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基基于于于语语语料料料的的的“一一一+形形形容容容词词词+量量量词词词+名名名词词词”构构构式式式语语语义义义考考考察察察

吴吴吴宁宁宁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1261066160@qq.com

王王王治治治敏敏敏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wangzm000@qq.com

摘摘摘要要要

攐数形量名攑构式是我们日常语言交流中大量使用的结构。本文在北京语言大学敂敃敃在
线语料库攵攷攱攰条语料的基础上考察攐一形量名攑结构，寻求影响构式成立与否的的关键
性因素。本文研究了语义限制下进入构式形容词的语义特点、攐物理抽象度攑对构式名
词成分的限制以及量词在构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具备高拆分计量性等语
义特征的形容词更易进入此构式，进入构式形容词中改攰%以上项目都可由单一变化物
理量进行衡量，此部分形容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与构式内的量词互相和谐；攐一形量
名攑构式对攐物理抽象度（敛攫易量化、攫低有机活性、攫形状易概括敝）攑赋值低的名词包
容性更高；此外，本文还发现集合量词的出现可降低整体构式的物理抽象度，从而增
强攐一形量名攑构式成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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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敔敨敥 攐敎敵敭敥敲敡敬攭敁敤敪敥散整敩敶敥攭救敵敡敮整敩攜敥敲攭敎敯敵敮攑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 敩敳 敡 整敹数敥 敯敦 敳整敲敵散整敵敲敥 整敨敡整 敩敳
敷敩敤敥敬敹 敵敳敥敤 敩敮 敯敵敲 敤敡敩敬敹 敬敡敮敧敵敡敧敥 散敯敭敭敵敮敩散敡整敩敯敮攮 敂敡敳敥敤 敯敮 整敨敥 敡敮敡敬敹敳敩敳 敡敮敤 敯敢敳敥敲敶敡攭
整敩敯敮 敯敦 攵攷攱攰 散敯敲数敵敳 敩敮 敂敃敃 散敯敲数敵敳攬 整敨敩敳 数敡数敥敲 敳整敵敤敩敥敳 整敨敥 敳敥敭敡敮整敩散 散敨敡敲敡散整敥敲敩敳整敩散敳 敯敦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敡敬 敡敤敪敥散整敩敶敥敳 敵敮敤敥敲 敳敥敭敡敮整敩散 敲敥敳整敲敩散整敩敯敮敳攬 整敨敥 敲敥敳整敲敩散整敩敯敮 敯敦 数敨敹敳敩散敡敬 敡敢敳整敲敡散攭
整敩敯敮 敯敮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敡敬 敮敯敵敮 散敯敭数敯敮敥敮整敳攬 敡敮敤 整敨敥 敲敯敬敥 敯敦 敱敵敡敮整敩攜敥敲敳 敩敮 整敨敥 敦敯敲敭敡整敩敯敮 敯敦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敳 敢敹 敭敥敡敮敳 敯敦 敷敯敲敤 敦敲敥敱敵敥敮散敹 敳整敡整敩敳整敩散敳 敡敮敤 敐敥敡敲敳敯敮 散敯敲敲敥敬敡整敩敯敮 敡敮敡敬敹敳敩敳攬
敢敹 敷敨敩散敨 整敯 攜敮敤 整敨敥 敫敥敹 敦敡散整敯敲敳 整敨敡整 敡攛敥散整 整敨敥 敥敳整敡敢敬敩敳敨敭敥敮整 敯敦 整敨敥 攐敏敮敥攭敁敤敪敥散整敩敶敥攭
救敵敡敮整敩攜敥敲攭敎敯敵敮攑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攮 敔敨敥 敲敥敳敵敬整敳 敯敦 敳整敡整敩敳整敩散敡敬 敡敮敡敬敹敳敩敳 敳敨敯敷 整敨敡整 敡敤敪敥散整敩敶敥敳
敷敩整敨 敡 敨敩敧敨 敤敥敧敲敥敥 敯敦 敳敥数敡敲敡整敩敯敮 敡敮敤 敭敥敡敳敵敲敥敭敥敮整 敡敳 整敨敥敩敲 敭敡敩敮 敳敥敭敡敮整敩散 敦敥敡整敵敲敥 敡敮敤
敮敯敵敮敳 敦敯敲敭 敡 敨敩敧敨 敤敥敧敲敥敥 敯敦 敳敥敭敡敮整敩散 敨敡敲敭敯敮敹 敷敩整敨 整敨敥敭攬 整敨敡整 敩敳攬 敮敯敵敮敳 敷敩整敨 敬敯敷 数敨敹敳攭
敩散敡敬 敡敢敳整敲敡散整敩敯敮 敡敲敥 敭敯敲敥 敬敩敫敥敬敹 整敯 敥敮整敥敲 整敨敩敳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攮 敉敮 敡敤敤敩整敩敯敮攬 整敨敥 敡数数敥敡敲敡敮散敥
敯敦 散敯敬敬敥散整敩敶敥 敱敵敡敮整敩攜敥敲敳 散敡敮 敲敥敤敵散敥 整敨敥 数敨敹敳敩散敡敬 敡敢敳整敲敡散整敩敯敮 敯敦 整敨敥 敯敶敥敲敡敬敬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攬
整敨敥敲敥敢敹 敥敮敨敡敮散敩敮敧 整敨敥 数敯敳敳敩敢敩敬敩整敹 敯敦 整敨敥 敥敳整敡敢敬敩敳敨敭敥敮整 敯敦 整敨敥 攐敏敮敥攭敁敤敪敥散整敩敶敥攭敃敬敡敳敳敩攜敥敲攭
敎敯敵敮攑 散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攮

Keywords: 敃敯敮敳整敲敵散整敩敯敮敡敬 敳敥敭敡敮整敩散敳 攬 敓敥敭敡敮整敩散 敲敥敳整敲敩散整敩敯敮 攬 敐敨敹敳敩散敡敬 敡敢敳整敲敡散整敩敯敮 攬
敃敯敲数敵敳 敡敮敡敬敹敳敩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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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无论是口头陈述还是书面表达，攐数量名攑结构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之中。例如攐一
块肉攑攐一张纸攑等，而在攐数量名攑结构的使用过程之中，出于不同目的，有一部分数量结构可
被拆开以插入单音节形容词，构成攐数词攫形容词攫量词攫名词攑的形式（以下简称为攐数形量
名攑结构）。像攐一小块肉攑、攐一大张纸攑等都是典型的攐数形量名攑结构。参见以下例句，它们表
现为在攐数量名攑结构的基础上加入单音节形容词。但是这种操作又不仅仅是添加了成分把句
子拉长这么简单，形容词的加入让句子表达的含义产生微妙的变化。在例（攱）敡的基础上插
入形容词攐小攑，给句子增添了一层攐微不足道攑的含义。例（攲）敡插入攐大攑则显示了说话者的攐周
到攑、攐全面攑。在整体语义上，攐数形量名攑结构可以认作是进行限定之后的攐数量名攑结构，在原
始义的基础上，新插入的部分给与意义的进一步限定或细节的加深。

（攱）敡攮 我拇指没了一块肉。→ 敢攮 我拇指没了一小块肉。
（攲）敡攮 我每次都是在上面垫一张纸。→ 敢攮 我每次都是在上面垫一大张纸。
形容词插入量名结构带来新的特点，而且通过简单的同类词替换，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量

词、名词都可以进入此结构，进入此结构的形容词也受到特定的语义限制。见例（攳）攭（攴），
我们同样在包含攐数量名攑结构的句子中插入形容词，但得到的句子并不符合语言规范。我们常
常说攐一个人攑，但是攐一大个人攑在正常语境下下很难出现，原本稳固的数量名结构攐一个人攑在
插入形容词攐大攑后，数词、形容词、量词、名词各成分无法同时和谐，难以成立，攐一大头
驴攑、攐一大管枪攑和攐五十大个法朗攑听起来也十分怪异。
（攳）敡攮 一个人在另一个岗位上却可能光彩照人。

敢攮 攪一大个人在另一个岗位上却可能光彩照人。
（攴）敡攮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头驴、一管枪和五十个法朗。

敢攮 攪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头驴、一大管枪和五十大个法朗。
攱改攸攲年，朱德熙攨攱改攸攲攩先生在其《语法讲义》中提出，少数个体量词可以受到前置单音

节形容词修饰，但此类形容词仅有攐大攑、攐小攑、攐长攑、攐方攑等有限的几个，构成短语如攐一大张
纸攑、攐一长条肥皂攑、攐一小块冰攑、攐一方块冰攑等。但朱先生并未对此具体计量和形成原因展开
具体探讨。对此，陆俭明攨攱改攸攷攩先生对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发现只
有攱攲改个数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间可以插入形容词，而此类形容词的数量则仅有攷个，但陆先生
同样未对考察到的现象作深入解释。对其成因，刘殊墨攨攲攰攱攸攩在其研究中认为，数量名结构中
是否能插入形容词，受到该结构修饰名词的制约和影响，取决于其中数词、形容词、量词、名
词之间组合的可能性，她提出，名词物体凸显的空间维度尺寸变化以及此名词成分的语义特
征同样影响着此构式的形成。在以上文章及许多未提及的研究中，陆俭明先生对此结构中的
量词、形容词进行了数据统计，其他大部分文章或采用旧文献中的数据，或采用经验推测。
再看攐数形量名攑构式源结构的攐数量名攑短语结构，在句法语义、类型学等方面受到了学者们
的深入研究。在句法语义层面，贺颖攨攲攰攱改攩考察了攐数量名攑短语的句法结构同逻辑语义联系的
方式，探究影响汉语攐数量名攑语义特征的因素。杨烈祥攨攲攰攱改攩则对数量短语的内部结构进行解
构，探讨了其句法生成和语义解读等问题。围绕攐数量名攑结构的讨论和研究十分丰富，许多学
者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同样在汉语环境中出现的攐数形量名攑构式则并未受
到太多关注，其从词语搭配、语义限制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还缺少在大规模语料直接的
证据。因此，本文借助北京语言大学敂敃敃语料库，在进行人工分词排除错误后，抽取了攵攷攱攰条
相关有效语料，重新对攐数形量名攑构式短语进行分词类计量统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
全新的统计结果，对此构式的进入限制条件进行分析推断。

2 “数数数形形形量量量名名名”结结结构构构分分分布布布特特特点点点分分分析析析

在攐数形量名攑结构中，对不同词类所包含的具体词语进行分析，对解决本文论题有关键
性作用。在选择语料方面，本文所使用的例句均来源于敂敃敃语料库，涵盖文学、报刊、对话
等大量语料。敂敃敃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攱攵攰亿字，包括：报纸（攲攰亿）、文学（攳攰亿）、微博
（攳攰亿）、科技（攳攰亿）、综合（攱攰亿）和古汉语（攲攰亿）等多领域语料，是可以全面反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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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本文将基于敂敃敃语料库抽取语料进行研究，获取包含攐数形
量名攑构式的有效真实语料，基于真实语料进行分类统计，运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敓敐敓敓进行推
理验证，从而探索该构式形成的规律。本文采用攐敭 敡 敱 敮（攰攼敭攼攱攰攬 敭∈敎）攑（数形量名）作
为检索式，即从攐一攑到攐九攑分别带入，构成攐一敼敼二（两）敼敼三敼敼攮攮攮敼敼九敡 敱 敮攑检索式在敂敃敃语料库
中进行检索。检索所得语料数量如下表 攱。其中用攐一敡 敱 敮攑（一形量名）检索式抽取到攵改攵收条
语料，占比达攷攱攮攷改%，能基本反映攐数形量名攑结构的整体整体规律，故本文主要选取攐一攫形容
词攫量词攫名词攑（以下简称攐一形量名攑结构）所对应语料进行分析研究。

检索式 一敡敱敮 （二攫两）敡敱敮 三敡敱敮 四敡敱敮 五敡敱敮
六敡敱敮 七敡敱敮 八敡敱敮 九敡敱敮

结果数量（条） 攵改攵收 攵攳攲 攵攱攰 攱攷攴 攱攱攸
攲攷 攲攷 攲攱 收
占比 攷攱攮攷改攥 收攮攴攱攥 收攮攱攵攥 攲攮攱攰攥 攱攮攴攲攥
攰攮攳攳攥 攰攮攳攳攥 攰攮攲攵攥 攰攮攰攷攥

表 攱攺 语料检索表

对基于攐一形量名攑抽取的攵改攵收条语料进行观察发现，并非所有项目符合研究要求，大规模
语料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数据易出错等相关问题，如例（攵）中的句子。（攵）敡中的攐一顺
位继承人攑或是（攵）敢中的攐一大盘冲高攑，在拆分开来看似符合要求，但从句法层面上看，这些
句子显然不属于攐数形量名攑结构，是机器错误分词的结果，应该予以排除。
（攵）敡攮 所以吴叔才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敢攮 周一大盘冲高回落。
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对攵改攵收条原始语料进一步人工数据清洗，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一

一排除，最终得到有效语料攵攷攱攰条。其数量远低于攐一量名攑结构和攐一形名攑结构，三种结构数
量差异情况如图 攱所示：

图 攱攺 攐一形量名攑相关结构分布示意图

在观察阶段，不加分类直接对大量语料进行审视不仅耗时耗力，而且难以准确发现问
题所在。本文以形容词、量词、名词为分类依据，对有效语料做进一步拆分归纳，并对相
同的项目进行合并统计得形容词攱攴个、量词改攰个、名词攲攰攴攷个。这里的攱攴、改攰、攲攰攴攷能说明
什么呢？为了更加直观得展示数据差异，我们利用敂敃敃语料库分别对其包含的形容词、量
词、名词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显示：敂敃敃语料库中共包含不同形容词攳攱攳攵个、量词收攸攵个、
名词攳攵攷攷收收个。由此可以粗略得出上述三类词针对攐一形量名攑结构的进入率，分别为：形容
词攰攮攴攵攥、量词攱攳攮攱攴攥、名词攰攮攵攷攥 ，可以看到，进入本结构的量词占总量词比例相对较高，
而形容词和名词占比非常低，换句话说，少数特定的形容词和名词在近六千条语料中频繁出
现。看似攐数形量名攑结构对量词来得更加攐包容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呢，为什么
偏偏是总量很小的量词更容易进入攐一形量名攑结构？而形容词、名词这两个开放词类却仅有不
到攱攥的词可以进入到本结构当中。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形容词、名词进入此结构受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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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而这个限制远远高于量词进入结构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形容词和名词被攐一形
量名攑结构拒绝，因此我们难以在语料中找到相应的句子。简言之，进入攐一形量名攑结构的形
容词、名词受限严重，量词同样受限但情况相对稍好，因此本文认为对语料中出现的词语进行
分词类统计分析，研究高频词与低频词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解释特定词语进入攐数形量
名攑构式所遵循的语言规律。

3 形形形容容容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限限限制制制分分分析析析

攐一形量名攑结构中，并非所有的形容词都能进入此结构。其中特定词语的使用存在明显的
倾向性，现存攐一形量名攑构式短语在用词上向某些词语倾斜。如攐大攑攐小攑等特定形容词，它们
出现的十分频繁；而有些词，即使属于同一词类，也鲜少出现。例（收）敡、（攷）敡、（攸）敡皆
为敂敃敃语料库中的句子，而（收）敢、（攷）敢、（攸）敢则是我们进行单一同类词替换得到的句
子。原本正确的句子在进行替换之后，皆变成了错误的句子。首先看例（收），两者的差异在于
量词攐束攑前的形容词，（收）敡中攐一大束玫瑰攑变成（收）敢攐一美束玫瑰攑之后则难以在语义层面符
合汉语的使用规范，成为错句。此类错误可以比较直观地进行考察，因为形容词攐大攑和攐美攑之
间，无论是从语义看，或是观其修饰对象，都有显著的差异。参见苏新红攨攲攰攱攳攩的《现代汉语
分类词典》，苏在性质与状态一节下将形容词分为形貌、直觉、性状、性质、才品、情状六
类，攐大攑属于形貌类，攐美攑属于性状类，他们不属于同一分类。
（收）敡攮 同事在光棍节收到了一大束玫瑰花。

敢攮 攪同事在光棍节收到了一美束玫瑰花。
在例（收）中设置用单音节形容词攐美攑代替攐大攑可能在某些层面看有些牵强，因为我们可

以单凭直觉就可以分辨出这两个形容词之间的区别，另外又可结合《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得
知攐美攑攐大攑两形容词分属于不同类别。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属于同一小类的形容词，它
们之间也不能互换，像例（攷）中的攐厚攑攐长攑都属于形貌类形容词，但彼此之间却不能随意互
换。此时，攐数形量名攑结构的成立与否与形容词本身和量词的搭配有着重要联系。攐一厚沓剪
报攑中攐厚攑的使用取决于其后量词攐沓攑的语义限制。参见攐沓攑字的概念：攐沓攑作为量词表示叠起
来的纸张或其他薄的东西。攐沓攑在数量上有厚度的差别，故一般不能用攐长攑攐短攑修饰。
（攷）敡攮 当时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带的是一支笔和一厚沓剪报。

敢攮 攪当时我们这些文字记者，带的是一支笔和一长沓剪报。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即使排除上述两个因素，即同时满足两个形容词不仅属于同

一分类，而且两者指称的是同一类型的量，句子中的形容词也并非都可互换，如上文例（攸）
所示。形容词攐大攑是指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力量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与攐小攑相对。攐大攑攐小攑这对形容词都是来修饰规模程度的词汇，常常搭配成对出现且存在对应关
系，如攐这件衣服大小怎么样？攑攐你想要大的还是小的？攑但是像句（攸）敡中的攐一小点利益攑，看
起来用攐一大点攑代替攐一小点攑，只是用描述同一类现象的相反对应词予以替换，从语法层面上
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句（攸）敢在语义层面上同样难以成立。
（攸）敡攮 不要因某一小点利益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敢攮 攪不要因某一大点利益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而有时同样的攐大攑攐小攑两词又是可以互换的，像攐一大块蛋糕、一小块蛋糕都是正确的说

法，由此我们可以合理的认定此结构所暗含的某种语义限制，使得此结构中形容词的互换有一
定的限制，并且有一部分形容词暂时或永远被排除在此结构之外。针对此现象，笔者对抽取
的攵攷攱攰条语料进行分词统计，结果如图 攲所示：

攐一形量名攑结构中形容词数量从高到底分别为攐大、小、长、薄、厚、满、窄、短、全、
扁、净、宽、实、瘦攑，但窄、短、全、扁、净、宽、实、瘦的占比皆小于攱攰攥。观察数据可
以发现，此结构中出现的高频形容词皆有某种共性：从词义角度出发，像攐大、小、长攑等词
皆有较强的可计量性，在具体情形下都能进行二维定量描述，与不能出现在该结构中的攐美、
丑、对、错、好攑等强描述判断性形容词存在显著差异。取决于形容词类本身所具备的特点，
虽然攐大小攑类形容词和攐美丑攑类形容词所表达的含义都有一定相对的意味，但前者的计量性更
强一些：我们可以设定某具体尺寸的电视机为中等，超过此尺寸的是攐大攑电视，小于设定尺寸
的为攐小攑电视，但却很难用一个具体的度来判断一个人到底属于攐美攑还是攐丑攑之列。因此，本文
认为后组所具备的拆分计量特征不如前组显著。参见陆俭明攨攲攰攱攰攩在借鉴语音和谐律之基础上
提出的语义和谐律：句子要求其各组分的语义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三种形式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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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攲攺 形容词词频统计图

谐：整体构式义与其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构式内部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构式内部所使用
的词语和构式外部使用词语的语义。像攐拔出来攑攐拔出去攑等短语，由于构式内各词语之间的语义
必须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故不允许像攐拔进来攑攐拔进去攑这种形式的出现。反观量词的定义：量
词，顾名思义，即用来进行数量描述的词，是用来表示人、事物、动作之数量单位的词。在进
入本结构的形容词中，除去仅占极小部分攐瘦攑等词，改攰攥以上的词都可由单一变化的物理量进
行测量或衡量，这部分形容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与构式内的量词互相和谐，而其他无法和量词
的语义相和谐的形容词则不易或者是不能进入本构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攱攴攮攴攥常用量词可
进入的情况下，在大量形容词中却仅有攱攴个单音节形容词进入了攐一形量名攑构式。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进入构式的形容词具有计量性特征，而比如前文提到的形容词攐大攑和攐小攑都具有较
强的计量特性，但它们不能任意互换，其从根本上受到构式内其他成分的制约。再比如：攐一小
点利益攑是由攐一点利益攑衍生出来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攐小攑不能换成攐大攑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后量
词攐点攑的语义制约。攐点攑的语义侧重于表示攐少量攑，例如液体的小滴攐雨点儿攑以及小的痕迹攐斑
点攑。进入构式的形容词攐小攑与量词攐点攑互相和谐，并且进一步加深攐少量攑的概念，而攐大攑却不
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

4 名名名词词词语语语义义义限限限制制制分分分析析析

在大量名词之中，几乎所有的名词都能前加数量词构成数量短语，像攐一张纸攑攐一头驴攑攐一
个人攑等等，但是并非所有此类结构都能在数词后添加形容词，对上述例子加以更改，分别在数
词后添加形容词攐大攑，只能得到攐一大张纸攑一个完全合乎规范的短语，而对于另外两个例子，
则无法找到可以前加得形容词。在第三节中，本文探讨了与量词紧密结合的形容词，其蕴含的
语义特点直接影响形容词能否进入本结构，而与量词结合更加紧密的名词本身是否也决定了构
式的成立与否呢？本文合并提取出进入攐一形量名攑构式的所有名词共攲攰攴收个项目，下图 攳为统
计结果。

图 攳攺 名词词频

从短语层面看，攵攷攱攰条语料合并出攳攰改攷项攐一形量名攑短语。对其进行词频统计、词义标记
等进一步研究。从名词的语义可切分性，我们将这攳攰改攷个项目分为敁、敂、敃三类，如下表 ??所
示。为更清晰的描写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按照其语义进行标记：本体是否为单个物
体（记作敛±敳敩敮敧敵敬敡敲敝）、本体降格后是否还与本体共享同一性质（记作敛±敩敤敥敮整敩整敹敝）。

敁类中的短语都具备可简单切分的性质。所谓可简单切分，即切分物和本体共享同
一性质，无论怎么切，物体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可表示为敛攫敳敩敮敧敵敬敡敲、攫敩敤敥敮整敩整敹敝，如例
（改），攐一大张纸攑可以切分出某部分形成攐一小张纸攑，此处的切分并没有改变前者中攐纸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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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敁类 敂类 敃类
名称 简单切分 独立型切分 不可切分

原始数量（条） 攳收攸攳 攱攴攷攰 攵攵攷
合并后数量（条） 攱攸攳攳 攸收攰 攴攰攴

占比 收攴攮攵攰攥 攲攵攮攷攴攥 改攮攷收攥

典型用例

一大张纸 一大块牛肉

一小块土地 一小块蛋糕

一大截路 一小块布

一小块玻璃 一小块石头

一小块金属 一小块黄油

一大束玫瑰 一大串钥匙

一大摞书 一大串名字

一大捆蜡烛 一厚沓报纸

一大串邮票 一大捆百合

一小堆黄豆 一小堆元件

一大间屋子 一大个苹果

一大幅油画 一大条鱼

一小条伤口 一大间办公室

一大棵树 一大扇玻璃窗

一大栋楼 一大朵荷花

表 攲攺 组词策略下的思维链

性质，攐一小张纸攑可以是前者攐一大张纸攑直接取出来的一部分；攐一大块牛肉攑再怎么切分也始终
是攐牛肉攑。此类包含项目基本属于分类体系中的下级单位（敳敵敢敯敲敤敩敮敡整敥 敵敮敩整）。
（改）敡攮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来，上面尽是些日期和姓名。

敢攮 他正在切一大块牛肉下锅。
散攮 结婚之后，岳家送给他一小块土地。

而敂类中的短语虽然可以切分，但是切分后生成物却是由各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部分，
符合敛攭敳敩敮敧敵敬敡敲、攫敩敤敥敮整敩整敹敝，如例（攱攰）所示。攐一大串玫瑰攑本身就是由一枝枝玫瑰所构成的集
合，从攐一大束玫瑰攑到攐一小束玫瑰攑，切分只带来了数量的差异，而并非对单一的玫瑰继续切
割得到玫瑰花瓣、花茎、叶子等部分。敂类短语的分割可以不是人为造成的，在多数情况下，
个体之间是联系不紧密的关系。切分前后是全集（敕）和子集（敳敵敢敳敥整）或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
系。

（攱攰）敡攮 她弯腰，抱了一大束玫瑰塞进他手里。
敢攮 她穿着黑颜色的衣服，在她腰际还挂着一大串钥匙。
散攮 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而敃类短语中的个体则不可以进行简单切割，这些短语更倾向于描述事物发展变化带
来的结果或状态，可表示为敛攫敳敩敮敧敵敬敡敲、攭敩敤敥敮整敩整敹敝。例（攱攱）中为敃类短语部分用例，攐一小栋
楼攑并不是简单切分攐一大栋楼攑得到的部分，攐一小栋楼攑和攐一大栋楼攑虽然都是攐楼攑，但前者并
非是后者的一部分，两者不符合我们此处所指的攐同一性质攑。同样的还有攐一大个苹果攑攐一小
个苹果攑等，它们的出现是事物自然发展成长而产生的不同的个体，此时所加入的形容词，
如攐大攑和攐小攑，是一个相对说法，它们参照同类事物的平均水平（敡敶敥敲敡敧敥 敶敡敬敵敥）。
（攱攱）敡攮 省下的地皮又能盖一大栋楼。

敢攮 要是我每天只吃一大个苹果一定会瘦的。
散攮 我要留一大间屋子放我的七七八八。

对统计数据进行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攐一形量名攑构式所涉及名词出现集群分化现象，
出现次数高的词汇比出现次数低词汇具备一些有趣的特点。例如，名词攐路攑和攐距离攑分别出现
了攱攴攵、攱攱攲次，居于总排序的前两位，而像攐人攑攐女人攑这种词出现的数量则少得多，分别出现
了攲攷、攲次，从词义角度看，高频名词大部分带有易计量、可拆分等含义。参见刘殊墨攨攲攰攱攸攩在
其文中的观点，她认为形容词、数量结构和其修饰的名词成分所凸显的空间维度表现是否一
致，是三者能否形成相互选择关系的关键，另外，名词物体所凸显的空间维度尺寸变化以及
名词成分语义特征，也是影响到形容词能否插入数量结构的两个因素。罗旋攨攲攰攰攷攩则在其研究
中表示，进入攐数攫形攫量攑结构中的量词集中包含敛攫数量评估性敝敛攫性状性敝的语义特征。本文发
现，物理抽象度越高的名词，其进入攐一形量名攑构式的可能性越低。所谓物理抽象度，即名词
所指代事物的具体现实程度。物理抽象度高的对象具备更高的整体性、生命有机活性更高、形
状不易概括，以及较低的拆分计量性；而物理抽象度较低的名词项目，则更加容易用科学直观
手段进行定量统计，它们的性状更加方正清晰，因此容易拆分单说。像攐人攑这个概念，人是具
备高有机活性的独立整体，一般难以用单一物理量进行概括或拆分计量，其符合高物理抽象度
的典型概念；而像攐距离攑这种概念则恰恰相反，切分一段距离还可以称之为距离，并可以用完
全不变的单一物理量进行测量，其具备低物理抽象度；攐牛攑和攐牛肉攑看似一样，其实不然，牛
这一生命在经过屠宰成为牛肉之后，其生命活性大大降低。而牛肉要么成块，要么成团，其具
体性状也变得更易描述，在进行拆分之后还可以称之为牛肉，而将牛拆分，则没有攐一块牛攑之
类的用法，因此，我们说攐牛肉攑的物理抽象度要比攐牛攑低，其更容易进入攐一形量名攑构式。同
样的还有攐羊攑攐猪攑等有生物体本身，它们的物理抽象度都要高于攐羊肉攑攐猪肉攑等动物产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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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属于具有生命的完整个体，难以在不改变其性状的情况下简单拆分，形状也难以捉摸。
动物自身和其经过屠宰形成的副产品在根本上是上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物理抽象度及其细化
计算不仅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得把握进入攐数形量名攑结构词语的共同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汉语的
教学与学习，通过参考名词物理抽象度对照表，教师和学生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一个攐数形量
名攑结构是否成立，而且能更清晰地对抽象地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有利于学生（尤其是将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更直观地认识及更准确地运用这一语言结构。为更加直观了解名词进
入攐数形量名攑构式的能力与名词物理抽象度之间的联系，本文将物理抽象度拆分为以下四个要
素进行定量计算，以检验两者相关性。这四个要素分别为整体性、有机活性、不规则形状、非
拆分计量。我们认为物理抽象度高的词更倾向于拥有上述特征，因而不容易进入攐数形量名攑构
式。将上述几个要素再分别分为三个层面测算名词对应强度等级：攐非常符合攑记为攐攪攪攑，攐基
本符合攑记为攐攪攑，不符合计为攐 攑，单个攐攪攑为攵。举例来说，我们描述攐路攑这个名词为：敛攫整体
性敝不符合；敛攫有机活性敝不符合；敛攫不规则形状敝基本符合；敛攫非拆分计量敝不符合，物理抽象度
等级为攐攪攑，物理抽象度为攵。图 攴为结构中部分名词的物理抽象度。

图 攴攺 物理抽象度

为证明物理抽象度确实与名词的构式进入能力相关，本文将物理抽象度区分为具体四个
语义特征：敛攫整体敝敛攫有机活性敝敛攫低形状概括度敝敛攫非拆分计量敝，并且从每一个方面对名词词频
前攵攰个项目进行标记测算，得出其物理抽象度。对物理抽象度及构式内词频进行敐敥敡敲敳敯敮相关性
分析结果如下图。敲攽攭攰攮攵改攱∈敛攭攱攬攭攰攮攵敝，认为两变量，即构式出现名词的物理抽象度与词频之间
存在强负相关，证明名词的物理抽象度越高越不容易出现在攐一形量名攑构式。

出现次数 物理抽象度

出现次数 皮尔逊相关性 攱 攭攮攵改攱攪攪
显著性（双尾） 攮攰攰攰
个案数 攵攰 攵攰

物理抽象度 皮尔逊相关性 攭攮攵改攱攪攪 攱
显著性（双尾） 攮攰攰攰
个案数 攵攰 攵攰

攪攪攮 在攰攮攰攱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攳攺 物理抽象度与构式名词词频皮尔逊相关性

5 量量量词词词抽抽抽象象象度度度考考考察察察

在前文讨论中，我们发现量词自身的属性在攐一形量名攑结构能否成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量词也成为形容词、量词、名词中受限最小的词类。另外，在对攐一形量名攑相关语料进行
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量词中集合量词的出现可以显著降低名词物理抽象度，增强构式
成立可能性。集合量词的语义特点能改变相关名词的物理抽象程度，从而对句子的构成产生促
进作用。通过将个体量词替换为集合量词，原本不规范的句子便得以成为规范的句子，例如：
（攱攱）敡攮 攪在县长周围聚集了一大个人。→ 敢攮 在县长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
（攱攲）敡攮 攪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头驴。→ 敢攮 他提出的代价是一大群驴。
集合量词是相对个体量词来说的，属于名量词的一个子类。攐个、只、句、本、点攑等个体

量词常表现量的单一性，如攐一个苹果攑、攐一头牛攑、攐一匹马攑等表现所指事物在整体数量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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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集合量词本身就包含数量，用来描述成双或是成群的概念，常见的有攐班、帮、堆、对、
群攑等。以上短语，用集合量词进行替换得攐一堆苹果攑、攐一群牛攑、攐一群马攑，在数词不变的情
况下，都体现了数量的增加。赵元任攨攱改攷改攩划分出攴收个集合名词：攐对、双、打、十、百、千、
万、亿、行、身、槽、列、系列、排、副、套、堂、沓儿、串、挂、帮、房、批、组、窝、
捆、群、胎、桌、进、部、种、类、样、派、流、路、号儿、师、旅、团、营、连、班、排、
队攑。黄伯荣、廖序东攨攲攰攱攷攩在《现代汉语》中划分集合量词为攐对、双、副、班、堆、批、
群、套、打攑。本文另外采用赵元任和黄伯荣、廖序东攨攲攰攱攷攩对量词的分类，合并剔除相同的成
分，共攴攷项，对抽取语料进行分类。在上节名词词频与物理抽象度相关度分析中，本文剔除了
集合量词所对应的名词项目，因为我们发现某些名词项目在纯个体名词数列中和整体（集合量
词攫个体量词）数列中的出现几率并不相同。例如，对于攐一攫形攫量攫人攑这个结构，针对同一
个名词攐人攑，添加集合量词后，结构出现率将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集合量词的使用会让本
结构更易形成。为了更直观了解，我们不妨设置基于个体量词对应名词排序表的量敺攱，以及基
于总名词（个体量词攫集合量词）排序表的敺攲，两者计算的皆为某特定名词在总词频中所处位
置，其计算公式及部分敺值数据如下表 攴所示。

敺值支名词 路 话 时间 花 玫瑰

肉 鲜花 土地 面包 白色 人

攮攮攮
敺攱 攰攮攰攲攥 攷攮攴攲攥 改攮攳攰攥 攱攰攮改改攥 攱攲攮攴攸攥

攱攳攮攸攷攥 攱攵攮攰攱攥 攱收攮攰改攥 攱攸攮攰攱攥 攲攱攮攵攰攥 攲攵攮攲攷攥
攮攮攮
敺攲 攲攮收攴攥 攰攮攰攲攥 改攮攰攰攥 攱攰攮攴攵攥 攱攱攮攷攷攥

攱攴攮攰收攥 攰攮攰攴攥 攱攷攮攰攰攥 攲攰攮攲攸攥 攰攮攰攵攥 攱攳攮攰攱攥
攮攮攮

表 攴攺 敺值对应表

攨注 ：敺攱攨敮攩攽个 体 量 词敮的 位 次支个 体 量 词攐一 形 量 名攑结 构 总 个 数攻 敺攲攨敮攩攽（ 个
体攫集 合 ） 量 词敮的 位 次支（ 个 体攫集 合 ） 量 词攐一 形 量 名攑结 构 总 个 数攩
敺攱（人）攽攲攵攮攲攷攥，敺攲（人）攽攱攳攮攰攱攥，敺攱（话）攽攷攮攴攲攥，敺攲（话）攽攰攮攰攲攥 攐人攑在个体量
词相关名词词频占比为前攲攵攮攲攷攥攬而在加入集合量词相关名词项目后，位置则提前到了
前攱攳攮攰攱攥，名词攐话攑在集合名词的影响之下，由前攷攮攴攲攥一举提升为前攰攮攰攲攥，跃居首位。我们
至少可以认为，集合量词的出现能够降低某部分名词的物体抽象度，使其更和谐的进入到攐数形
量名攑构式之中。集合量词增强了整个构式的数量性，因此使原本不能实现的句法构式得以实
现。

6 结结结语语语

在攐一形量名攑结构中，形容词、名词成分的进入都受到语义的限制。本文在对敂敃敃语料库
抽取的几千条相关语料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可进入构式的形容词，都具备明显的攐量化攑特征，
与量词语义成高度和谐关系。基于此，本文以进入构式名词词频以及其物理抽象度为对比数
据，进行敐敥敡敲敳敯敮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随名词物理抽象度数值的升高，其进入攐一形量名攑的
能力呈降低趋势，易进入结构的名词大部分具备攐易量化攑、攐低有机活性攑、攐形状易概括攑等特
征。另外，集合量词对于研究构式的成立也有重要影响，集合量词本身就具备的数量性特征与
构式本身具有的高描述性特征语义和谐，都降低了所在结构名词成分的物理抽象度，增强其进
入构式的能力。下一阶段的研究将针对物理抽象度的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并将从历时角
度对本结构进行整体考量，服务于语言研究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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