張三跟李四一樣高。 

在現有研究中，有些學者觀察到“跟”為介詞和為連詞時具有不同的句法表

現，但還未從本質上進一步區分“跟”為介詞和連詞時，所表達的不同語法意

義，一般都籠統地歸為比較。本文認為，當它為連詞時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比

較。在程度語義學理論框架下，等比語義的實現，需要有兩個比較對象參與比

較過程，具體操作過程為：先計算出比較主體在形容詞所指涉的維度上具有的

程度值，然後再計算出另一個比較對象（比較基準）對應的程度值，然後對二者

的大小進行比較，得出比較結果“＝”。等比程度語素通過明確比較對象的程

度值之間的關系來約束程度變量。 

當“跟”為連詞時，“X 跟 Y 一樣 P”表達的是存在一個程度值，複數主

語所表達的每個成員都具有該程度值，不強調每個成員所具有的程度值之間的

大小關系，而是突出每個成員無一例外地具有某個相同的程度值。這時的“一

樣”不是等比程度語素標記 as，而更像是一個表示具有相同程度值的副詞，類

似於英語的 equally，跟形容詞一起組合成一個集合性謂詞（collective predicate），

要求主語必須為複數形式，表示複數主語中的每個個體都具有相同的程度值。

集合性謂詞句中表達事件主體的主語須由複數名詞短語充當，例如“合

買”“是夫妻”等。單個的人無法說合買，單個的人無法成為夫妻（黃瓚輝 

2020）。同樣的，單個個體無法成為謂詞“一樣高”的主語，主語必須是複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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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說明的是，當“跟”為介詞時，“跟 Y 一樣 P”共同構成謂語。裴雨

來（2011）對此做過相關論述，他認為當“跟”是介詞時，述謂性成分屬於複雜

謂語結構；“跟”為連詞時，句子為普通的單謂語結構。即當“跟”為介詞時，

“跟 Y 一樣 P”構成複雜謂語，當“跟”為連詞時，“X 跟 Y”構成論元，“一

樣 P”為簡單謂詞。 

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d, et>，在實比（等比）句中，程度變量受到等比語素

的約束，從而滿足了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虛比時，句子表達的不是個體程度值

相等之義，那麼形容詞的程度論元是怎麼實現的呢？表比擬時，比較標準往往

是類指名詞性成分，這種類所具有的屬性特徵往往是顯著的突出的，通過特殊

的修辭手段（比喻，誇張）突出類比的主體在所類比的屬性上具有顯著性，即比

較主體在某一屬性上具有評價性特徵。從程度語義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個體所

具有的程度值大大高於人們公認的基本水準，跟程度副詞的功能相近。如“珍

妮的皮膚跟雪一樣白”，雪是天生的白，是一種類屬特徵，固有特徵，是自然進

化而成的典型屬性特徵。通過使用類比，折射出珍妮的皮膚在白這個屬性上的

程度值高於同類的一般成員而突出。再如“張三和豬一樣胖”，豬的胖，是整

個類在人們經驗知識中形成的典型特徵，主觀形成的屬性特徵，如果其他個體

或是事物跟豬的典型屬性“胖”相類似，那麼這個個體所具有的可測量的肥胖

的程度值高於語境中的一般成員。“這兒的耗子跟貓一樣大”這類的句子，通

過重音來區分比擬，其真正語義類似於英語的“so…that”句型，表達的是程度

高之義，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依舊可以通過語境中公認的基本水準而得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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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X 跟 Y 一樣 P”結構，既可以表達比較也可以表達比擬，比較和比

擬的語義判斷依賴於多個因素，包括標記詞的虛化程度，重音的停頓位置，所

涉及名詞成分的範疇以及指稱等。可以通過對應否定式以及主體與客體的互換

等進行測試。形式語義學對比較和比擬具有不同的語義刻畫，可以從形式上一

目了然地對這兩種語義進行區別。其次，當“跟”為連詞時，“X 跟 Y 一樣 P”

結構不屬於比較範疇，“一樣”不是等比程度語素（如英語中的等比程度語素

“as”），而是表示程度值相同的副詞，類似於英語中的 equally。 

綜上，“X 跟 Y 一樣 P”具有三種語義，比較（等比），比擬和等同。當

“跟”為連詞時表達複數個體無一例外地具有“等同”程度之義，當“跟”為

介詞時，表達比較和比擬。比擬類型可以細分為三類，一類是所涉及的屬性是

喻體本身自帶的天然屬性，一類是在人們經驗世界中公認的典型屬性，第三類

為主要通過重讀來強調等級屬性之高，類似於英語的“so…that”之義。 

4.1.2 “有”字句 

“有”字句既可以表達領屬、存在、包含等關系，也可以表達數量關系，表

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程度（袁毓林等 2009）。劉丹青（2011）重點討論了表“領

屬關系”的“有”字句，認為“有”字領有句具有表褒義和表主觀大量的語義傾

向，李旭平（2019）探討了“有”字句所表達的存在命題的特點，並且認為“有”

字句中的名詞具有謂詞性特點。本章重點考察的是表達數量關系的“有”字句，

如例（18）所示， 

（18）a. 張三有兩米高。     b. 張三有李四那麼聰明。 



 

111 

 

朱德熙（1982:169-170）把例（18）歸為由動詞“有”組成的連謂結構，“有”

為 V1，形容詞為 V2，這類句式表示“量度”，“有”的賓語既可以是數量也可

以是單獨的名詞或代詞。本文所考察的“有”字句主要為表量度的“有”字句。 

對量度“有”字句的討論，目前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量

度“有”字句屬於等比結構（Xie 2014），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度量“有”字句不

屬於比較範疇（熊仲儒 2016），第三種則認為包含表度量衡的數量結構的“有”

字句例（18a）不屬於比較，只有例（18b）這樣的表達才屬於比較（刘苏乔 2002，

陳維娟 2018）。第三種觀點主要是從對外漢語教學方面來討論，所以本文主要

對前兩種觀點進行詳細闡述。 

解志國（Xie 2014）認為量度“有”字句屬於等比句，語義上等同于英語“as…as”

結構。並且把量度“有”字句結構概括為“X+有+Y+G”，其中 G 必須為具有等級

性的表達，比如等級形容詞。“X+有+Y+G”結構陳述的是 X 在 G 指稱的維度上

所對應的程度值等於或是超過 Y 在同一維度上所具有的程度值，X 和 Y 所對應

的程度值之間的關系為子集關系（a sub-interval/subset relation），这就是领有动

词“有”字句的程度用法。解志國認為度量“有”字句的“有”跟其他“有”

字句具有相同句法表征和語義貢獻，並且明確指出“有”後面的補足語（賓語）

成分是一個小句。基於“小句分析理論”（small clause-based），對程度用法和

非程度用法的“有”做了統一分析和解釋。 

下面來看解志國的具體分析。首先是非程度用法的“有”帶小句的分析。

以領有句為例，典型的領有句，表層的賓語是一個 DP，如例（19）所示。在基

於小句的分析中，“有”的賓語為由一個隱性謂詞以及謂詞所涉及的兩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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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小句“一本書屬於 e”，領有的解讀不是直接來自動詞“有”本身，而是

這個隱性謂詞以及謂詞所涉及的兩個對象之間的關系體現。隱性的謂詞必須包

含一個變量 e，這個變量由主句的主語約束，典型領有解讀中的隱性謂詞具有類

似“屬於 e”這樣一個含義，變量 e 最終被主語約束，與主語同標。 

（19）瑪麗 i 有（一本書[屬於 ei]）。 

解志國提出，“X+有+Y+G”中“有”的賓語（補足語）也是一個由隱性謂

詞擴展而成的小句，“Y + G”本身不是小句。理由如下： 

如果“Y + G”為嵌入小句，那麼它跟非嵌入的完整小句“Y + G”一樣，

都可以指稱一個命題。當“G”為形容詞時，G 在“Y + G”構成的命題中，以

形容詞原級或是比較級形式出現，因此“Y + G”會有原級義解讀和比較義解讀。

如（20）所示，羅德島是美國最小的島，所以“羅德島大”或是“羅德島較大”

這樣的解讀都是錯的，所以例（20）中，“羅德島大”（Y + G）不是小句。 

（20）新澤西的面積有羅德島大。 

其次，G 可以被倍數或約數修飾，如例（21）所示， 

（21）在學校，張三只有他妹妹一半用功。 

“他妹妹一半用功”是不能獨立成句的，證明被“一半”修飾的“用功”不是

謂詞。 

另外，G 在領有等比結構中不能被其他程度副詞修飾，如例（22）所示， 

（22）a. *張三有李四很高。     b. *張三有李四更高。 

這跟非嵌入小句中的普通形容詞不一樣。“Y + G”本身不構成小句，G 不是謂

詞。“Y + G”是被一個等比程度形態擴充形成的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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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ierwisch（1989）、Kennedy（2001）以及 Schwarzschild & Wilkinson

（2002）對程度的分析，程度不僅僅代表量級上的一個刻度值，而是量級上的一

個區間，即量段。Bierwisch（1989:113）給出了如下圖示來說明兩個個體在形容

詞所投射的量級上的程度比較。d1 和 d2 是個體 V1 和 V2 在相同量級上的投射，

d1 和 d2 從相同的起點（零點）出發向相同方向擴展，d1 所代表的量段和 d2 所代

表的量段會有重合的部分，即具有包含關系。 

（23） 

 

Kennedy（2001）從集合論的角度認為，量級上的任何兩個程度區間之間可

以被定義為子集關系。因此，在相同量級上的任意兩個程度值的比較可以理解

為子區間（sub-interval）關系。 

基於上述理論，解志國認為領屬等比結構“X + 有 + Y + G”表達的是個

體 Y 和個體 X 在 G 指涉的維度上投射的程度值之間的關系具有子區間關系，

即把程度值看成一個集合，Y 所代表的程度集合是 X 所代表的程度集合的子集。

舉個例子，張三代表 X，張三的哥哥代表 Y，張三身高為一米八，張三的哥哥的

身高為一米七五，零到一米七五構成的集合是零到一米八構成的集合的子集。

在這種情況下，例（24）的命題表達為真，反之則不成立，如例（25）。 

（24） 張三有他哥哥高。 

（25）*張三的哥哥有張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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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有”字句中的領有動詞“有”無法設立兩個程度之間的子區間關系，

這個關系由“有”後的賓語小句中的隱性謂詞提供。這個小句中必須包涵一個

跟主語同標的變量。解志國對例（24）中“有”的補足語小句“他哥哥高”的

句法結構分析為（26），e 代表主語“張三”，變量 e 跟主語同標。Deg 此時表

示的是集合和集合之間的關系。 

（26）      S 

      3 
     DP    AP 

     5  3 
    他哥哥  DegP   AP 

      3   5 
     Deg    DP  高 

   是一個子區間/子集  ei 

解志國的這種分析明確了“有”後面成分的具體屬性：小句賓語，並且對

所有包含“有”字句的相關結構從小句理論角度做了統一分析和解釋。從量級

投射構成的程度區間角度，證明了量度有字句為比較句，表達的是個體 Y 和個

體 X 在 G 指涉的維度上投射的程度值之間構成子區間關系，即 dx ≥ dy。 

熊仲儒（2016）則認為量度有字句不屬於比較句，即不屬於等比句。具體論

述如下： 

量度有字句由動核（形容詞）、客體論元、量度範疇、度量論元、達到範疇

等構件組成，以“張三有兩米高”和“張三有李四那麼聰明”為例，“張三”

為客體論元，“有”屬於達到範疇，“兩米”以及“李四”為度量論元，“那

麼”為量度範疇，“高”和“聰明”是動核。度量“有”字句的句法結構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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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 [AccP [DP 張三 1][Acc’[Acc 有][DegP [NumP 兩米][Deg’ [ Deg][APt1 高]]]]] 

  b. [AccP [DP張三 1][Acc’[Acc有][DegP [DP  李四][Deg’ [那麼 Deg][AP t1 聰明]]]]] 

“高”或是“聰明”首先跟它的客體論元“張三”合併組成 AP；接着量度

范畴“那么”或是零形式的度量範疇跟 AP 合併，生成 Deg’；Deg’再跟度量

論元“兩米”或“李四”合併組成 DegP；DegP 再跟达到范畴 Acc 合併，生成

Acc’；达到范畴会激发“張三”移到它的指示语位置，生成的句法結構用 AccP

标记。扩展形容词的是量度范畴 DegP，DegP 的中心語可以是指示代詞“那麼”

或是空成分，形容詞沒有受到比較範疇的擴展，达到范畴与量度范畴使得量度

有字句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某种程度，而不是比較。漢語“有字句”相當於英

語的“John is six feet tall”，不表示比较，其中的“李四”并非比较基准，而是度

量论元。熊仲儒（2016）還指出“有”是达到范畴的语音形式，是有意义的。达

到范畴作为一种功能范畴，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没有语音实现，進而認為“這

扇門有兩米寬”、“這扇門兩米寬”、“這扇門寬兩米”具有相同的底層結構，

如下例所示， 

（28）a. [AccP[這扇門 1][Acc’[Acc 有][DegP [兩米][Deg’[Deg  ][AP  t1 寬]]]]] 

  b. [AccP[這扇門 1][Acc’[Acc  ][DegP [兩米][Deg’[Deg  ][AP  t1 寬]]]]] 

  c. [AccP[這扇門 1][Acc’[Acc 寬][DegP [兩米][Deg’[Deg 寬][AP  t1 寬]]]]] 

沒有“有”時，形容詞“寬”可以留在原位置，如（28b）所示，也可以通

過中心語移位移動到主語之後的達到範疇的中心語位置，如（28c）所示。當度

量論元為限定短語（DP）時，達到範疇必須要有語音實現，由於限定短語必須

有格，而時制範疇已為客體論元賦格，度量論元只能從別處獲得格。熊仲儒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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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唯一能夠為度量論元賦格的是功能範疇——達到範疇 Acc。為給度量論元賦

格，達到范畴必须有语音实现。此時，“有”的出現是為了賦格。數量短語不需

要格，所以“有”可選，且形容詞可以移位，但限定短語需要格，所以“有”必

須出現。 

（29）a. [AccP[這扇門 1][Acc’[Acc 有][DegP [那扇門][Deg’[Deg  ][AP t1 寬]]]]] 

  b. *[AccP[這扇門 1][Acc’[Acc 寬 2][DegP[那扇門][Deg’[Deg t’2][AP t1 t2]]]]] 

熊仲儒（2016）對度量“有”字句從句法結構上做了全面分析，從賦格理論

對“有”的隱現做了解釋。我們認為“有”的隱現除了賦格需要，“有”出現

與否對句子的語義解讀有影響，比如，“這扇門兩米寬”和“這扇門有兩米寬”

這兩個句子在語義上是有差異的，前者的語義為精確性解讀，即門的寬度等於

兩米，而後者是大於等於的解讀，即門的寬度大於等於兩米。它們不可能具有

相同的底層結構。 

我們讚同解志國（Xie 2014）的觀點，認為量度“有”字句屬於比較範疇，

語義上等同于英語“as…as”結構，“有”只有形式功能沒有語義內容，等比義

由一個隱性的程度語素提供。 

4.2 彝語的等比結構 

彝語甚至國內很多民族語的等比結構的介紹，多散見於各種民族語簡志以

及參考語法類的專著之中，所占篇幅很小，只限於簡單的概括描寫，如陳士林

等（1985）、王國旭（2011）、翟會鋒（2011）等。等比結構的研究，無論是漢語

還是民族語都顯得比差比結構薄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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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羅彝語中的等比結構主要有僅使用基准标记的 a³¹ɕy³¹結構以及用

dʐu⁵⁵“有”作谓語的等比結構。下面將分別介紹臘羅彝語中的這兩種等比結構。 

4.2.1 a³¹ɕy³¹ 結構 

以 a³¹ɕy³¹為基準標記構成的等比結構語序為：比较主体+比较基准+a³¹ɕy³¹+

比较参数，如下例所示， 

（30）a. u³³ ŋa⁵⁵ a³¹ ɕy³¹   ʔmu⁵⁵ mu³¹.  

     她 我 跟……一樣  高  示證 

     她跟我一樣高。 

  b. u³³ ŋa⁵⁵ a³¹ ɕy³¹    vi³³ mu⁵⁵.  

    她 我 跟……一樣  白 示證 

    她跟我一樣白。 

例（30）中，u³³“她”為比較主體，ŋa⁵⁵“我”為比較基準，a³¹ ɕy³¹句法上

標記比較基準，但是語義上與等比的程度意義關聯。位於比較基準和比較參數

中間的成分 a³¹ɕy³¹已經凝固成一個整體，在句法上與前一個成分（比較基準）一

起構成一個狀語結構，來修飾後面的形容詞成分，語義上關聯著後面的參數成

分。ŋa⁵⁵a³¹ɕy³¹“跟我一樣”可以構成一個句法成分，但是 a³¹ɕy³¹ʔmu⁵⁵（一樣高），

a³¹ ɕy³¹ vi³³（一樣白）不構成一個合法的句法成分。因為比較基準和等比標記 a³¹ 

ɕy³¹之間不能插入任何語法成分，而 a³¹ ɕy³¹和形容詞之間可以插入表程度的代詞

“那麼”，否定副詞“不”等成分。 

Haspelmath（2017）沒有單獨列出“僅有程度標記型”的等比結構，在他所

調查的上百種語言中只發現了格魯吉亞西北部地區的方言明格列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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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relian）的等比結構不使用基准標記，僅使用比較程度標記。因此

Haspelmath（2017）認為基准標記是構建等比結構必要的語法成分而程度標記並

不是必要成分。所以，我們把臘羅彝語的 a³¹ɕy³¹處理為基準標記。 

臘羅彝語基準標記 a³¹ɕy³¹中的 a³¹語義虛化得很厲害，已經無法溯源，而 ɕy³¹

的本義是動詞“像”，其基本義是指在形象上相同或有某些共同點。如例（31a）

所示，主語是“阿木”，賓語是“他（阿木的）爸爸”，di³¹為賓格標記，謂語

動詞為 ɕy³¹“像”，句末是示證標記，表示親見。例（31a）中，動詞 ɕy³¹“像”

充當主要謂詞。而例（31b）中主要謂詞為 ɣɯ⁵⁵ ɣa³³“游泳”，ɕy³¹“像”前面加

了標記 a³¹，不再充當句子的主要謂語，其語義類似於漢語的框式介詞“像……

一樣”。a⁵⁵mu¹³ ɣɯ⁵⁵ ɣa³³ “阿木游泳”是一個完整的小句，ʔa³¹a³¹ ɕy³¹ “像魚一

樣”做整個句子的補語。 

（31）a. a⁵⁵mu¹³ u³³tsa³³a⁵⁵ti³³-di³¹   ɕy³¹ mu⁵⁵.  

    阿木 他爸爸  賓格標記 像 示證 

    阿木像他爸爸。 

   b. a⁵⁵mu¹³ ɣɯ⁵⁵ɣa³³  ʔa³¹  a³¹ ɕy³¹. 

    阿木 游泳  魚  像……一樣 

    阿木游泳像魚一樣。 

   c. u³³ nɯ⁵⁵ a³¹ ɕy³¹    bi³³ ma³¹ ʔɛ⁵⁵  mu³¹. 

   她 你  像……一樣   說 不  會/能 示證 

   她不像你一樣能說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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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³¹的作用有可能是改變詞性，ɕy³¹是動詞，而 a³¹ ɕy³¹不再具有動詞的語法特

徵，變成類似介詞的另一個詞類。在相似結構中，a³¹ ɕy³¹以及其介引的成分一同

構成補語成分，位於主要謂語之後如例（31b），也可以構成狀語成分，位於謂詞

之前如例（31c）。 

臘羅彝語等比結構和相似結構構成成分相同，即等比標記和相似標記相同。

很多語言中也具有此類現象，等比標記和相似標記同形（Haspelmath & Buchholz 

1998）。如英語中，相似標記（32a）和等比標記（32b）都為“as”： 

（32）a. John danced as Sue (did).   b. John is as tall as Sue (is). 

漢語中也有相同的表現，等比標記和相似標記同形，如例（33）所示。 

（33）a. 張三笑起來跟他爸爸一樣。  b. 張三跟他爸爸一樣帥。 

在臘羅彝語中，等比標記和相似標記都為 a³¹ɕy³¹。不同的是，在等比結構

中，英語和漢語都有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英語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都為“as”，

漢語中基準標記為介詞“跟”，程度標記為“一樣”，而在彝語中，句法上只

有基準標記，沒有顯性的程度標記。 

用基準標記來形成等比的現象在世界語言中普遍存在。在英一些印歐語中，

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用不同的形態進行標記（Haspelmath 2017），基準標記的句

法功能是引出比較基準，沒有實際的語義貢獻，因此基準標記基本沒有獨立的

語義表達式，而程度標記的功能是約束程度變量，確定比較主體和比較基準所

對應的程度值之間的排列順序。在沒有程度標記的語言中，從表面上來看，由

基準標記體現比較的語義，比如日語（Sawada 2013）。跨語言研究也表明，在表

比較的結構中具有程度標記的語言不多，很多語言都沒有顯性程度標記（St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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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對於沒有顯現程度標記出現的語言，目前主要存在兩種分析方法：第一

種分析方式是假設有個零形式的程度標記，這時基準標記的意義為空；第二種

分析方法則認為基準標記承擔了程度標記的相應功能，即明確比較雙方所對應

程度值的線性順序。日語和漢語都有只有基準標記的差比句，對漢語“比”字

句的分析多數採用第一種方法（Xiang 2003, 郭潔 2012 等），假設有個零形式的

差比程度語素。對日語差比句的分析則採取第二種分析方法（Sawada 2013）。理

由是：在沒有出現比較基準標記時，漢語光杆形容詞謂語句，構成差比義，因此

假設有個隱性的差比程度語素；日語中，用表示方向的 yori 來標記差比基準，

yori 本身發展出了表差比的程度義用法，單獨使用時可表達差比之義，所以基

準標記同時可以是程度標記。 

與差比句不同的是，在等比句中，比較基準必須出現。也就是說，在沒有顯

性程度語素出現的語言中，基準以及基準標記的出現，往往構成等比義。如果

基準成分沒有出現，句子不能構成等比義。等比句不像差比句，差比句中就算

沒有差比基準標記和比較基準出現，也可以體現差比義。比如漢語差比句中，

比較主體可以省略，僅出現比較基準，如例（34a）所示，或是在一定語境中比

較基準省略，僅出現比較主體，如例（34b）所示。 

（34）a. 比張三高。      b. 李四高。 

而英語中，比較基準可以省略，但比較主體不可省略，如例（35）所示。 

（35）a. She is more beautiful.   b.* is more beautiful than her sister. 

在英語中，等比句一般要求語義上的兩個論元必須在句法上有語音實現，

不能省略，如例（36）所示， 



 

121 

 

（36）a. *she is as beautiful.    b.*is as beautiful as her sister.  

漢語等比結構中的比較主體在特定語境中可以省略，如（37a）所示，但不

能省略比較基準以及基準標記，如（37b）（37c）所示， 

（37）a. 跟李四一樣高。     

  b.*張三一樣高。 

  c. *張三跟一樣高。 

臘羅彝語中以 a³¹ɕy³¹為標記的等比句，跟漢語“跟……一樣”等比句型類

似，比較主體可以省，例如（38a）所示，但是比較基準以及基準標記不能省，

如（38b）所示。 

（38）a.  a⁵⁵mu¹³ a³¹ ɕy³¹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基準標記  高  示證   

   跟阿木一樣高。 

  b.* a⁵⁵mu¹³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高  示證  

   阿木一樣高。 

漢語和英語中有顯性的等比程度語素出現，“一樣高”和“as tall”構成一

個句法成分。但在臘羅彝語中，a³¹ɕy³¹和形容詞不構成一個句法成分，理由是 a³¹ 

ɕy³¹和形容詞中間可以加入表示程度的代詞 ni⁵⁵khɛ⁵⁵“那麼”，如例（39a）所示。

所以我們假設臘羅彝語的 a³¹ɕy³¹在句法上為基準標記，在語義上體現等比義，和

比較基準構成的是程度短語DegP，DegP作為狀語修飾形容詞，句法分析如（39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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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 a³³ʑi³³  a⁵⁵mu¹³  a³¹ ɕy³¹ （ni⁵⁵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依  阿木  基準標記 那麼  高  示證 

   阿依像阿木那麼高。 

  b.       CP 

        3 
       TP    C 

      3   ! 
     DP    T’  mu³¹ 

    5   3 
    a³³ʑi³³  AP    T 

      3 
     DegP   A’ 

    3   ! 
   DP   Deg’  A 

   5  !   ! 
   a⁵⁵mu¹³   Deg   ʔmu⁵⁵ 

      ! 
      a³¹ ɕy³¹ 

例（39）中每個成分的語義表達式以及語義組合過程如例（40）所示， 

（40） a. [[a³³ʑi³³]] = a³³ʑi³³（阿依） 

   b. [[a⁵⁵mu¹³]] = a⁵⁵mu¹³（阿木） 

   c. [[ʔmu⁵⁵]] = λdλx. ʔmu⁵⁵ (x) ≥ d 

   d. [[a³¹ ɕy³¹]] =λyeλG<d,et>λxe.max(λd1.G(d1)(x))=max(λd2.G(d2)(y)) 

   f. [[a³³ʑi³³a⁵⁵mu¹³a³¹ ɕy³¹ʔmu⁵⁵mu³¹]] = 1 iff max. {d1: 阿依的高度 ≥ 

    d1}= max. {d2: 阿木的高度 ≥ d2} 

阿依表示人物“阿依”，阿木指稱阿木這個人，形容詞“高”ʔmu⁵⁵表示個體 x 和 x 

的身高 d 之間的關系。等比標記 a³¹ ɕy³¹為帶有三個語義論元的函數，其語義論

元依次為：由比較基準指示的個體論元 y，由形容詞指示的維度論元 G，以及

由主語指示的個體論元 x。等比標記 a³¹ɕy³¹與其所有論元結合時，得到等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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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跟阿木一樣高”的真值條件（40f），即當且僅當阿依的身高等於阿木的身高

時，例（39）為真。 

此外，在臘羅彝語中，除了上述的實比句，也有虛比句。但是表比較和比擬

義時使用不同的句型。在表比擬的句子中，會出現典型的評價性成分，表達程

度很高的意思。如例（41）所示，當表示“阿依的肌膚像雪一樣白”這樣的比擬

義時，往往採用“X+A+lɛ³¹tso⁵⁵+Y+a³¹ɕy³¹”句型來表達。 

（41）a³³ʑi³³ dɛ⁵⁵ ha³¹ɡɯ⁵⁵  vi³³  lɛ³¹tso⁵⁵  va³¹  a³¹ɕy³¹. 

  阿依 的 皮膚  白  得很  雪  一樣 

  阿依的皮膚像雪一樣白。 

lɛ³¹tso⁵⁵位於形容詞後時，句法上起到連接補語成分的作用，類似於漢語的

補語標記“得”，語義上具有程度高之義，語義功能類似於程度副詞，如例（42）

所示。位於形容詞“重”之後的 lɛ³¹tso⁵⁵修飾形容詞，表達程度高之義。 

（42）a⁵⁵mu¹³ sɿ³³  ʔlɯ³¹ lɛ³¹tso⁵⁵ tʂhɿ³¹ʑɿ⁵⁵ vi³³ ka³³la⁵⁵ mu³¹. 

  阿木 柴  重  得很 一捆  背回來  示證 

  阿木背了一捆非常重的柴回來。 

虛比一般是通過比喻等修辭手段來強調和凸顯主體在等級形容詞所指稱的

維度上具有的程度超出人們經驗知識中的一般水準，具有評價性解讀。如例（41）

中類比的基準為“雪”，“白”是它的天然屬性，只要是雪都是“白”的，這是人們在

經驗世界中的共識。但是人的肌膚不一定都是白的，把人的肌膚比喻成雪是一

種讚美，通過比喻來強調和凸顯“阿依的皮膚很白”這個屬性，而不是表達阿

依的皮膚白的程度跟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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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臘羅彝語中，虛比和實比的語義表達採用不同的句式，表達兩個比較對

象之間的程度相同的等比結構“X+Y+a³¹ ɕy³¹+A”一般不用於虛比句。人們更傾

向於用“lɛ³¹tso⁵⁵……a³¹ɕy³¹”句型來表達比擬，如例（41）所示。如果用等比結

構來表達比擬義的話，接受程度不高，如例（42）所示。虛比句一般具有評價性

解讀，這跟彝語母語者傾向用“lɛ³¹tso⁵⁵……a³¹ ɕy³¹”句型的事實相符，lɛ³¹tso⁵⁵

具有表示程度高之義，與評價性解讀語義相匹配。 

（43）？？a³³ʑi³³ dɛ⁵⁵ ha³¹ɡɯ⁵⁵  va³¹  a³¹ɕy³¹  vi³³ mu⁵⁵. 

   阿依 的 皮膚  雪  一樣 白 示證 

   阿依的皮膚像雪一樣白。 

臘羅彝語中也存在用連詞連接比較對象，表達複數主語具有同一個程度值

的結構。如例（44）所示，主語可以是由並列連詞 lɛ³³連接而成的並列短語，也

可以是複數人稱代詞“他們”。 

（44）a. a³³ʑi³³  lɛ³³ a⁵⁵mu¹³  ha³³ɕy³¹ɕy³¹ ʔlɯ³¹  mu⁵⁵. 

  阿依  和 阿木  一模一樣 重  示證 

  阿依和阿木一模一樣重。 

  b. u³³tsa³³ nɯ³¹ma⁵⁵ ha³³ɕy³¹ɕy³¹ ʔlɯ³¹ mu⁵⁵. 

   他們 兩個  一模一樣 重  示證 

   他們倆一模一樣重。 

由“ha³³ɕy³¹ɕy³¹+A”構成的句型，語義上表達的是複數主語所指稱的對象

具有相同程度值，沒有構成比較義，所以不屬於程度語義學框架下的等比句。

例（44）陳述的是每個個體都無差別地具有相同程度值，ha³³ɕy³¹ɕy³¹類似於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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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qually，而不是 as，因為它表示的是存在一個程度值，複數主語中的每個成

員（阿木，阿依）都具有該重量，不表示複數主語中的每個成員所具有的重量之

間的大小關系。雖然最後得到一樣的語義結果：程度值相等，但是具有不同的

語義操作機制。 

需要說明的是，在“一模一樣 A”的語義表達中，維度義形容詞和其他形

容詞的表現形式不一樣，維度義形容詞通過詞彙的方式進行表達，而其他形容

詞通過跟 ha³³ɕy³¹ɕy³¹這個副詞組合之後得到相關語義。如圖表 13 所示，在臘羅

彝語中，維度義形容詞具有特殊的語法和形態表現。關於這點，在介紹 dʐu⁵⁵ “有”

字等比結構時還會進行詳細論述。從圖表 13 可以看出，維度義形容詞在形態上

區分原級和等比兩個形式，等比式形容詞詞根由原級形容詞變化調值（統一變

成 33 調）而產生。 

圖表 13 臘羅彝語維度義形容詞的等比式 

語義 原級形容詞 語義 等比形容詞 

高 ʔmu⁵⁵ 一模一樣高 ha³³ʔmu³³ʔmu³³ 

大3 ɣɯ³¹ 一模一樣大 ha³³xɯ³³xɯ³³ 

大 ʔɛ³¹ 一模一樣大 ha³³ xɯ³³xɯ³³ 

長 ʂɿ⁵⁵ 一模一樣長 ha³³ʂɿ³³ʂɿ³³ 

遠4 ʂɿ⁵⁵ 一模一樣遠 ha³³ʂɿ³³ʂɿ³³ 

多 ma⁵⁵ 一模一樣多 ha³³ma³³ma³³ 

厚 thu̪⁵⁵ 一模一樣厚 ha³³thu̪³³thu̪³³ 

粗 ta³³ 一模一樣粗 ha³³ta³³ta³³ 

這種等比式形容詞不可以單獨使用，只能作為詞根和其他成分一起使用，

ha³³加形容詞等比形式的重疊構成表達“一模一樣 A”語義的合成詞。如例（45）

 
3 ɣɯ³¹ 既可用於描述體積或面積等形態大小也可以指年齡大小。 
4“遠”和“長”共用一個形式 ʂɿ⁵⁵，但對應的“近”和“短”採用不同的形態，“近”為 nɛ³¹，“短”

為ʔny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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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原級形容詞ʔmu⁵⁵“高”可以單獨使用如例（45a），但是其派生形式的等

比形容詞詞根ʔmu³³不可獨立使用，如例（45b）所示，只有 ha³³ʔmu³³ʔmu³³這樣

的組合才可以充當句子的謂語，如例（45c）所示。 

（45）a. a⁵⁵mu¹³ lɛ³³ a³³ʑi³³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和 阿依 高  示證 

   阿木和阿依（很）高。 

 b. *a⁵⁵mu¹³ lɛ³³  a³³ʑi³³  ʔmu³³ mu³¹. 

   阿木 和  阿依  一樣高 示證 

   擬表達：阿木和阿依一樣高。 

  c. a⁵⁵mu¹³ lɛ³³ a³³ʑi³³ ha³³ʔmu³³ʔmu³³！ 

   阿木 和 阿依 一模一樣高 

   阿木和阿依一模一樣高！ 

由“ha³³ɕy³¹ɕy³¹+A”或“ha³³ +AA 等比”構成的句型，表達的是複數主語具有

同一個程度值，這種結構不屬於程度語義理論下的等比結構，不構成兩個或以

上程度值的大小對比關系，只是簡單陳述複數主語所關聯對象的程度值相同。

“ha³³+AA 等比”構成表示程度相等的合成詞證明“ha³³+AA 等比”在詞彙層面就滿足了

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臘羅彝語中，實比和虛比採用不同的句型，表示比較時使用“X+Y+a³¹ɕy³¹+A”

結構，表示比擬時則使用“X+A +la³¹tso⁵⁵+Y+a³¹ ɕy³¹”結構，分工明確。不區分

比較主體和比較基準，表示複數主語指稱的個體具有相同程度值時，使用“主

語+ha³³ɕy³¹ɕy³¹+A”或“ha³³ +AA 等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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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dʐu⁵⁵型等比結構 

臘羅彝語中也存在表等比的“有”字句，其結構為“X+Y+G+ dʐu⁵⁵”。臘羅

彝語的 dʐu⁵⁵型等比结构的使用範圍沒有漢語度量“有”字句廣泛，限制比較多。

首先，X 和 Y 只能是名詞性短語，不能為度量短語，因為臘羅彝語中度量短語

不能跟形容詞組合。其次，等級短語 G（gradable phrase）為表維度的名詞短語，

只有表維度義的正極形容詞才能進入這個結構中，即只能表達“張三有李四高”

之義而不能表達“張三有李四聰明”之類的語義。如下例所示， 

（46）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ʔmu³³ sɿ³¹  dʐ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 高等比式-名物化 有  示證 

  阿木有阿依高。 

（47）*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sa³¹  sɿ³¹   dʐ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  聰明-名物化  有  示證 

   擬表達：阿木有阿依聰明。 

出現在 dʐu⁵⁵型等比结构中的形容詞形態發生變化。在臘羅彝語中，有一小

部分形容詞通過形態變化來表達等比形式和原級形式，這類形容詞為表維度義

的正極形容詞。如下表所示，原級形式的形容詞和等比形式的形容詞之間的主

要差異在於聲調，等比形式的形容詞声调由原來的各種聲調統一变为 33 调，其

次是声母的特殊变化，聲母由原級形式的濁聲母變成清聲母，如 ɣɯ³¹與 xɯ³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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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4 形容词的原級以及等比形式對比 

語義 原級形式 等比形式 

高 ʔmu⁵⁵ ʔmu³³ 

大 ɣɯ³¹ xɯ³³ 

大 ʔɛ³¹ ʔɛ³³ 

長 ʂɿ⁵⁵ ʂɿ³³ 

遠 ʂɿ⁵⁵ ʂɿ³³ 

多 ma⁵⁵ ma³³ 

粗 ta³³ ta³³ 

厚 thu⁵⁵ thu³³ 

寬 kuan³³ kuan³³ 

這些等比形式的形容詞詞根不能單獨使用，需要名物化變成具有等級性的

名詞性成分，才可以出現在表等比的“有”字結構中，如下例所示， 

（48）a⁵⁵tʂhɿ³¹ tʂhɿ⁵⁵ma⁵⁵ a⁵⁵khɯ³¹ tʂhɿ⁵⁵ma⁵⁵ xɯ³³-sɿ³¹   dʐu⁵⁵ mu³¹. 

羊  這只  狗  那只  大等比式-名物化 有 示證 

這只羊有那條狗大。 

（49）u³³-dɛ⁵⁵ mau³¹than³¹ nɯ³³-dɛ³³ la³¹ba³¹ thu³³-sɿ³¹  dʐu⁵⁵mu³¹. 

他的 毛毯  你的  被子 厚等比式-名物化 有 示證 

他的毛毯有你的被子厚。 

（50）u³³ɣa⁵⁵ʨy³³ kv³¹ta³¹-a⁵⁵  nɯ³³dɛ⁵⁵ khuan³³-sɿ³¹  dʐu⁵⁵ mu³¹. 

他 道路 挖好-名物化 你的 寬等比式-名物化 有  示證 

他挖好的路有你挖的寬。 

根據 Bierwisch（1989）的分類，形容詞可以分為兩類：維度形容詞

（dimensional adjective）和評價形容詞（evaluative adjectives）。第一類形容詞往

往具有可測量的物理屬性，與之對應的是相對成熟的測量系統以及測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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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深”、“重”，可以借用客觀的工具進行測量。第二類形容詞表達的是

對個體或事件的主觀評價，難以用一個物理的工具對其進行測量，如“勤奮”、

“善良”、“醜”。 

臘羅彝語中 dʐu⁵⁵型等比结构不能用于負极形容词“ʔny⁵⁵低，ʔu⁵⁵小，ʔy³¹短，

tsɿ̱⁵⁵细，bɑ³¹薄”等，也不能用於描述事物内在属性特征的評價形容词，如“sa³¹聪

明，mɛ³¹美，hĩ⁵⁵丑”，这些词带有說話者的主觀評判，含有褒贬义，不能表示某

种性状的客观度量。在 dʐu⁵⁵型等比结构中，除了需要用形容詞的等比形式之外，

還需要將這個等比形式的形容詞名物化，變成包含有等比義的維度名詞。 

臘羅彝語在等比形式的形容詞詞根之後添加名物化標記 sɿ³¹構成具有等比

義的維度名詞的操作，跟漢語在維度形容詞之後添加詞綴“度”的構詞形式相

似，只是兩種語言選擇了不同等級程度的形容詞，彝語選擇用維度形容詞的等

比形式作為基式，而漢語選擇維度形容詞的原級形式作為詞根。二者所選擇的

形容詞的類型具有相同的標準：第一，這些形容詞具有客觀的物理度量屬性；

第二，這些形容詞的量級結構中数轴上的测量起始点為零點而不是無窮大，能

構成客观度量。第一個語義自然排除了非維度義形容詞，即評價形容詞，評價

形容詞不具有可用以客觀測量的物理度量；第二個語義排除了負極形容詞，因

為負極維度形容詞雖然具有客觀的物理度量維度，但其量級結構中的數軸測量

起始點不為零點（Schwarzschild 2005；賀川生 2017）。所以按照漢語構詞法規

則，在形容詞作為詞根加上后缀“度”构成客观度量名词中，只有“长度”沒

有“短度”，同樣的還有“宽度/ *窄度、高度/ *矮度、深度/ *浅度、粗度/*细度”

等，臘羅彝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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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羅彝語具有特殊的形容詞等比形態，比較參數以帶有等級性的名詞性成

分充當，名物化了的等比形容詞同時具有引出比較基準的功能，例（51a）句法

分析如例（51b）所示。 

（51）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ʔmu³³-sɿ³¹  dʐ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 高等比式-名物化 有  示證 

阿木有阿依高。 

  b.      CP 

       3 
      TP    C 

     3   ! 
    DP    T’  mu³¹ 

     5  3 
     a⁵⁵mu¹³   VP   T 

      3 
     DP    V 

    3   ! 
   DegP   D  dʐu⁵⁵ 

   3   ! 
  DP   Deg’ sɿ³¹ 

 5  3    
 a³³ʑi³³   AP  Deg   
     !  ! 
     A   ʔmu³³ 

     ! 
   ʔmu⁵⁵ 

形容詞ʔmu⁵⁵“高”和等比程度語素組合之後，形容詞的最終語音輸出為 33

調的ʔmu³³，這時的ʔmu³³“高”相當於英語的“as tall”。等比程度語素再跟比較

基準 a³³ʑi³³組合構成 DegP，表示“跟阿依一樣高”語義，被 sɿ³¹名物化，充當中心

語 D 的補足語，形成表示客观度量的名词性結構 DP，a³³ʑi³³ʔmu³³sɿ³¹的語義相

當於“跟阿依一樣的高度”。DP 再和動詞中心語 dʐu⁵⁵“有”組合構成 VP，VP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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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組合，最後跟主語 a⁵⁵mu¹³組合。最上層的話語層 CP，中心語 C 由示證標記

mu³¹充當，起到完句作用。例（51）表達的語義為：阿木具有阿依一樣的高度。 

Rett（2015, 2018）把等比結構所表達的語義類型概括為弱解读（weak 

reading）、精確性解讀（exact reading）和評價性解讀（evaluative reading）三種。

臘羅彝語的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所包含的語義為弱解讀。如下例所示，如果

這個結構只能表達精確義，那麼例（52）表達的將是每個學生的身高都跟那個

老師一樣，蘊含著所有學生之間的身高是一樣的，即學生內部具有一致性。然

而，這個句子只要保證每個學生的身高不矮於“那位老師”就為真，他們之間的身

高可以不一樣。所以，臘羅彝語的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具有“至少”的解讀。 

（52）ɕo¹³sen³³ ha⁵⁵tʂhɿ³¹ma⁵⁵ŋa⁵⁵a⁵⁵ lau³¹sɿ³³ tʂhɿ⁵⁵ma⁵⁵ ʔmu³³-sɿ³¹ 

  學生 每一個    老師 那個  高等比式-名物化 

  dʐu⁵⁵ mu³¹. 

  有  示證 

  每個學生都有那個老師高。  

其次，在臘羅彝語中，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在一定的語境下允許不精確

的用法（imprecise use）。比如，人們在茶餘飯後閒暇之餘討論到阿木和阿依的身

高，在肉眼可見的狀態阿木比阿依稍微高一點點，但不明顯，在這個話語場景

中，人們往往傾向于用“阿依有阿木高”而不是“阿木有阿依高”，因為

dʐu⁵⁵“有”可以表達“達到”之義。“達到”是一個動態過程，預示著實體 X 以

從低到高的方式達到實體 Y 的程度。按照邏輯推理，如果阿木身高為 1.71 米，

阿依身高為 1.68 米，阿木有 1.71 米的話，也一定有 1.68 米，那麼“阿木有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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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真；而阿依身高為 1.68 米的話，一定沒有 1.71 米，所以“阿依有阿木高”

為假。但在日常交際中，在不妨礙溝通的情況下，當比較雙方的差距很小，小到

可以忽略不計，或者說話者認為這個差異不會影響交際效果時，即便有微小差

異，說話者也可以選擇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進行表達。當然，如果是在一個

體檢中心，醫生在準確記錄每個人的身高，先測量的是阿依的身高，醫生以阿

依為基準報阿木的身高時，即使兩人的身高差距微小，說話者也會用差比結構

而不會使用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因為語境要求精確測量。dʐu⁵⁵“有”型等

比結構所表現出來的弱解读（weak reading），既可以是邏輯語義所推導出來的大

於等於的解讀，也可以是語用因素作用下的不精確用法。 

綜上，臘羅彝語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既可以表達大於等於之義也可以用

來表達小於等於之義，所以這個句型表達的是兩個比較對象之間的關系為約等

於“≈”。 

4.3 漢彝等比結構的異同 

漢語“跟……一樣”結構，既可以表達比較也可以表示比擬，比較義和比

擬義採用相同句式即“X 跟 Y 一樣 A”。可以從重音的停頓位置，所涉及名詞

成分的範疇以及指稱等進行判斷。“X 跟 Y 一樣 A”結構，在表比擬時，句子

一定具有評價性解讀，表比較時沒有這個語義特征。比擬句的評價性解讀，具

有三種不同的來源：第一，所陳述的屬性為比擬對象的自然屬性（雪的白，鐵的

硬）；第二，所陳述的屬性為人們經驗知識中形成的對某一類物種的公認的顯著

特征（狗的忠誠，狐狸的狡猾）；第三，主體的屬性如若能達到被類比對象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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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屬性就能超出相同成員的基本水準而突出，因而也具有的評價性解讀，其語

義類似於英語的“so…that”結構。臘羅彝語中，表比較（等比）和比擬時使用

相同的標記 a³¹ɕy³¹，但使用不同的句型結構進行表達，表比較時採用

“X+Y+a³¹ɕy³¹+A”結構，表比擬時採用“X+A+lɛ³¹tso⁵⁵+Y+a³¹ ɕy³¹”結構。比擬

義表達中，有顯性的評價性成分出現。 

漢語量度“有”字句，對形容詞沒有限制，臘羅彝語的“有”字句，僅限於

表達維度義的正極形容詞，且進入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的維度義形容詞必須

為等比詞根的形式。臘羅彝語中存在的形容詞等比形式詞根，在彝語支其他語

言中也有發現，比如彝語北部方言，原級形式的形容詞通過變調來派生出等比

形式的形容詞，如“長”的原級形式為 a³³ʂo³³，等比式為 ʂo²¹（至少和……一樣

長），“粗”原級義形式為 a³³xo³³，等比式為 xo²¹（至少和……一樣粗）（劉鴻勇

等 2013）。劉鴻勇等（2013）還提到，涼山彝語等比式形容詞可以單獨做謂語，

甚至可以用於程度感歎句中。臘羅彝語中，等比形式的維度義形容詞詞根不能

出現在程度感歎句中，但可以用於特殊疑問句，有專門用於等比式形容詞的疑

問代詞 a³¹da⁵⁵。原級形式形容詞既可以用於程度感歎句也能用於程度疑問句，用

表方式的疑問代詞 a³¹sɿ⁵⁵分別作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標記。我們認為臘羅彝語中

的等比形式的疑問句，如下（53）所示，不同於漢語的程度疑問句“多高？”，

等比式形容詞名物化成分在疑問句中問的不是實際程度大小，而是問“跟什麼

一樣高？”。 

（53）a³¹da⁵⁵  ʔmu³³sɿ³¹  dʐu⁵⁵ u⁵⁵？ 

  什麼  高等比-名物化 有  示證 



 

134 

 

  有多高？（直譯：具有跟什麼一樣的高度？） 

a³¹da⁵⁵是專門用於等比式形容詞的特殊疑問詞。這說明，在臘羅彝語中比較

基準在實現等級形容詞的程度義時，具有重要的作用，程度變量的約束需要基

準成分的參與。 

總的來說，漢語有兩種等比結構，彝語也有兩種等比結構，漢語等比結構一

種句式表達多種語義，彝語則一種結構對應一種語義。彝語有專門用於維度義

形容詞的等比結構，且維度義形容詞具有詞彙層面的等比式，漢語則沒有。漢

彝等比結構異同總結如下表所示。 

圖表 15 漢彝等比結構異同總結表 

語言 結構類型 
特征表現 

對形容詞有無限制 等比程度語素 

漢語 
“跟……一樣”結構 無 “一樣” 

“有”字句 無 零形式 

彝語 
  a³¹ɕy³¹型結構 無 

a³¹ɕy³¹既是基準標

記也是程度語素 

  dʐu⁵⁵型結構 有 33 調（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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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漢彝差比結構的對比分析 

差比句表示個體或事物在某一屬性上具有不同程度值。對兩個對象就某一

屬性進行比較是人類最基本的認知能力之一。比較這一概念反映到不同語言裡

形成了各式各樣表示比較關系的句型，所有語言都有自己的比較句型。 

Greenberg（1963）基於 30 種語言提出了語言類型和差比結構成分排列之間

的關系：如果形容詞差比句的語序是“基準‐比較標記‐形容詞”的話，那麼這種

語言為介詞后置型語言；如果形容詞差比句的語序是‘形容詞‐比較標記‐基準’，

那麼這種語言除了偶然出現的情況外，絕大多數是介詞前置型語言。该共性指

出了比较句语序与介词类型的关系。Dryer（1992）對此做了進一步完善，根據

625 種語言的統計結果，把差比句的語序進一步簡化為兩個要素——形容詞和

比較基準，發現 OV 型語言基本上都取“基準+形容詞”的語序，VO 型語言則

一律用“形容詞+基準”的語序，指出了差比句與語言基本語序的相關性。他還

指出漢語普通話是唯一一種作為 VO 型語而不遵循“形容詞+基準”这一语序

的語言。 

Stassen（1985）基於 110 种语言的考察結果，根據基準標記的類型把差比

句划分为六种：奪格型（separative），向格型（allative），处所型（locative），超

越型（exceed），联合型（conjoined），小品词型（particle）。奪格型（separative）

語言中的基準標記一般為具有 from“從”義的詞，如日語；向格型（allative）

語言中的基準標記一般為具有 to“到”、“為”義的詞，如分佈在幾內亞的 Susu

語；处所型（locative）語言，在藏緬語中比較常見，比如哈尼語，拉祜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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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標記一般為“上”或“在……之上”義的詞；超越型（exceed）語言，漢語

方言中比較常見，如粵語；联合型（conjoined），分佈在巴西的 Cayapo 語中，用

類似於“張三高，李四不高”這樣的對立小句來表達“張三比李四高”之義；

小品词型（particle），如英語的基准标记（than）在语義上沒明顯的實詞來源，

被歸為助詞類。一般認為 Stassen 對差比句的類型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統的。 

Heine（1997）在 Stassen（1985）基礎上補充了幾種新的類型，共列出了動

作，處所，起點，終點，極性對立，序列，相似，話題八種模式。Heine 認為比

較標記容易從其他更為具體的實體中派生出來，這些實體往往來源于“空間、

時間、行為”等幾種概念結構。比如，起點，終點以及處所模式本质上體現的是

空间关系，而序列模式建立的是比較對象之間的時間關系。 

圖表 16 差比結構的類型歸納 

Stassen（1985） Heine（1997） 語義模式 

奪格型（separative） 起點模式（The Source Schema） X is G from Y 

向格型（allative） 終點模式（The Goal Schema） X is G to Y 

处所型（locative） 處所模式（The Location Schema） X is G at Y 

超越型（exceed） 動作模式（The Action Schema） X is G surpasses Y 

联合型（conjoined） 極性對立（The Polarity Schema） X is G, Y is not G 

小品词型（particle） 序列模式（The Sequence Schema） X is G, then Y 

—— 相似模式（The Similarity Schema） X is G (like) Y 

—— 話題模式（The Topic Schema） X and Y, X is G 

按照以上世界語言的類型歸納來看，漢語普通話中的差比句似乎不太容易

對應到已有類型中。Ansaldo（1999）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用以往世

界语言差比結構的类型分类无法歸納漢語普通话中的差比句。漢語“比”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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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句的特殊性，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不管是歷史來源，演變發展，各個組成成

分的句法語義特徵的描寫，還是生成語法理論框架下的內部結構、生成過程以

及語義組合關系等，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臘羅彝語有哪些類型的差比結構？

是否遵循 OV 型語言基本的“基準+形容詞”的語序？句法和語義生成機制是

怎樣的？ 

下面我們詳細對比漢語普通話以及臘羅彝語差比結構的語法表現，參考漢

語差比句的研究成果來考察臘羅彝語的差比結構。 

5.1 漢語差比結構 

漢語差比結構的研究主要以比字句為主，比字句包括兩種，形容詞差比句，

如“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以及由“多”引導的動詞差比結構如“張三比李四

多讀了兩本書”。本節主要討論這兩種差比結構。 

5.1.1 形容詞差比句 

形容詞差比句通常由四個必要成分構成：比較主體（X）（comparee）、比較

基準（Y）（standard）、引出比較基準的“比”字、具有等級性的謂詞（gradable 

predicate），表示比較結果差異值的差異短語（Differential Phrase, DiffP）為非必

要成分，可選擇性地出現在比字句中，形成“X+比+Y+A+DiffP”結構，如（1）

所示。 

（1）a. 張三比李四聰明。      b. 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 

這類比字句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內容涉及“比”的歷史來源以及演變發

展研究（黃曉惠 1992; 史佩信 1993; 李訥、石毓智 1998; 趙金銘 2002a; 張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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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史佩信等 2006），“比”字句的否定形式研究（徐燕青 1996; 戴耀晶 

2000; 張和友 2002; 吳福祥 2004），“比”字句各個構成要素的研究。比如 X

（比較主體）和 Y（比較基準）的句法表現，傳統語法認為 X 和 Y 多由名詞短

語充當，也可由動詞短語、動賓短語、介詞短語、主謂短語等充當（李臨定 1986; 

趙金銘 2002b），生成語法理論下的研究也將 X 和 Y 當成短語（Xiang 2005; Guo 

2012; Gu & Guo 2014 等），還有分析為子句的（Yue-Hashimoto 1966; Fu 1978;  

Erlewine 2018 等）。X 和 Y 的語法地位也是熱點之一，有人認為 X 和 Y 是主語

（McCawley 1989），話題（Tsao 1989; 劉丹青 2012），或兼而有之（Li &Thompson 

1981）。還有學者討論 X 和 Y 之間的形式不對稱及其內部成分的刪略問題（李

臨定 1986; 包華莉 1993; 顧陽、郭潔 2011; 羅瓊鵬 2017）。對“比”字功能的

研究，有的將“比”分析為介詞（Liu 1996; Guo 2012; 郭潔、顧陽 2017），輕

動詞（Erlewine 2007; Gu & Guo 2009; 何元建 2010），有的將“比”分析為程度

中心語 Deg（Xiang 2005; 熊仲儒 2007; Lin 2009; Grano & Kennedy 2012）。 

結合句法結構和程度語義的研究，對比較結構中比較基準成分在句法上是

短語（DP）還是子句（CP），存在個體比較和程度比較兩種分析模式。個體比較

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層是短語結構，而程度比較則假定相關結構的句法底層

是子句結構（Kennedy 1997; Beck et. al. 2004）。對漢語比字句，有些學者認為比

字句為子句型比較句（Yue-Hashimoto 1966; Fu 1978; Liu 2011; Hsieh 2015; 羅瓊

鵬 2017; Erlewine 2018），有些學者認為“比”字句屬於短語型比較句（Xiang 

2003,2005; Liao 2005; 熊仲儒 2007; Erlewine 2007; Lin 2009; Guo 2012; Gu & Guo 

2015; 郭潔、顧陽 2017; Mohri & Tei 2017），我們重點對這兩種觀點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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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子句型 

早期在生成語法框架下對漢語比字句的研究多將“比”後的成分分析為子

句（Yue-Hashimoto 1966; Fu 1978），近年來也有學者持這種觀點（Hsieh 2015; 

羅瓊鵬 2017; Erlewine 2018），但在子句的語法地位及其中牽涉的刪除現象等具

體分析方面存在差異。 

餘靄芹（Yue-Hashimoto 1966）反對傳統語法中將“比”之後的成分分析成

一個名詞性短語的觀點，她認為“比”字所連接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短語結構。

從表面上看，（2a-c）中“比”字後面的成分都是名詞性短語，但例（2d-f）被

“比”分開的成分不是一個語法成分，她提出比字句的深層結構包含一個狀語

從句，內嵌於主句中。從句包含一個名詞性成分或更多，在結構上與主句平行，

除了沒有比較要素，其他成分與主句相同。 

（2）a. 他比我高五公分。 

   b. 他現在比從前瘦。 

   c. 他在歐洲比在這兒有名。 

   d. 他對你比對我親切一點兒。 

   e. 他昨天比我今天高興。 

   f. 你在醫院裡比我在這兒忙。 

傅一勤（Fu 1978）則認為比字句是對兩個成分共有的一個特徵進行比較，

因此比較主體和比較標準之間存在著一種平行性，各個成分必須對應，二者的

內部結構都為 NP[（x , y）Adj]VP，即漢語比字句在深層結構中是一個雙子句結

構，由兩個結構相同，但程度不同（各含一個程度變量 x 和 y）的子句組成，與



 

140 

 

抽象動詞“比較”構成主謂關系，如例（3a）的深層結構如（3b）所示。經過主

語提升、“比”的插入、相同成分刪除、謂詞“比較”的刪除等一系列操作手

段，生成比字句。 

（3）a. 他比我高。 

   b. [ S [NP1 [S1 他 x 高]] [NP2 [ S2 我 y 高]] V=比較]   

謝易達（Hsieh 2015）用汉语光杆反身代词“自己”長距離回指效應证明了

漢語比字句為子句比較，在句法生成过程中涉及平行删除。根據前人研究（Cole 

& Wang 1996; Huang et al. 2009 等），汉语光杆反身代词“自己”具有以下属性：

（1）“自己”可以回指所有成分统制它的先行语（长距离回指），如（4a）所示。

（2）多个先行语中，如果從句主語和主句主語在人称、性、数上不一致，则從

句中的反身代詞“自己”的长距离回指被阻断，如（4b）所示；介词的补足语和

雙賓語結構中的間接賓語不会造成阻断效应，如（4c）、（4d）所示。 

（4）a. 張三 i 認為李四 j 知道王五 k 喜歡自己 i/j/k。 

 b. 張三 i 認為李四 j 知道我 k 喜歡自己*i/*j/k。 

 c. 王五 i 認為張三 j 對我 k 展示自己 i/j/*k 的作品。 

 d. 王五 i 認為張三 j 給我 k 一篇關於自己 i/j/*k 的文章。 

謝易達（Hsieh 2015）观察到，“比”字句中的“自己”既可以有長距離解

讀如例（5a）所示，也可以是非長距離解讀，如例（5b）所示。 

（5）a. 王五 i 認為張三比李四對自己 i 好。 

 b. 王五認為張三 i 比李四 j 對自己 i/j 好。 

同时，“比”的补足语会导致長距離回指阻斷效应，如（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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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王五 i 認為張三比我對自己 i 好。 

 b. 王五認為張三 i 比我 j 對自己 i/j 好。 

只有將“比”的底層結構當做子句，才能准确構建句子的語義解讀以及预

测長距離阻斷效應。首先，在子句比较分析中，相關谓語在句法生成中出现兩

次如例（7）所示，通過删除操作，才形成例（6b）這樣的表層結構。 

（7）[ 王五認為[ 張三 i 對自己 i 好] [比我 j 對自己 j 好]]] 

刪除操作遵循平行刪略限制（Parallelism Constraint on Ellipsis），即語義等

同條件下的刪除（deletion under identity），在語義上等同的兩個成分為了達到最

簡要求，其中一個成分在語音形式（PF）要被刪除（Rooth 1985; Fox 2000）。在

（7）中，“自己”分別位於不同的子句中，分別被比較目標和比較標準成分統

制，因而“自己”分別指向“張三”和“我”，這樣才能滿足平行刪略限制。 

其次，因為“比”連接的是兩個子句，那麼“張三”和“我”都為從句主

語，從句主語中，有一個與主句主語在人稱上存在不一致，構成長距離阻斷條

件，所以例（6a）不成立。假如把“比”後成分分析成短語，對比（5a）和（6a），

我們會得出先行語成分的人稱不一致會阻斷長距離回指這樣的觀察結論，那麼

會得到像例（4c-d）這樣的句子也不能長距離回指的錯誤預測。只有將比字句分

析為子句比較，才能對反身代詞“自己”的語義表現以及阻斷效應做出更準確

的預測。 

羅瓊鵬（2017）綜合現有研究對“比”字句子句比較的論證，對各家的觀點

做了更全面更詳細的闡述，包括比較主體和比較基準滿足平行性條件，比較句

中的反身代詞“自己”的語義解讀，比較句重構效應。他指出漢語“比”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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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句，某些句法成分在邏輯式（LF）必須要“重構”到它們移位前的位置，才

能得到合格的語義解讀。比如，例（8）存在歧義，如例（9）所示， 

（8）中國運動員比澳洲運動員有可能贏得比賽。 

（9）a. 存在算子取寬域，可能算子取窄域：某個特定的中國運動員比某 

    個特定的澳洲運動員有可能贏得比賽。 

 b. 可能算子取寬域，存在算子取窄域：有可能中國運動員比澳洲運 

   動員會贏得比賽。 

要得到（9b）的語義解讀，“中國運動員”和“澳洲運動員”必須同時重構到

“有可能”的補足語位置，如例（10）所示。 

（10）[ TP1 中国运动员 i [ PD λ i [ VP1 有可能 [ TP t i [ VP 赢得比赛]]]]] 比

    [ TP2 澳洲运动员 j [ PD λ j[ VP2 有可能 [ TP t j [ VP 赢得比赛]]]]]。 

Erlewine（2018）提出漢語比字句是一個沒有程度抽象（degree abstraction）

的子句型比較句，“比”是連接兩個子句的連詞。漢語形容詞型“比”字句的

結構如（11）所示，具體例句見例（12）。 

（11） 

 

（12）a. 張三比李四高。 

    b. [比較項子句張三[謂語高]] 比 [標準項子句李四[謂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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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正確生成表層的語序結構，他提出了“比較句刪除要求”

（Comparative Deletion Requirement）：在比字句中，刪除比較項子句 TP 中與

標準項子句 TP 相同的局部謂語。如果比較項 TP 沒有可刪除的局部謂語，句子

推導不合法。 

劉辰生（Liu 2011）認為漢語比字句中既有短語型也有子句型，他提出混合

分析法，即 當“比”介引的標準項中只有一個參與比較的句法成分且不涉及刪

除時，為短語比較；當有多個標準項參與比較，且牽涉強制性刪除和程度集合

關系時，為子句比較。子句型比較除了那些由“比”引出、與主句關聯形成對

比的成分，其餘所有次級成分都必須被強制性刪除。 

以上將比較句分析為子句型的做法的確對類似例（2d-g）的比較句有一定的

解釋力，但子句型分析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漢語沒有對應於英語（13a）、（14a）

的語言事實證據，類似句子在漢語都不合法，說明漢語沒有次級比較句

（subcomparative），不存在嵌入式的比較項和比較基準比較句（embedded target 

and standard clauses），所以不牽涉程度抽取，所謂的子句只是表面現象（Xiang 

2003; Mohri & Tei 2017）。 

（13）a. My chair is taller than [your table is wide]. 

  b. *我的椅子高比你的桌子寬。 

（14）a. John thinks Tom is taller than Mary thinks he is. 

  b. *約翰比瑪麗認為湯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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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短語型 

基於漢語的語料事實，更多研究者認為漢語“比”字句為短語比較。在這

類分析中，對“比”的語法地位的分歧較大，主要有“程度中心語”（Xiang 2005; 

Lin 2009; Grano & Kennedy 2012）、“輕動詞”（Erlewine 2007; Gu & Guo 2009; 

何元建 2010）、“伴隨介詞”（Guo 2012; Gu & Guo 2015; 郭洁、顾阳 2017）

三種觀點。 

5.1.1.2.1 程度中心语說 

向明（Xiang 2005）借鑒 Larson（1991）分析英語比較句時提出的程度短語

殼結構，對漢語比字句的內部結構和生成過程進行了類似分析。Larson（1991）

認為-er/more 是一個程度量化詞，代表一種三元關系，連接形容詞和兩個比較成

分。（15a）的句法生成過程如（15b-c）所示。在（15b）中，-er 首先與[than Kenton]

合併，然後與形容詞合併，形成二元關系。為了合併比較主體，-er 移位至上層

Deg 中心語位置，形成程度短語殼結構。最後，黏著語素-er 吸引形容詞移位至

上層的 Deg 位置，見（15c）。 

（15）a. John is taller than Kenton.  

  b.          c.  

 



 

145 

 

向明（Xiang 2005）认为漢語比較句也可以採用程度殼結構進行分析。（17a）

和（17b）分別為（16a）和（16b）的句法結構。她把（16a）中的形容詞“高”

處理為一个三元謂詞，將外論元“張三”與兩個內部論元——標準項“李四”

和差異短語“兩吋”聯繫起來。形容詞短語夾在兩個程度短語之間，低層的 Deg

是沒有語音形式的程度語素（degree morpheme）“exceed”，標準項“李四”和

“兩吋”分別基礎生成於低層的程度短語的標誌語位置和補足語位置，

“exceed”先與兩個內部論元合併，“李四”移至形容詞短語的標誌語位置滿

足 EPP 特徵，零形式的程度中心語“exceed”移位到形容詞中心語位置，與形

容詞合併，形成一個像小句（small clause）一樣的結構，高層的 Deg 中心語是

“比”，生成典型“比”字句（17a）。當“比”沒有語音實現時，“高-（exceed）”

繼續上移至最上層 Deg，生成所謂的“及物比較句”（transitive comparative）

（17b）。形容詞表現出“及物性”，後面帶賓語“李四”。 

（16）a. 張三比李四高兩吋。 

  b. 張三高李四兩吋。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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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向明（Xiang 2005）的這種分析中，“比”字句和及物比較句具有推導關系，

但在漢語中並不是所有的“比”字句都有對應的及物比較句。漢語及物比較句

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差異短語必須出現，二是形容詞必須是維度形容詞，如

（18）所示。 

（18）a. 張三比李四高。 

  b. 張三高李四（*兩公分）。 

  c. 小美比小麗漂亮。 

  d. *小美漂亮小麗。 

基於此，Grano & Kennedy（2012）從赋格的角度，對一般比較句和及物比

較句之間的轉換限制作出了解釋。Grano & Kennedy（2012）認為在漢語比較句

中有兩個成分可以賦格：“比”和一個隱形的 μ。及物比較句的成立取決於比較

基準是否能獲得賓格，問題的關鍵在於度量短語有沒有引出一個隱性功能中心

μ。μ 是一個程度中心語 Deg，選擇度量短語（measure phrase）為其補足語。當

Deg 實現為“比”時，“比”給“李四”賦格；當“比”不出現時，低層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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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語 μ 移位至形容詞中心語位置，“高+μ”再往上移位至高層的 Deg 位置，

給“李四”賦格，形成及物比較句。（16a）的結構如（19）所示： 

（19） 

 

林若望（Lin 2009）認為漢語“比”字句為短語比較，“比”以及之後成分

構成一個句法單位，如例（20）所示，“比我昨天”可以單獨出現，沒有涉及刪

除也沒辦法重構。 

（20）張三今天跑得不理想，比我昨天，那就差得更多了。 

並且重新分析了曹逢甫（Tsao 1989）的多級話題（multiple topics）比較，提出

除了名詞短語可以作為形容詞的論元外，內部論元“對你”“對我”、時間短

語“今天”“昨天”和地點短語“在醫院”“在這兒”均參與比較。傳統語法

中，時間、地點等成分往往分析為附加語，但林若望（Lin 2009）認為表示時間

和地點的短語也是論元成分，漢語中的比較成分必須是等級謂詞的論元，如（21）

中涉及附加語的比較時，句子都不合法，說明只有論元才能充當比較成分。 

（21）a. *我的生日會慢慢地比快快地到。 

  b. *他勉強地比心甘情願地答應做那件事。 

  c. *媽媽因為小明說謊比因為他偷錢更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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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上，林若望（Lin 2009）雖然也採用了程度短語殼結構，把“比”分析

為 Deg 中心語，但不同於向明（Xiang 2005）以及 Grano & Kennedy（2012）的

是，在他的分析中，程度短語殼是附加語成分，附加在比較謂詞上。他反對及物

比較句與一般比字句有推導關系。例（22a）的句法結構為（22b）： 

（22）a. 他昨天在學校比我今天在家裡開心。 

  b. 

     

出現在最低層 Deg“比”的補足語位置的是地點短語論元，時間和個體論元都

在程度短語殼的標誌語位置，“比”一直移至最上層的 Deg 位置。[比我今天在

學校]形成一個句法成分。他將這個分析稱為“二價程度短語殼分析”（the 

dyadic DegP-shell analysis），屬於直接的短語型比較。林若望（Lin 2009）從句法

和語義兩方面論證了漢語的比字句都是短語型。 



 

149 

 

以上這些分析都將“比”分析為程度中心語，類似於英語的-er, 但“比”

並不表示程度義（Liu 2011），而-er 是形容詞比較級的屈折語素，兩者在句法

功能上並不相同。如果說“比”與英語比較句中的某個成分對應，它也是與 than 

對應，同為引出標準項的引介語（Guo 2012; 郭潔 2015）。 

5.1.1.2.2 輕動詞 

Erlewine（2007），顧陽、郭潔（Gu & Guo 2009），何元建（2010）等將“比”

分析為輕動詞。他們認為，從“比”自身的詞彙意義來看，它是從動詞發展而

來的，除了在“比”字句中引介比較基準 Y 以外，在現代漢語中，也不難找到

“比”具有動詞性的證據，比如“比”可以充當謂語（23）。其次，“比”的動

詞性與“比較”這個概念有關，“比”本身就是對兩個個體或物體就某個維度

（高度，重量，智商）進行比較。 

（23）a. 你們倆比一下，看誰的個頭高。 

  b. 比力氣，你比過這哥們嗎？ 

基於“比”的動詞表現，顧陽、郭潔（Gu & Guo 2009）提出“比”是一個

輕動詞，將“比……高”分析為一個複合謂詞，在“比”無語音形式的情況下，

“高”通過中心語移位，與上層的中心語合併生成及物比較句，如例（24）所

示。 

（24）a. 張三比李四高一頭。 

  b. 張三高 i 李四 ti 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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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元建（2010）亦將“比”處理为轻动词，認為比較句中的標記性詞語“有、

像、比（較）”等都是表示比較範疇的輕動詞，表示比較結果的成分則是等級性

謂詞。 

將“比”分析為輕動詞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首先，如果“比”是輕動詞，

引出的標準項便是其賓語，那麼（24a）應可以被動化，但這沒有得到語言事實

的支持（25a）；其次，將“比”分析為輕動詞忽略了[比+標準項]是一個語法成

分的事實，如（25b）所示。在輕動詞分析中，“比……高”是一個複合謂詞，

無法得到“比李四”這樣的短語（Guo 2012; 郭潔 2015; 郭潔、顧陽 2017）。 

（25）a. * 李四被張三高一頭。 

  b. 問：張三比誰高一頭？ 

 答：比王五。 

5.1.1.2.3 伴隨介詞 

如前所述，郭潔（Guo 2009）將“比”分析輕動詞，但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問

題，因此郭潔（Guo 2012）、郭潔 2015 以及郭潔、顧陽（2017）对“比”字句

进行了重新分析，提出“比”與漢語其他伴隨介詞“跟、和、同”一樣，其功能

為引出標準項，同時給標準項名詞短語賦格。這樣的分析不僅說明[比+標準項] 

構成一個句法成分的語言事實，還為標準項名詞短語的賦格找到了依據：因為

比較項和標準項同為名詞性結構，各自需要格位，其中一項（比較項）獲得結構

格，成為句子的主語，另一項（標準項）則由“比”賦格。此外，還提出差比句

中的謂詞是一種關系類謂詞，與比較項和標準項構成的結構體（複合名詞短語

DP），建立論元關系。“比較”這一情狀一定牽涉兩個參與者，其中一個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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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另外一個是標準項。伴隨結構中的伴隨短語不可或缺，否則句子不合法，即

標準項必須伴隨比較項方能共同成為差比謂詞的論元。這樣的分析同樣適用於

出現在等比句中引出比較標準的伴隨介詞“跟、和、同”。這樣，差比句和等比

句中引出標準項的引介詞“比”和“跟、和、同”獲得統一分析，比較項和標

準項之間的關系也獲得統一解釋，如（26）所示： 

（26） 

 

根據短語結構理論（Abney 1987; Corver 1997; Borer 2005），詞彙範疇的最

大投射為與其具有相同特徵的功能投射，即名詞的最大投射是 DP，動詞的最大

投射是 vP，那麼形容詞的最大投射為 DegP。郭潔（Guo 2012）採用形容詞的最

大投射為 DegP 的觀點，認為漢語比較結構中，Deg 中心語或實現為黏著語素

“出”或實現為“一樣”，分別表達差比和等比。顧陽、郭潔（Gu & Guo 2015）

進一步將其抽象化為賦值的語義特徵[±出]，當程度中心語帶有[+出]特征時，可

表現為隱性或顯性的“出”，當程度中心語帶有[-出]特征時，實現為“一樣”。

程度語素“出”的顯性僅限於作為維度形容詞的功能投射，因此可以預測當[+

出]語義特征在語音上實現為“出”時，差異短語也必須出現，如（27a）所示，

而當它沒有語音實現時，差異短語選擇性出現，如（27b）。 

（27）a. 張三比李四高出*（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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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張三比李四高（2 公分）。 

句法上，差異短語佔據程度短語的標誌語位置[Spec, DegP]，表達比較之後

的結果，差比句結果有差異，等比句結果為零。根據這樣的分析，比較句中 DegP

的結構如下所示： 

（28） 

 

綜合各家觀點以及利弊分析，我們認為目前將“比”分析為能賦格的介詞

性成分，“比”後成分為短語，程度短語為形容詞的最大投射，整個結構為個

體比較的操作為最優選擇。 

5.1.2 “多+V”式差比句 

漢語“多+V”式差比句，由四個部分構成：比較主體、由“比”引導的比

較基準、由“多”引導的動詞性結構以及差異表達（比較之差）。和形容詞差比

句不同，“多+V”式動詞差比結構中的比較之差必須要出現。如例（29）所示，

比較主體為“張三”，比較基準為“比李四”，動詞性結構為“多讀”，差異

表達為“兩本小說”。 

（29）張三比李四多讀了*（兩本小說）。 

李曉（Li 2009）率先從形式語義學的角度對漢語“多+V”式動詞差比結構

進行了研究，認為與形容詞差比句描述程度之間的比较关系不同，动词差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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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是集合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種非程度比較句。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則認為，漢語“多+V”式动词差比结构表面上的個體比較實則為

程度比較。下面，我們將對這兩種觀點展開討論。 

李曉（Li 2009, 2012, 2015）觀察到漢語形容詞差比句和動詞差比句之間的

差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形容詞差比句的謂詞為等級形容詞，動詞差

比句的謂詞為形容詞“多”加動詞。其次，形容詞差比句中的差異成分

（differentials）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但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必須出現。最

後，兩種差比句中的差異成分的屬性不同，形容詞差比句中的差異成分只能是

度量短語，而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既可以為度量短語，還可以是名詞性短語

（DP），如下例所示， 

（30）a. 張三比李四多跑了五公里。 

  b.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這本小說。 

  c. 張三比李四多買了手機。 

  d. 張三比李四多去了北京。 

除了一般的度量短語如“五公里”（30a），動詞差比句中的差異表達幾乎

可以由所有形式的名詞性短語來充當，如定指短語“這本小說”（30b），表類

指的光杆名詞“手機”（30c），甚至是專有名詞“北京”（30d）。 

相反，形容詞性差比句，差異成分只能是度量短語，如（31）所示。 

（31）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兩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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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 漢語形容詞差比句和動詞差比句不同特征歸納表 

差比句類型 謂詞類型 差異成分隱現 差異成分性質 

形容詞差比句 等級形容詞 可隱可現 度量短語 

動詞差比句 “多”+動詞 必現 度量短語/名詞短語 

接著，李曉提出動詞差比句中的名詞性成分，在句法和語義上，與非比較語

境中的名詞性結構平行。首先，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與非比較語境中的動詞

賓語在句法分佈上一致，如例（32）-（33）所示。 

（32）a. 張三給了小明兩份禮物。 

  b. 張三比李四多給了小明兩份禮物。 

（33） a. 張三給了兩個朋友禮物。 

   b. 張三比李四多給了兩個朋友禮物。 

以上例句表明，只要在非比較句中加入“比”字短語，並在動詞前加上“多”，

及物動詞的賓語便可成為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且雙及物動詞“給”的直接

賓語和間接賓語都可以成為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 

其次，語義上，非比較句中的動詞賓語可以由不定指名詞，定指名詞，類指

光杆名詞等不同類型的名詞性短語充當，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與之一致。 

最後，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與動詞賓語在形成特殊問句時，都只能用疑

問詞“什麼”提問，而不能用“多少”提問，如例（34）和例（35）所示。 

（34）a. 張三買了兩雙鞋。 

  b. 張三買了什麼 

  c.？？張三買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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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 張三比李四多買了兩雙鞋。 

  b. 張三比李四多買了什麼？ 

  c. ？？張三比李四多買了多少? 

而度量短語可以用疑問詞“多少”提問，卻不能用疑問詞“什麼”提問，如例

（36）所示： 

（36）a. 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 

  b. 張三比李四高多少？ 

  c. *張三比李四高什麼？ 

以上例子表明，動詞差比句的差異成分在句法上與動詞賓語一致，在語義

上都指稱個體。 

當前研究比較句語義的主要分析方法是程度分析法（degree-based analyses）。

在程度語義學的理論框架下，“程度”被定義為某一量級（scale）上的刻度（points）

或區間（intervals）組成的集合（von Stechow 1984; Kennedy 1999; Kennedy & 

McNally 2005）。量級就像是一把具有刻度的尺子，刻度具有數值，程度表示對

量的測量，對應于實數的集合。這種分析方法認為，差比句在語義上表示兩個

程度值（實數）的不等關系。程度分析法描述的是程度之間的差別，差異成分只

能是表示程度的度量短語，而不能是指代個體的名詞性成分。李曉（Li 2009）

指出程度分析法不能直接用於分析動詞差比句的語義，因為在動詞差比句中，

差異成分可以由各類名詞性短語充當，尤其動詞為雙及物時，直接賓語和間接

賓語都可以充當差異成分，這時的名詞性成分指稱的是個體而不可能是程度。

鑒於此，她提出了一一映射分析法（mapping-based semantic analysis），通過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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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之間的一一映射關系來解釋漢語動詞差比句中差異成分可以為名詞性短語

的特殊現象。 

什麼是一一映射分析法？一一映射分析法是對兩個集合的比較，得出的差

異是集合內未被配對（unpaired）的元素。一一映射可以定義為函數 f，定義域

內的每一個元素都能與值域中的一個元素相對應，且 f 值域內的每個元素也都

能與 f 定義域中的某個元素相對應。用一一映射分析法可以解釋動詞差比句

（37a）的語義，如圖（37b）所示，張三看過的所有東西構成集合 A，即{A, B, 

C, D, E}，李四看過的所有東西為集合 B 即{a, b, c}。集合 B 中的每個元素都能

與集合 A 中的某個元素建立一一對應的關系。差異成分“兩本書”為集合 A 的

子集，這個子集中的每個元素（D，E）在集合 B 中都找不到對應的元素，即集

合 A 中有兩個元素不能與集合 B 中的元素建立一一對應的關系。D 和 E 都是小

說。所以，張三比李四多看了兩本小說。 

（37） a. 張三比李四多看了兩本小說。 

   b. 集合 A      集合 B 

 

動詞差比句（37a）的邏輯式表達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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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李曉的分析中，“比”為介詞，語義為空，比較基準為介詞短語 PP 的補

足語，比較義由“多”來提供。“多”的語義表達式如（39）所示， 

（39） || 多 f || 
g = λP <e, <e, t>> λke λye λxe. ze [P(z)(y)→te [t = g(f)(z) ∧  

      P(t)(x) ∧ P(k)(x) ∧ t o k]] 

“多”帶有四個語義論元，分別為：謂詞 P 對應的動詞，個體論元 k 對應的差

異成分，充當比較基準的個體論元 y 以及充當比較主體的個體論元 x。f 代表映

射函數，它的值由函數 g 賦予。g(f) 表示的是當前語境下一一映射的關系，即

每一個 y 中的元素都有唯一的一個 x 中的元素與之相對應， t o k 表示 t 與 

k 不重合。這個定義涉及到跟動詞相關的兩個個體集合之間的映射，所有參與

映射的個體必須具有相同的類範疇，這個類信息由差異成分提供。 

當“多”與四個論元相結合時，可以得到（37a）的真值條件，如（40）所

示： 

（40）|| 張三比李四多看了兩本小說 || g = 1 iff ke [*novel (k) ∧ |k| ≥ 2 

   ∧ read (k)(Zhangsan) ∧ze [read(z)(Lisi)→te [t = g(f)(z) ∧  

   read(t)(Zhangsan) ∧ t o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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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所表達的意思是，李四看過的每一樣東西 z，都有張三看過的東西 t 與之

對應(t= g(f)(z))。張三看了兩本小說 k，李四沒有看過與 k 對應的小說。t 與 k 不

重合，所以張三和李四所看過的東西的集合之差為 k。 

這一分析方法所體現的語義核心在於，比較的對象是集合中的個體，而非

程度值。李曉認為個體映射分析能夠更好地解釋動詞差比句的句法特征。動詞

差比句允許名詞性短語充當差異成分，是因為動詞差比句的語義是個體比較而

非程度比較。動詞差比句中差異成分必須出現是因為它起到標記類別的作用

（mark the taxonomic sort/level），這樣映射關系才能建立。根據李曉的分析，如

果沒有差異成分，映射就無法進行，需要差異成分提供類信息來幫助形成比較。 

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認為漢語動詞差比句本質上還是屬於程

度比較，李曉的非程度分析法存在一定的不足。李曉的一一映射分析法建立的

基礎是動詞差比中的名詞性差異成分（differential DPs）跟非比較語境中的名詞

性成分具有相同指稱，即都是指稱個體，不指稱程度。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認為名詞性差異成分跟非比較語境中的名詞短語不完全一樣。理由為：

動詞差比句中的名詞性差異成分不能被指稱個體的代詞或是空範疇回指，但是

可以被指稱程度的的指示代詞回指；與非比較結構中的名詞性成分不同，名詞

性差異成分不能被話題化，跟真正指稱個體的非比較結構中的名詞性成分在句

法和語義上並不平行。 

首先，如果動詞差比句中的差異成分 DPs 和非比較語境中的 DPs 一樣，都

是指稱個體的話，那麼它應該可以被代詞或是空範疇回指。但實際語料顯示，

這樣的回指不成立，如例（41）-（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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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兩本小說]i。*[它們/e]i 都很好看。 

  b.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兩本小說]i。*王五也多讀了[它們]i。 

（42）張三今天買了[兩本小說]i。[它們/e]i 都很好看。 

相反，程度回指詞像“這麼”和“那麼”可以用於回指動詞差比句中的差異短

語，如下例所示， 

（43）張三比李四多讀了[兩本小說]i。王五也多讀了[那麼 i 多]。 

其次，能否進行話題化操作可以很好地測試動詞差比句中的名詞性差異成

分是否指稱個體。在漢語中，話題往往具有有定限制，滿足這個限制時，一個

DP 就可以被話題化，如（44）所示，專有名詞《紅樓夢》，可以被話題化提到句

首位置。 

（44）a. 張三讀了《紅樓夢》。    b. 《紅樓夢》，張三讀了 e。 

如果動詞差比句中的名詞性差異成分跟非比較語境中的名詞性成分平行，

那麼他們也應該也能被話題化，但事實並非如此，差異成分不管是專有名詞（45b）

還是指量短語（46b），都不能被話題化。 

（45）a.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紅樓夢》。   

  b. *《紅樓夢》，張三比李四多讀了 e。 

（46）a.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這本小說。   

  b. *這本小說，張三比李四多讀了 e。 

而漢語形容詞差比句中指稱程度的度量短語，也不能被話題化： 

（47）a. 張三比李四高兩公分。    b. *兩公分，張三比李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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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語言事實，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提出漢語動詞差比

句中名詞性差異成分仍舊是指稱程度，而不是個體。 

英語中也有類似的名詞性短語表達程度的例句，如例（48）所示，Four pizzas

既可以指稱個體（48a），也可以指稱程度（48b）。 

（48）a. Four pizzas are vegetarian.        individual 

  b. Four pizzas is more than we need.      Degree 

               Rett（2014:242） 

在很多語言中都存在名詞性成分指稱程度的現象，比如 Hindi-Urdu 語（Bhatt 

& Takahashi 2011），日語（Sudo 2015）等。 

如果漢語動詞差比句和形容詞差比句都是程度比較的話，不得不接受差異

成分 DP 和 MP 具有相同指謂，即都指稱程度。如果動詞差比句和形容詞差比句

比較的語義機制不一樣，那為何他們具有相同的差比結構形式，具有相同的基

準標記。為解決這兩難問題，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採用了一種新

的程度概念，即程度表示量的名物化，對應於抽象的類。這類程度不僅包含有

關測量的信息（數值），還包含所測量的對象的信息（個體），從而解釋了漢語動

詞差比句為何允許名詞性差異成分的特殊現象。 

程度分析法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程度概念。在標準的程度分析法中，程度表

示的是抽象的量，對應於數值，採用該概念時，比較語義通過程度值的偏序關

系來表達。另一種程度，表示的則是一種抽象的類，是量的名物化，這種程度對

應的不是數值。因为类和属性之间具有相互可轉換的內在联系，所以比較語義

通過類所具屬性之間的對比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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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將程度分析為類的是 Cresswell（1976），他認為程度在某種意義上等價

於一個“類”（equivalence classes），是一組具有相同可分級屬性（比如身高，體

重，數量）的個體。比如，複數可數名詞 men 有時指稱的是具有“男人”這個

屬性的個體集合（x is a set of men），有時候指稱的是具有 y 個個數（y≥2）的

男人的集合（x is a y-membered set of men）。 

Chierchia（1998）進一步指出，在一階邏輯中，所有的屬性都對應於一個由

該屬性所定義的自然類。如普通名詞“狗”，既表示“狗”的屬性，同時也對

應於“狗”這個類，證明類指和屬性之間具有天然的聯繫，並用兩個類轉換運

算元（下向運算元和上向運算元）來說明“屬性”和“類”之間的轉換關系。

“属性”和“类指”之間可以通過兩種語義操作進行轉換，一種叫名物化操作

（nominalization）即下向運算元“∩”，作用於某種屬性，使屬性轉換成由這種

屬性所對應的類；與之相對應的為謂詞化操作（predicativization）即上向運算元

“∪”，作用於某一個類指成分，生成該類所具有的某種屬性。例如，用 DOGS 

表示屬性，對屬性的名物化操作可以得到狗這個類: 
∩
DOGS =k，對類的謂詞化

操作可以得到狗的屬性: 
∪

k = DOGS。這兩種語義操作如下圖所示（Chierchia 

1998:349）: 

圖表 18 “属性( properties)——类( kinds)”的互转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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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Anderson & Morzycki（2015）和 Scontras（2017）在“属性”和“类”

之间通過两种语义操作进行转换的理論框架下，對程度和類之間的關系進行了

更深入的探討。Anderson & Morzycki（2015）通過跨語言研究發現在許多語言

中 so/such 都可以用來修飾名詞、形容詞和動詞，分別表示類屬、程度和方式。

基於這樣的平行屬性，他們把程度看作表示狀態的類，把方式看作表示事件的

類，程度、方式和類具有內在的聯繫，本質上沒有區別。Scontras（2017）认为

程度是個體在某種度量基礎上形成的屬性，也就是說，程度不僅包含有關度量

的信息，還包含所度量物件的信息。程度是質和量的統一體（quantity- and quality-

uniform），由量的名物化轉換而來，對應於抽象的類。Scontras 採用類的語義重

新定義了程度： 

（49） DEGREE := ∩λx.∃k[µ (x)=n ∧ π(k)(x)] 

             （Scontras 2017:178） 

k 代表類，µ 是語境相關的測量函數。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種數量屬性，利用下向

算子，可以將屬性轉為類。比如“三個蘋果”的語義為： 

（50）||三個蘋果 ||=d= ∩λx. [µ (x) =3 ∧ π(蘋果)(x)] 

程度 d 可以看成是由屬性 λx.[µ (x) =3∧π(蘋果)(x)]轉化而成的類。光杆名

詞“蘋果”為類指名詞，算子 π 相當於上向算子，將類轉換成屬性，“π(蘋果)(x)”

相當於“∪
k(x)”，µ 測量的是變量 x 的個數。這樣，程度既包含了度量/個數(n=3)

也包含了度量的對象“蘋果”。 

當程度对应量的測量時，可以用（抽象的）数值表示，比较句的语义通过数

值大小的對比來表示（大於小於或等於）。當程度对应于抽象的类時，因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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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數，不能直接比較大小，比较句的语义只能通过属性相同或相异实现。鑒於

此，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一方面採用 Anderson & Morzycki（2015）

的程度作為類的分析，另一方面融合了個體比較分析法（A-not-A analysis）

（Schwarzschild 2008），採用基於差異的比較來分析漢語動詞差比句，即兩個個

體的差異體現為：A 具有特定屬性（類），而 B 沒有。 

（51）張三比李四多吃了甜甜圈。 

例（51）的具體場景為：張三早上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個甜甜圈，李四早

上只喝了一杯咖啡。張三和李四在吃東西這個事件上的差異在於：在甜甜圈這

個東西（類）上，張三吃了而李四沒吃。 

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認為動詞差比句中的“多”表達的就是

兩個個體在特定屬性（類）上的差異，（52a）的真值條件表達為（52b）。 

（52）a.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三本書。 

  b.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三本書]] = 1 當且僅當 x[μf (x) = 3∧∪
book(x) 

    ∧ read(x)(ZS)∧read(x)(LS)] 

（52b）表達的是“張三比李四多讀了三本書”為真，當且僅當存在一個 x，x 的

個數為 3，x 具有書的屬性，張三讀了 x 而李四沒有讀 x。 

根據 Chierchia（1998）提出的類衍生述謂結構（derived kind predication，簡

稱 DKP），類可以通過謂詞化操作自由地轉為屬性。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把程度處理為類的分析方法，能夠充分解釋漢語動詞差比句中名詞性短

語充當差異成分的現象。動詞差比句中差異成分 DPs 既不是抽象量的測量（數

值）也不是單純的個體指稱，而是量的名物化，是“名－量”一体的产物，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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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什麼名詞性差異成分不能被指稱個體的代詞或空語類回指，不能話題化的

原因。 

漢語比較結構看似簡單，實則牽涉較多理論問題。漢語缺乏形態變化，“比”

字句無論是子句型比較還是短語型比較都面臨或多或少的問題，尤其是子句型

比較，沒有像英語那樣具有強有力的形態上的語言事實支持，句法上多依賴於

各種條件假設下的重構。生成語法理論的不斷發展，為深入探討比較句的內部

結構提供了更多的依據和更強的解釋力。除了句法結構的研究之外，隨著程度

語義學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結合形式語義學對“比”字句的語義進行了深

入研究，對“比較”的本質有了更深入的探討。 

5.2 彝語差比結構 

國內少數民族語差比結構的研究主要從差比標記的位置、來源以及語法性

質等方面進行類型歸納。鄧鳳民（2010）考察了 60 多種語言，根據比較標記的

位置將差比句分為“前置介詞型差比句”和“後置助詞型差比句”。鄭慧仁

（2012）根據語義來源的不同，將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中的差比標記區分為

“看”型、“起點”型、“終點”型、“經過”型、“方位”型五種。 

彝語差比句研究方面，胡素華（2005）歸納了涼山彝語的六種差比結構類

型，並對差比句各要素的結構成分進行了詳細的描寫。劉鴻勇等（2013）在胡素

華（2005）的基礎上，根據形態句法和語義上的不同，進一步將涼山彝語的差比

句分為三種形式：狀語式差比句、維度形容詞差比句以及動詞差比句，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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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的性質以及句中能否出現差異短語來區分這三種差比句。臘羅彝語差比句

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公開發表的相關專題研究成果。 

本節重點分析臘羅彝語的 di³¹khɛ⁵⁵“超過”型差比句，包括形容詞差比句

“阿木比阿依高兩公分”，如例（53a）所示，以及動詞差比句“阿木比阿依多

讀了兩本書”，如例（53b），兩種類型。 

（53）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nɯ³¹kon³³fɛn³³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公分   高  示證 

   阿木比阿依高兩公分。 

   b. a⁵⁵mu¹³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thi³¹u³¹ nɯ³¹pɛn³¹ dzu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書  兩本  讀 多 示證 

   阿木比阿依多讀了兩本書。 

5.2.1 形容詞差比句 

臘羅彝語超過型差比句，既有來源于方位概念的比較標記（基準標記）di³¹

（在……之上），也有表示“超過”義的動詞 khɛ⁵⁵，如例（54）所示， 

（54）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高  示證 

阿木比阿依高。 

di³¹的原義為“在……之上”，如例（55a）所示，後來演變為賓格標記（包

括與格標記）。（55b）中“阿依”之後添加了 di³¹，表明“阿依”是動詞“喜歡”

的對象，即賓語，而不是“喜歡”的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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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a. tsɿ⁵⁵tsɿ³³-di³¹ thi³¹u³¹ tʂhɿ³¹pɛn³¹ ta³¹  a³¹  mu⁵⁵. 

   桌子-上  書  一本  放置 陳述 示證 

   桌子上放著一本書。 

  b.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ɕi³¹xuan³³ a³¹  mu³¹.  

    阿木  阿依-賓格標記  喜歡  陳述 示證 

    阿木喜歡阿依。 

khɛ⁵⁵可以單獨充當謂語，如（56）所示，阿木和阿依參加跑步比賽，起先阿

木落後于阿依，最後阿木跑在了阿依前面，這時便可說“阿木超過了阿依”，

khɛ⁵⁵為動詞，其後可以接完成體 a⁵⁵tɕi⁵⁵。 

（56）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a⁵⁵tɕi⁵⁵ a⁵⁵  mu⁵⁵. 

  阿木 阿依-賓格標記  超過 完成體 陳述 示證 

  阿木超過了阿依。 

類型學中的超過型差比（exceed comparatives）一般是指使用具有“經過/超

過”義的詞作為比較標記的語言。類型學家所關心的比較標記主要指的是基準

標記，他們認為只有必須與基準同現的標記才是構成差比句的結構手段，是主

要的比較標記（劉丹青 2003）。採用這種方式表達差比義的語言主要有壯侗語

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以及漢語粵方言等。例（57）為武鳴壯語，例（58）為

黔東苗語，例（59）為粵語。 

（57）tu⁶ kou¹ dei¹  kva⁵  tu⁶ mɯŋ². 

  的 我  好  過  的 你 

  我的比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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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慶穩、覃國生 1980:55） 

（58）nen⁵⁵ xhi³³ ɕhaŋ⁴⁴ vi¹¹. 

  他  高  過  我 

   他比我高。 

              （王輔世 1985:65） 

（59）張生高過我。張先生比我高。    （張雙慶、郭必之 2005:232） 

臘羅彝語中的超過型差比與類型學上所說的超過型差比不完全一樣，雖然

有表“经过/超过”义的动词參與差比義的表達，但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基準標記。

臘羅彝語中基準標記與同語族的藏緬語一樣，將表達方位概念的詞 di³¹“在……

之上”用於介引比較基準。景頗語（60a），傈僳語（60b），拉祜語（60c）都用

具有方位概念的“上”表達差比義，同時也是基準標記。 

（60）a. kă³¹nau³³ kă³¹phu³¹ thaʔ³¹ kʒau³³ ʃă³¹ku̠t³¹  ai³³.  

   弟弟  哥哥  上  更  努力 句尾助詞 

   弟弟比哥哥更努力。 

           （戴慶廈、徐悉堅 1992:263） 

   b. ŋua³³ no⁴⁴  dɛ³¹sɛ³³  tɕi⁴⁴. 

   我  你  之上  好 

   我比你好。 

              （李文宇 2015:12） 

  c. tɕhi³¹ȵi³³khɔ³¹  ɣɯ³³ tsa³¹ a³¹ mi³¹khɔ³¹ tha³¹ nʌ³³. 

    今年    的  稻  去年  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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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稻子比去年的好。 

             （常俊之 2009:171） 

不同與景頗語、哈尼語、傈僳語等把“上、下”的概念與量級大小的概念等

同起來，直接借用“上、下”的方位概念來表達差比義，臘羅彝語是通過將“超

過”義動詞與比較基準組合成一个状语从句，形成“超過 Y 地”之義，相当于

一个表示程度的状语，修飾形容詞，表達差比義。 

（61）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高  示證 

阿木比阿依高。 

   b.* a⁵⁵mu¹³ 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超過 高  示證 

   擬表達：阿木較高。 

  c. a⁵⁵mu¹³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高  示證 

   阿木（很）高。 

如例（61a）所示，“阿木”是比較主體，“阿依”是比較基準，di³¹為基準

標記，同時也是賓格標記，khɛ⁵⁵為動詞“超過”。a³³ʑi³³di³¹khɛ⁵⁵“超過阿依地”

首先構成一個句法成分，來修飾形容詞“高”，表示“阿木超過阿依地高”，

即“阿木比阿依高”。如果 khɛ⁵⁵不是先跟比較基準“阿依”組合，而是直接修

飾形容詞，表達“差比”之義，那麼“khɛ⁵⁵ʔmu⁵⁵”應該可以組合成合法的成分

來充當謂語，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省略了 a³³ʑi³³di³¹這個基準成分，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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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單獨表達差比義，甚至都不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句子，如（61b）。如果把

a³³ʑi³³di³¹khɛ⁵⁵“超過阿依地”省略，則句子沒有了差比解讀，而變成原級解讀，

如（61c）所示。所以，差比義來源於比較基準以及相關成分構成的狀語從句。 

多個比較對象出現時，di³¹khɛ⁵⁵只能出現一次，比較對象之間構成並列結構

然後整體作為 di³¹khɛ⁵⁵的主語，如例（62）所示。因為比較對象與 di³¹khɛ⁵⁵構成

的是表示程度的狀語從句，同一個句子中，如果出現多個表示程度的狀語從句，

無法生成合適的語義。 

（62）a. nɯ⁵⁵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lɛ³³a⁵⁵tʂɿ³³-di³¹  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你 阿木 阿依 和 阿芝-基準標記 超過 高  示證 

    你比阿木、阿依和阿芝高。 

  b.*nɯ⁵⁵ a⁵⁵mu¹³-di³¹  khɛ⁵⁵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a⁵⁵tʂɿ³³ 

    你 阿木-基準標記 超過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阿芝 

    di³¹   khɛ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基準標記  超過 高  示證 

    擬表達：你比阿木，比阿依，比阿芝（都）高。 

其次，khɛ⁵⁵和基準成分之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而 khɛ⁵⁵與形容詞之間可以

插入差異短語“兩公分”（63a），否定副詞“不”（63b）。 

（63）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nɯ³¹kon³³fɛn³³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公分   高  示證 

 阿木比阿依高兩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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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nɯ³¹kon³³fɛn³³ ma³¹ʔmu⁵⁵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公分   不 高 示證 

  阿木不比阿依高兩公分。 

涼山彝語中也存在用具有“超過”義的動詞與比較基準構成狀語從句形成

状语式差比結構的現象。劉鴻勇等（2013）指出，涼山彝語在表示差比義時，比

较基準由状语从句引导。如例（64）中 vɿ⁵⁵mo³¹tɕo³⁴a²¹tshɿ³³mu³³是一个状语从句，

其意思为“超过姐姐地”，判斷為狀語的依據是其後有狀語標記 mu³³。 

（64）ȵi³³ma⁵⁵  vɿ⁵⁵mo³¹  tɕo³⁴a²¹tshɿ³³  mu³³  ndʐa⁵⁵. 

 妹妹  姐姐  超過   狀語標記 漂亮 

 妹妹比姐姐漂亮。 

             （劉鴻勇等 2013:48） 

胡素華（2005）認為比較標記 tɕo³⁴a²¹tshɿ³³“超過”，其實是介引比較基準

的虛詞 tɕo³⁴和具有實義“不止”，即“超過”義的 a²¹tshɿ³³組成，其後的狀語助

詞 mu³³不能省略，比較基準與這些成分一起構成狀語來修飾形容詞。 

臘羅彝語中，di³¹khɛ³¹一同出現才能構成差比義，可以把 di³¹khɛ³¹看成比較

標記。di³¹和 khɛ³¹其實是不同功能的詞，di³¹的作用是介引比較對象，即標明動

詞“超過”的對象，在句法上先與比較基準組合，然後才跟動詞 khɛ³¹組合，構

成動賓短語。戴庆厦（1998:293）在谈到景颇语实词虚化时指出：“由于这类方

位词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化，所以很容易与后面一个副词或成分连成一体，在语

感上当做一个虚词……”臘羅彝語中的 di³¹從表方位義到賓格標記、與格標記到

比較基準標記，意義虛化，在句法上與前面的名詞性成分結合更緊密，但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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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與其後表示“超過”的 khɛ³¹一起構成了差比義，語感上，di³¹khɛ³¹連成了一

個整體。 

在臘羅彝語中，維度義形容詞不能直接跟度量短語組合，但是度量短語可

以作為差異短語出現在形容詞差比句中。同樣也可以作為比較基準，出現在另

一種“超過”型差比句中，如例（65）所示，比較標記 ma³¹tshɿ⁵⁵與涼山彝語的

a²¹tshɿ³³構詞方式相同，都為“否定詞+詞根”，直譯為“不止”，也即“超過”

之義。（65a）的語義類似于英語的“Amu is taller than six feet”。 

（65）a. a⁵⁵mu¹³ ʑɿ⁵⁵mi³¹pa¹³ ma³¹tshɿ⁵⁵ ʔmu⁵⁵ mu³¹. 

    阿木  一米八  不止  高  示證 

    阿木超過一米八高。 

  b. a⁵⁵mu¹³ ʑɿ⁵⁵pɛ¹³tɕɿ⁵⁵  ma³¹tshɿ⁵⁵ ʔlɯ³¹ mu⁵⁵. 

    阿木  一百斤   不止  重  示證 

    阿木超過一百斤重。 

英語中，不管比較基準為何性質的成分，都可以用“-er…than”句型來表達。

在臘羅彝語中，不同類型的比較基準採用不同的差比句型，但這兩種不同的差

比句之間具有密切聯繫，語義機制類似，都用含有“超過”義的詞表達差比義。 

林若望（Lin 2009）認為在漢語比較句中，除了名詞短語為等級謂詞的論元

外，時間短語“今天”、“昨天”和地點短語“在學校”、“在家裡”以及命

題“你去”、“他在圖書館讀書”均可以參與比較，如（66）所示。他認為表示

時間和地點的短語以及命題所表示的事件也是論元，於是他提出漢語中能夠參

與比較的成分必為等級形容詞的論元。例（67）不合法是因為比較成分為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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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例（68）不合法是因為比較成分為謂語。只有論元才能成為比較成分。因此

他把漢語“比”字句稱為論元依賴型比較句（Argument-dependent comparison）。 

（66）a. 他昨天/在學校比我今天/在家高興。 

  b. 你去比我去好。 

  c. 他在圖書館讀書比他在家讀書認真。 

（67）a. * 我的生日會慢慢地比快快地到。 

  b. * 他勉強地比心甘情願地答應做那件事。 

  c. * 媽媽因為小明說謊比因為他偷錢更生氣。 

（68）* 張三（很）勤奮比（很）聰明。 

按照林若望（Lin 2009）提出的“論元依賴參數”（Argument dependence 

parameters of comparatives），臘羅彝語 di³¹khɛ³¹型差比句跟漢語“比”字句一樣，

屬於論元依賴型比較句。時間短語、地點短語以及事件句都可以成為等級謂詞

的論元，如例（69）所示。方式短語、原因從句等不能作為比較成分（compared 

constituents），如例（70）所示。 

（69）a. a⁵⁵mu¹³（a³³nɯ³³/ɕo³¹ɕiao⁵⁵ku⁵⁵ dʑi³³） a³³ʑi³³（ʔi³³nɯ³³/hi⁵⁵ku³³ dʑi³³） 

    阿木  （昨天/學校  在） 阿依 （昨天/家  在） 

    di³¹  khɛ⁵⁵ dʑi³³di³¹  mu⁵⁵. 

    基準標記 超過 開心  示證 

    阿木（昨天/在學校）比阿依（今天/在家）開心。 

  b. a⁵⁵mu¹³ sɿ³³phi³¹vu⁵⁵ a³³ʑi³³  ʂɿ³¹ɣɯ³¹-di³¹  khɛ⁵⁵ mi³³mu⁵⁵. 

    阿木  葉子 割 阿依 草割-基準標記 超過 快 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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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木割葉子比阿依割草快。 

（70）a. *ŋa³³dɛ⁵⁵ ʔnɯ³³ a³³di³³di³³ mi³³a³³mi³³a³³ di³¹  khɛ⁵⁵ tɕhi⁵⁵. 

   我的 生日 慢慢地  快快地  基準標記 超過 到 

   *我的生日會慢慢地比快快地到。 

  b. *a⁵⁵ma³¹ a⁵⁵mu¹³ dʑi³¹phi³¹ khu³¹ di³¹ba⁵⁵ u³³ thi³¹u³¹  

   媽媽 阿木 錢   偷  因為 他 書   

   ha³³mɛ⁵⁵mɛ³¹ma³¹dzu⁵⁵ di³¹ba³¹ di³¹  khɛ⁵⁵ ʐɿ³¹tɕhi⁵⁵  mu³¹. 

   好好地  不 讀  因為 基準標記 超過 生氣 示證 

   *媽媽因為阿木偷錢比因為阿木不好好學習更生氣。 

從例（69）可以看出臘羅彝語兩個比較對象的各個比較成分在句法上保持

平行，比較主體中有時間短語，比較基準中也出現時間短語，比較主體為事件

論元，比較基準也為事件論元。此外，在語義上等同的兩個成分為了達到最簡

要求，其中一個成分在語音形式需被刪除，如例（71a）所示。比較成分 phi³¹tɕhi⁵⁵

“脾氣”，也可以提到句首位置（71b），但不能置於基準標記 di³¹khɛ⁵⁵之后（71c）。 

（71）a. a⁵⁵mu¹³ phi³¹tɕhi⁵⁵ a³³ʑi³³ phi³¹tɕhi⁵⁵-di³¹  khɛ⁵⁵ pha³¹ mu⁵⁵. 

    阿木  脾氣  阿依 脾氣-基準標記 超過 好 示證 

    阿木脾氣比阿依好。 

  b. phi³¹tɕhi⁵⁵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pha³¹ mu⁵⁵. 

    脾氣   阿木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好  示證 

    阿木脾氣比阿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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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phi³¹tɕhi⁵⁵ pha³¹ mu⁵⁵. 

   阿木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脾氣  好  示證 

   擬表達：阿木脾氣比阿依好。 

在 di³¹khɛ⁵⁵型差比句中，由 di³¹khɛ⁵⁵及比較基準構成的程度狀語和等級形容

詞之間只能出現程度性的成分比如度量短語，數量短語等，不能出現名詞短語。

比較成分屬於論元，論元都要位於謂詞前，基準以及相關成分構成的是狀語，

修飾的是謂語，謂詞修飾語和謂詞之間不能插入論元。而漢語沒有這樣的限制，

漢語“比+比較基準”構成的是介詞性的短語，介詞短語是謂詞的論元，不是修

飾語，所以比較成分可以位於“比”字短語之後，如例（72）所示。 

（72）a. 阿木比阿依脾氣好。     b. 阿木比阿依頭髮多。 

根據林若望（Lin 2009）提出的比較句可能存在的普遍原則：如果一種語言

有短語型比較，比較句或許允許一個短語或更多的短語進行比較。彝語跟漢語

一樣，屬於短語比較。 

對于漢語多級話題比較句，林若望（Lin 2009）把“比”分析為 Deg 中心

語，“比”字短語構成了程度短語殼，作為附加語，附加在形容詞謂詞上。例

（73a）的句法分析見（73b），“比”最裡面的論元是地點短語，出現在最低層

Deg 的補足語位置，時間論元和個體論元都在程度短語殼的標誌語位置，“比”

從最低層一直移至最上層的 Deg 位置。 

（73）a. 他昨天在學校比我今天在家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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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郭潔（Guo 2012）以及劉辰生（Liu 2011）認為“比”的作用是引出標準項，

對應英語的 than，而不是-er，它沒有“程度”義，不應該分析為程度中心語。

林若望（Lin 2014）後來也承認了“比”字短語不能表達差比義，因為就算刪掉

“比”字短語，句子依然具有比較解讀，所以“比”不是程度中心語，漢語“比”

字比較句的程度中心語由一個零形式的比較語素充當。 

在臘羅彝語中，基準以及相關成分是構成差比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刪除基

準標記以及相關成分，句子要麼失去差比義解讀要麼不能構成合法表達。基準

以及相關成分構成程度短語，作為附加語，修飾形容詞。借鑒林若望（Lin 2009）

的分析思路，本文將臘羅彝語例（74a）的句法分析為（74b）。 

（74）a. a⁵⁵mu¹³ a³³nɯ³³ ɕo³¹ɕiao⁵⁵ku⁵⁵ dʑi³³ a³³ʑi³³ ʔi³³nɯ³³    

    阿木  昨天 學校   在  阿依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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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⁵⁵ku³³ d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dʑi³³di̠³¹  mu⁵⁵. 

    家  在  基準標記 超過 開心  示證 

   阿木昨天在學校比阿依今天在家開心。 

  b.  

 

臘羅彝語允許多個短語進行比較，屬於直接的短語型比較，差比義由基準

以及相關成分構成的狀語成分表達。 

5.2.2 “V + khɛ⁵⁵ ”式差比句 

臘羅彝语中的“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的構成要素包括，比較主體（一般由句

子的主語擔任）、比較基準（由 di³¹khɛ⁵⁵引導）、引導動詞性結構的 khɛ⁵⁵“多”

以及差異成分（比較之差）。跟形容詞差比句相比，除了謂語部分為動詞性結構，

其他構成要素以及限制條件都跟形容詞差比句一樣，比如差異成分可有可無，

不是必須出現的成分，如例（75）所示。基準以及標記 di³¹khɛ⁵⁵不可省，省略後

不具比較義，如例（76）所示。因為臘羅彝語中，差比義是由基準以及其後成分



 

177 

 

di³¹khɛ⁵⁵一起構成的狀語從句來表達，di³¹不可單用，khɛ⁵⁵只有跟在基準成分以及

基準標記 di³¹之後才有差比義，單用不構成比較義。 

（75）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nɯ³¹tɕi⁵⁵) tshɿ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斤  胖  示證 

阿木比阿依胖（兩斤）。 

  b.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nɯ³¹tɕhyn³³）ʔla³³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圈  跑 多  示證 

阿木比阿依多跑了（兩圈）。 

（76）a. *a⁵⁵mu¹³  nɯ³¹tɕi⁵⁵  tshɿ⁵⁵ mu³¹. 

   阿木  兩斤  胖  示證 

    擬表達：阿木胖兩斤。 

  b. *a⁵⁵mu¹³  nɯ³¹tɕhyn³³ ʔla³³ 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兩圈   跑  多  示證 

   擬表達：阿木多跑了兩圈。 

和漢語不同，臘羅彝語的“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除了差異成分非必現，對

差異成分的屬性也有嚴格限制，專有名詞、定指短語以及光杆名詞不能充當差

異成分。如（77）所示，（77a）中的專有名詞 hon³¹ləu³¹mon⁵⁵“紅樓夢”，（77b）

中的定指短語 pi¹³na⁵⁵sa³³tʂɿ³³“那三支筆”，（77c）中的光杆名詞 pi¹³“筆”充當

差異成分時，句子都不合語法。 

（77）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hon³¹ləu³¹mon⁵⁵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紅樓夢   買 多 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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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表達：阿木比阿依多買了《紅樓夢》。 

  b.*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pi¹³ na⁵⁵sa³³tʂɿ³³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筆 那三支  買 多 示證 

   擬表達：阿木比阿依多買了那三支筆。 

  c.*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pi¹³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筆  買 多  示證 

   擬表達：阿木比阿依多買了筆。 

（78）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sa³³tʂɿ³³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三支  買 多 示證 

  阿木比阿依多買了三支。 

例（77）中，典型名詞性成分不能充當差異成分，說明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

差比句不是個體間一一對應關系建立的比較，差異成分必須為包含具體量的數

量短語（78），屬於程度比較。為什麼臘羅彝語中的數量短語能充當差異成分，

而光杆名詞，指量名詞，專有名詞這些名詞性成分不能充當差異成分？這跟臘

羅彝語的“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的句式結構以及數量短語的屬性相關。 

首先，臘羅彝語論元性成分（名詞性短語）需要放在謂詞前。基準成分以及

其後標記 di³¹khɛ⁵⁵一同構成表示程度的狀語從句修飾謂語動詞，所以專有名詞

hon³¹ləu³¹mon⁵⁵“紅樓夢”、定指短語 pi¹³na⁵⁵sa³³tʂɿ³³“那三支筆”以及光杆類指

名詞 pi¹³“筆”這些典型的體詞性成分不能放在動詞修飾語和動詞中間。臘羅彝

語作為 SOV 語序的語言，動賓之間在句法上並不緊密相鄰，只有語義上的聯繫，

比如動作承受者這樣的語義關系，中間可以插入任何謂詞性成分，如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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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事賓語“阿依”和主要動詞 dɛ³¹“打”之間，插入了方式狀語 ha³³sɿ³¹sɿ³¹

“狠狠地”以及動量短語 tʂhɿ³¹tɕy⁵⁵“一頓”，受事賓語“阿依”不能緊貼在動

詞“打”之前。 

（79）a. ŋa⁵⁵ a³³ʑi³³-di³¹  ha³³sɿ³¹sɿ³¹ tʂhɿ³¹tɕy⁵⁵ dɛ³¹ u³¹ tɕi⁵⁵ a⁵⁵. 

   我  阿依-受事標記 狠狠地  一頓  打 給 了 陳述 

   我狠狠地打了阿依一頓。 

  b.*ŋa⁵⁵ ha³³sɿ³¹sɿ³¹ tʂhɿ³¹tɕy⁵⁵ a³³ʑi³³-di³¹  dɛ³¹ u³¹ tɕi⁵⁵ a⁵⁵. 

    我 狠狠地  一頓  阿依-受事標記 打 給 了 陳述 

    擬表達：我狠狠地打了阿依一頓。 

其次，卜維美、劉鴻勇（2020）用並列結構測試、受事標記測試、狀語插入

測試證明了臘羅彝語名詞和數量短語不論在語音層還是在邏輯層都無法構成一

個表達不定指意義的句法成分。數量短語語義上指向名詞，句法上卻必須和謂

語動詞組合成動詞短語。臘羅彝語中的數量短語為謂詞性短語，只能和動詞組

合。所以，數量短語可以放在謂語動詞的修飾語和動詞之間，充當附加語。 

此外，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跟漢語的另一種差比句——副詞差

比句（adverbial comparatives）的句法表現相似。Li（李曉 2015）將漢語“動詞

+得+形容詞”作為主要謂詞的“比”字句稱為副詞差比句。副詞差比句中，一

般不允許差異短語出現，不能出現任何名詞性差異成分，如（80）所示。即便是

標準的度量短語充當差異成分，表達也不自然，如例（81）所示。 

（80）a. *張三比李四讀得多小說。 

  b. *張三比李四讀得多兩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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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張三這條路比李四走得多。 

從句法上來說，漢語副詞差比句的謂語為“V+得+多”，“得”為補語標記，

動詞的補足語位置已經被佔據，所以名詞性成分不能出現在動詞之後充當補足

語。而漢語動詞差比句中，主要謂詞為“V+多”，“V+多”構成的是詞而不是

短語，所以及物動詞 V 可以帶一個名詞性成分作為補足語。 

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專有名詞，光杆名詞以及指量名短語不能

充當差異成分，即不能位於由比較基準構成的狀語成分之後，但可以作為比較

對象出現在論元位置，甚至可以話題化置於句首位置，如例（84）-（86）所示。 

（84）a. a⁵⁵mu¹³ hon³¹ləu³¹mon⁵⁵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紅樓夢》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買 多 示證 

    阿木《紅樓夢》比阿依買得多。 

  b. hon³¹ləu³¹mon⁵⁵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vɛ⁵⁵khɛ⁵⁵mu³¹. 

   《紅樓夢》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買 多 示證 

   《紅樓夢》，阿木比阿依多得買。 

（85）a. a⁵⁵mu¹³ pi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阿木  筆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買 多  示證 

    阿木筆比阿依買得多。 

  b. pi¹³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 di³¹   khɛ⁵⁵ vɛ⁵⁵khɛ⁵⁵ mu³¹. 

    筆 阿木 阿依 基準標記 超過 買 多  示證 

    筆，阿木比阿依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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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a. a⁵⁵mu¹³ ɣa⁵⁵ na⁵⁵tʂhɿ³¹tʂa³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ɕy³¹khɛ⁵⁵mu³¹. 

    阿木  路 那一條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走 多 示證 

     阿木那條路比阿依走得多。 

  b. ɣa⁵⁵ na⁵⁵tʂhɿ³¹tʂa³³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ɕy³¹khɛ⁵⁵mu³¹. 

    路 那一條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走 多 示證 

    那條路，阿木比阿依走得多。 

此外，只有少量形容詞能進入漢語動詞差比句中，僅限於“多”、“少”等

單音節形容詞（Li 2015）。而漢語副詞差比句中，“V+得+A”后的形容詞既可

以是單音節也可以是雙音節。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 ”式差比句中，khɛ⁵⁵可以替

換成其他少量單音節形容詞，比如“快”、“好”等，如例（87）所示。但不能

是雙音節形容詞“高興”、“乾淨”等，如例（88）所示。 

（87）a.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nɯ³¹tɕhyn³³）ʔla³³mi³³  mu⁵⁵.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兩圈  跑 快  示證 

    阿木比阿依跑得快。/ 阿木比阿依跑快了兩圈。 

  b. 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sa³³kho³³） khau³¹pha³¹ mu⁵⁵.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三科  考  好  示證 

    阿木（有三科）比阿依考得好。 

（88）a.*a⁵⁵mu¹³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ɣa³³  dʑi³³di̠³¹  mu⁵⁵. 

    阿木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玩  開心  示證 

    擬表達：阿木比阿依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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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⁵⁵mu¹³ pha⁵⁵ a³³ʑi³³-di³¹  khɛ⁵⁵ tshɿ³¹ hu³¹ɕi⁵⁵ mu³¹. 

   阿木 衣服 阿依-基準標記 超過 洗  乾淨 示證 

   擬表達：阿木衣服比阿依洗得乾淨。 

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綜合了漢語動詞差比句和副詞差比句兩種

句型的部分句法特征。導致這個特殊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是因為兩種

語言比較基準成分的屬性不同。漢語比較基準為介詞短語，與主句的謂詞構成

論元關系，彝語比較基準與其他要素構成論元關系形成狀語從句，與主句謂詞

之間是修飾關系，導致光杆名詞，專有名詞，指量名短語等名詞性成分不能位

於比較基準之後，充當差異成分。臘羅彝語中，差異成分需要放置在比較基準

之後，謂語動詞之前，如形容詞差比句和“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中的度量短語表

比較之差時，均位於比較基準之後，謂語動詞之前。當光杆名詞，專有名詞，指

量名短語等具有較強個體指稱義的名詞性成分位於比較基準之前時，則變成比

較對象（比較成分），而不是比較之差（差異成分），此時的句法表現跟漢語副詞

差比句相似。漢語副詞差比句與差異成分相容性差，不太允許差異成分出現（包

括度量短語），如例（89）所示。 

（89）a. *張三比李四挖得多五公里。 

  b. *張三比李四讀得多兩本。 

漢語副詞差比句不能出現差異成分的句法原因是，主要謂詞“挖”、“讀”已

經有了結果補語“得多”，補足語位置已經被佔據，根據 X 標桿理論，一個中

心語不可以有兩個補足語，所以差異成分不能出現。如果需要出現差異成分表

達比較之差，那麼必須採用動詞差比句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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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a. 張三比李四多挖了五公里。 

  b. 張三比李四多讀了兩本。 

其次，是因為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為謂詞性，可以作為附加語，修飾動詞。

所以，臘羅彝語中數量短語能置於動詞修飾語與動詞之間，而且數量短語也只

能位於動詞修飾語（比較基準構成的狀語成分）與動詞之間，緊挨在動詞之前，

充當差異成分。 

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中比較之差（差異成分）可出現也可不出

現，出現差異成分時，跟漢語動詞差比句語義相類似，不出現差異成分時，跟漢

語副詞差比句語義相同，但具體的句法語義限制各有不同。比如彝語差異成分

僅限於數量短語，而漢語動詞差比句中可接收各類名詞性差異成分；漢語“V+

得+A”式差比句中，A 可以為任意形容詞，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中 khɛ⁵⁵

只能被少量的形容詞替換。 

5.3 漢彝差比結構的異同 

漢語形容詞差比句，研究成果豐富。綜合多家之言，漢語形容詞差比句在句

法上為短語型比較（Xiang 2005; Lin 2009; Guo 2012; Grano & Kennedy 2012; Gu 

& Guo 2015; 何元建 2010 等）。因為漢語沒有次級比較句（subcomparative），也

不存在嵌入式的比較句（embedded target and standard clauses）。 

（91）a. My chair is taller than [your table is wide]. 

  b. *我的椅子高比你的桌子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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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a. John thinks Tom is taller than Mary thinks he is. 

  b. *約翰比瑪麗認為湯姆高。 

向明（Xiang 2005）、林若望（Lin 2009）和 Grano & Kennedy（2012）把“比”

當做程度語素，而郭潔（Guo 2012），顧陽、郭潔（Gu & Guo 2015）認為漢語形

容詞差比句，Deg 中心語或實現為黏著語素“出”或為零形式，“比”不是程

度語素。因為沒有“比”字短語，句子依然具有差比解讀。Lin（林若望 2014）

也承認了 Lin（林若望 2009）中將“比”分析為程度中心語存在問題，“比”不

具有程度義。 

臘羅彝語 di³¹khɛ⁵⁵型差比句，比較義由比較基準以及標記一起構成的狀語從

句來實現，省略比較基準及相關成分，句子變成原級解讀。臘羅彝語基準標記

和程度標記融合為一體，永遠跟隨在比較基準後面，是基準標記決定了比較語

義。形容詞沒有擴展的投射，比較基準及其標記構成的整個狀語從句作為程度

短語位於形容詞的附加語位置，修飾形容詞。這與漢語，英語等語言有很大差

異。但在藏緬語很多語言中，基準標記，既介引比較對象，同時也表達差比義，

為“er…than”的統一體。 

漢語動詞差比句，比較之差可以由各類名詞性成分充當。李曉（Li 2009, 2015）

提出動詞差比句中的名詞性差異成分跟非比較句中的名詞性成分具有相同的句

法語義特征，認為漢語動詞差比句不屬於程度比較，而是個體之間一一映射關

系。羅瓊鵬、解志國（Luo & Xie 2018）則採用程度為類（degree as kind）的分

析方法來解釋漢語動詞差比句中能出現名詞性差異成分的特殊現象，認為漢語

動詞差比句本質上還是屬於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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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既具有漢語副詞差比句的某些句法語義特

征，又跟漢語動詞差比句相似。漢語副詞差比不允許差異成分出現，漢語動詞

差比則要求差異成分必須出現，而臘羅彝語“V + khɛ⁵⁵”式差比句差異成分可

有可無，所以出現差異短語時，跟漢語動詞差比句語義相同，不出現差異成分

時，則跟漢語副詞差比句相似。 

臘羅彝語 di³¹khɛ⁵⁵型差比句為基準必現型差比結構，差比義由比較基準構成

的狀語從句來實現，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融合為一體，漢語“比”字差比句的

比較義則依賴于程度標記，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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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 

6.1 研究發現 

本研究是在程度語義學（degree semantics）的理論框架下展開的。程度語義

學是目前研究形容詞以及跟形容詞相關的程度結構的一種理論，為深入探討形

容詞以及程度結構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不少程度語義學家試圖從跨語言的角

度去進行語言對比研究，以揭示個別語言背後的普遍語義機制，但因為缺乏詳

實可靠的語言個案分析，對比研究很難擴展和深入。本文通過對比漢語和彝語

的程度結構的句法語義特征，探討語言共性和差異，同時為程度語義學的跨語

言研究提供來自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個案研究。 

漢語在形容詞以及相關程度結構方面已有較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對這些

研究成果做了詳細梳理和總結，同時對研究薄弱的環節，比如等比結構，程度

感歎和程度疑問等程度結構進行了補充研究。借鑒漢語的研究成果，分析臘羅

彝語的程度結構，再用臘羅彝語的研究結果來反觀漢語的特點。 

本文首先在程度語義學理論的指導下，根據是否能進入程度結構將漢語的

形容詞劃分為兩類：等級形容詞和非等級形容詞，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 d, 

et >，非等級形容詞的語義類型為< e, t >。漢語狀態形容詞都屬於非等級性形容

詞，極少部分的性質形容詞也屬於非等級形容詞。絕大多數性質形容詞屬於等

級形容詞。臘羅彝語中，也具有類似的形容詞，可以按音節數來區分，絕大多數

單音節形容詞和雙音節形容詞可以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可以進入比較結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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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等級形容詞，三音節形容詞表示狀態，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也不能進入比較

結構，為非等級形容詞。 

等級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實現方式，一般分為兩種，直接由語義類型為 d 的

句法成分充當程度論元，比如度量短語，或者受到相關算子的約束，使程度變

量得到賦值，間接實現程度論元。我們發現漢語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可以

直接由度量短語充當，也可以通過程度語素等算子的約束，明確程度值範圍，

比如大於或等於語境中人們公認的基本水準值或語境中的某個具體個體的程度

值。臘羅彝語中，等級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只能通過間接方式實現，度量短語不

能充當程度論元，無法直接與等級形容詞組合。漢語具有顯性的原級程度語素，

為語義漂白了的“很”，臘羅彝語沒顯性的原級程度語素。漢語和臘羅彝語的

程度疑問和程度感歎都可以為同一個標記，臘羅彝語中還存在僅用於等比式形

容詞的程度疑問標記。 

句法上，漢語等級形容詞單獨做謂語時不自足，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成分才

能成句，比如加“很”或語氣詞等，通過形態層的否定範疇、謂性範疇、量度範

疇或話語層的語氣範疇、話題範疇、焦點範疇來幫助完句。臘羅彝語性質形容

詞做謂語時，僅借助話語層（CP）的焦点范畴、示證範疇和新異範疇等來實現

完句。 

本文還考察了漢語和臘羅彝語的等比結構。漢語“跟……一樣”結構，既

可以表示比較（等比）也可以表示比擬，比較義和比擬義採用相同句式，即“X

跟 Y 一樣 A”。該結構在表比擬時，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語義解讀，表面上為屬

性相似，本質上可以理解為比較主體在所類比的屬性上具有很高的程度，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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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語境中公認的基準值 ds 之義，即比擬句一定具有評價性解讀，表比較時沒

有這個語義特征。臘羅彝語中，表比較（等比）和比擬時使用相同的標記 a³¹ɕy³¹，

但使用不同的句型結構進行表達，表比較時採用“X+Y+a³¹ɕy³¹+A”結構，表比

擬時採用“X+A+lɛ³¹tso⁵⁵+Y+a³¹ ɕy³¹”結構。比擬義表達中，有顯性的評價性成

分出現。漢語“X 跟 Y 一樣 A”結構，比較基準標記和等比程度標記由不同的

成分充當，而臘羅彝語“X+Y+a³¹ɕy³¹+A”型等比結構，比較基準標記和等比程

度標記合二為一。其次，漢語量度“有”字句也屬於比較範疇（等比），對形容

詞沒有限制，臘羅彝語的“有”字句，僅限於表達維度義的正極形容詞，且進

入 dʐu⁵⁵“有”型等比結構的維度義形容詞必須為等比形式。 

本文還對漢語和臘羅彝語的差比結構進行了對比，發現漢語和彝語的差比

結構都屬於短語比較。漢語“比”字差比句中，“比”為基準標記，存在隱性

的差比程度語素，等級形容詞先和隱性差比語素組合。臘羅彝語 di³¹khɛ⁵⁵“超過”

型差比句，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融合為一體，比較基準以及其標記成分 di³¹khɛ⁵⁵

優先組合成帶有差比義的狀語成分來修飾形容詞。臘羅彝語的差比句的差比義，

由比較基準構成的從句來實現，漢語的比較義則由隱性比較語素來體現。 

總的來說，漢語和臘羅彝語，等級形容詞都有程度論元，但參數不一樣。彝

語的度量短語不能直接充當程度論元，漢語可以。程度論元是否可以由度量短

語充當，不同語言之間有差異。臘羅彝語基準標記和程度標記融為一體，基準

成分和其後標記一同構成具有比較義的狀語，修飾形容詞。說明英語中“-er 

than…”先組合成一個句法成分，再修飾形容詞的相關分析思路是可行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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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組合方式，臘羅彝語以及其他藏緬語族語言採用的都

是這樣的比較策略。 

Beck et. al. (2009) 從跨語言視角提出了三條參數：程度語義參數(degree 

semantics parameter, DSP)，程度抽象參數(degrees abstract parameter, DAP)，程度

短語參數(degree phrase parameter, DegPP)。並且總結了漢語所對應的三條參數

為：[+DSP], [-DAP], [-DegPP]。具體來說，漢語存在語義類型為＜d, et＞的等級

性形容詞（[+DSP]），因為漢語有以度量短語作為差異成分的差比句。漢語不存

在程度量化詞約束程度變量的現象，差比語素連接的不是兩個程度集合（[-

DAP]）。漢語程度論元不能在句法表層得到填充（[-DegPP]），證據之一為漢語

不允許度量短語與形容詞直接組合，給的例子是“這個箱子是 20 公斤重”

（Beck et. al. 2009:31）不能說。但事實上，漢語是允許度量短語與形容詞直接

組合的，不允許度量短語與形容詞直接組合的是臘羅彝語。我們將 Beck et. al. 

(2009) 的三條參數應用于漢語和彝語，得到以下結論： 

    參數 

語言 

DSP DAP DegPP 

漢語 + – + 

臘羅彝語 + – – 

6.2 研究局限與展望 

隨著程度語義學理論的興起和發展，等級形容詞以及相關程度結構越來越

受到人們的關注。中國境內語言資源豐富，本文通過漢語和彝語程度結構的對

比研究，證明了將生成語法應用於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有以下方面還需繼續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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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對象而言，對漢語相關方面的研究貢獻較小。漢語各方面的研究成

果都很豐富，我們只能通過梳理文獻，總結各方觀點，然後查缺補漏，在等比結

構、程度疑問、程度感歎句等方面，稍做補充。對於臘羅彝語，由於這種語言各

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沒有相關語料庫和文獻資料，雖為母語研究者，但經

驗不足，對該語言各個方面的語法系統尚未做出充分、深入、全面的挖掘。牽一

發動全身，對本研究的相關語料的分析和背後因素的考量可能會有不周或不夠

充分。比如，臘羅彝語等比標記 a³¹ɕy³¹中的 a³¹，到底源於何義？是因為實詞虛

化過程中輔音脫落造成1還是同一形式的多功能性體現2？只能通過未來不斷研

究和積累，把相關的點連接起來，投出一個立體面時，才能作出充分解釋。 

就研究深度而言，本文並未對每類程度結構進行窮盡性研究，比如漢語程

度副詞，每個程度副詞的句法地位和語義特征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

只選取了其中一個。對彝語量化詞修飾形容詞的特殊現象還未能給出全面深入

的解釋。 

就廣度而言，本文暫時只關注了漢語和臘羅彝語。這兩種語言分屬于不同

語序的語言，分別代表兩大類不同的語言類型。那麼在本研究中兩種語言所體

現出來的差異，是 SOV 語序和 SVO 語序語言都共有的對立性還是其他因素導

致的？因此，擴大語言樣本的考察是我們將來研究工作的重點之一。 

 
1 臘羅彝語實詞虛化時，常用的手段之一便是輔音脫落，比如動詞“給”，單獨做謂語時拼讀為

ɡu³¹，和其他動詞聯用表示處置義時，輔音脫落，拼讀為 u³¹。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這裡不一一舉例。 

 i. a³³ʑi³³ a⁵⁵mu¹³-di³¹ pi¹³ tʂhɿ³¹tʂɿ³³ ɡu³¹ a³¹ mu⁵⁵. 

   阿依 阿木-與格 筆 一支  給 陳述 示證 

  阿依給了阿木一支筆。 

ii. a³³ʑi³³ a⁵⁵mu¹³di³¹ pi¹³ tʂhɿ³¹tʂɿ³³ ʔa³¹u³¹ a³¹ mu⁵⁵. 

  阿依 阿木-與格 筆 一支  借給  陳述 示證 

  阿依借給了阿木一支筆。 
2 在臘羅彝語中，關係化標記，雙音節化詞頭標記，肯定式陳述標記都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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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言研究是生成语法领域的重要课题。要發現各種語言的普遍規律，首

先必須研究特定的語言，建立起具備描寫充分性的個別語法，再對多個個別語

法進行比較，確定哪些特性是各種語言所共有的，哪些是個別語言所特有的。

跨语言的形式语义研究，同样是语言学家找出語言間的異同，最終確定普遍語

法中的原則與參數，建立適用於人類所有語言的普遍語法系統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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