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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本文通过对数量词在否定词前、以及在否定词后的语义分析，明确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数量词在否定词前、以及在否定词后的语义分析，明确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数量词在否定词前就不是否定的对象；第二、数量词 ( 无论是非“一”量名还是“一第一、数量词在否定词前就不是否定的对象；第二、数量词 ( 无论是非“一”量名还是“一

量名”）在否定词前和在否定后语义不相同。量名”）在否定词前和在否定后语义不相同。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是否定的对象，当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可以解释为“少于、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是否定的对象，当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可以解释为“少于、

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当否定词为“没（有）”时其含义解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 ；当否定词为“没（有）”时其含义解

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无论否定词为“不”还是“没（有）”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无论否定词为“不”还是“没（有）”

其否定语义皆为：以某个已知范围内谓语的肯定情况为背景，其中“数量名”所示部分为谓其否定语义皆为：以某个已知范围内谓语的肯定情况为背景，其中“数量名”所示部分为谓

语的否定的情况。 语的否定的情况。 

关键词：数量词　否定词　语序　语义关键词：数量词　否定词　语序　语义

　　1. 前言　　1. 前言

　　语言中否定范畴与数量范畴的语序及相关语义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数量词语与否定　　语言中否定范畴与数量范畴的语序及相关语义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数量词语与否定

词在语序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另一种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此外，词在语序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另一种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此外，

根据数量词语的特征又可分为 小量“一”和数量两种情况。本文将对以上各种情况逐一加根据数量词语的特征又可分为 小量“一”和数量两种情况。本文将对以上各种情况逐一加

以分析，说明语序与否定对象的关系，以及各种情况下的否定语义。以分析，说明语序与否定对象的关系，以及各种情况下的否定语义。

　　2.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　　2.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之后是否定对象，这已达成共识。Jespersen(1924)的《语法哲学》指出，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之后是否定对象，这已达成共识。Jespersen(1924)的《语法哲学》指出，

人类语言否定词的含义，“一般规则”是表示“少于、低于”，石毓智（2001：27）的解释是“语人类语言否定词的含义，“一般规则”是表示“少于、低于”，石毓智（2001：27）的解释是“语

言的否定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差等否定”，“汉语中的否定词‘不’和‘没’用于否定结构之后，言的否定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差等否定”，“汉语中的否定词‘不’和‘没’用于否定结构之后，

否定的含义也是少于、不及其原来的意义程度，也是一种差等否定。”但是，我们发现数量词否定的含义也是少于、不及其原来的意义程度，也是一种差等否定。”但是，我们发现数量词

语在汉语常用否定词“不”和“没（有）”之后，否定语义并不限于表示“少于”、“不及”。语在汉语常用否定词“不”和“没（有）”之后，否定语义并不限于表示“少于”、“不及”。

　　　　（1） 今年财政赤字增加，按新口径计算是增加一倍，　　　　（1） 今年财政赤字增加，按新口径计算是增加一倍，不是三倍不是三倍。

　　　　（2） 现构成“龙头”的不是一个市，也　　　　（2） 现构成“龙头”的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三两个市不是三两个市，而是有九个市。，而是有九个市。

　　　　（3） 谁知，　　　　（3） 谁知，没穿三天没穿三天，开线了，拿去退吧，售货员满脸『阴云』：『只能修、不能退』。，开线了，拿去退吧，售货员满脸『阴云』：『只能修、不能退』。

　　在上例　　在上例 1（1）中“不是三倍”是对先设“是三倍”的否定。在自然数这个集合中肯定了“三（1）中“不是三倍”是对先设“是三倍”的否定。在自然数这个集合中肯定了“三

数量词语与否定词的语序对否定语义的规约数量词语与否定词的语序对否定语义的规约

王　欣王　欣・祝　东平祝　东平

1 例子引自北京大学语料库（CCL），以下同。 例子引自北京大学语料库（CCL），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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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就否定了这一集合中其他元素 1、2、3、4……（倍）的可能性，而“是三倍”所否（倍）”，就否定了这一集合中其他元素 1、2、3、4……（倍）的可能性，而“是三倍”所否

定的其他可能性，随着“不是三倍”的否定又都重新获得了被肯定的可能性，就是说理论上，定的其他可能性，随着“不是三倍”的否定又都重新获得了被肯定的可能性，就是说理论上，

否定了“三倍”，则可以肯定自然数集合中其他任何数量，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一般作为否定了“三倍”，则可以肯定自然数集合中其他任何数量，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一般作为

先设的断定，与其否定断定之间往往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这里否定语义表示少于“三倍”的“一先设的断定，与其否定断定之间往往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这里否定语义表示少于“三倍”的“一

倍”。然而例（2）表达的否定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否定了“一个（市）”、“三两个（市）”肯倍”。然而例（2）表达的否定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否定了“一个（市）”、“三两个（市）”肯

定的是“九个市”。例（3）中“没穿三天”否定的是“三天了”，是由“两（天）”到“三（天）”定的是“九个市”。例（3）中“没穿三天”否定的是“三天了”，是由“两（天）”到“三（天）”

的变化，或者是由“一天”到“两天”的变化，否定了这一变化的发生，只能肯定“两（天）”的变化，或者是由“一天”到“两天”的变化，否定了这一变化的发生，只能肯定“两（天）”

或者“一（天）”，即：比“三（天）”小的数量，而不能肯定比“三（天）”大的数量。我们或者“一（天）”，即：比“三（天）”小的数量，而不能肯定比“三（天）”大的数量。我们

认为“没（有）”否定的“少于、低于”义来自“没（有）”是对动态的否定，而数量一般是认为“没（有）”否定的“少于、低于”义来自“没（有）”是对动态的否定，而数量一般是

由少到多动态发展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拙稿（2011）。由少到多动态发展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拙稿（2011）。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数量词语在否定词之后时，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数量词语在否定词之后时，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

可以解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当否定词为“没”可以解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当否定词为“没”

时其含义解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时其含义解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

　　3.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　　3.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

　　沈家煊（1999）认为：“他没学三个小时”和“他三个小时没学”，意思不同，前者的意思是“接　　沈家煊（1999）认为：“他没学三个小时”和“他三个小时没学”，意思不同，前者的意思是“接

近这个数量而没达到这个数量”——“学了不到三个小时”；后者的意思是“这个数量段全部近这个数量而没达到这个数量”——“学了不到三个小时”；后者的意思是“这个数量段全部

被否定”——“有三个小时都没有学习”。但同时沈先生又指出：“当数量为 小的‘一’时，被否定”——“有三个小时都没有学习”。但同时沈先生又指出 ：“当数量为 小的‘一’时，

在否定词前还是后意思可以一样，都是全量否定。”他的例子是：在否定词前还是后意思可以一样，都是全量否定。”他的例子是：

　　　　（4） a. 他一块钱都不给家里寄。　　　　（4） a. 他一块钱都不给家里寄。

　　　　　　 b. 他不给家里寄一块钱。　　　　　　 b. 他不给家里寄一块钱。

　　也就是说，沈家煊先生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与在否定词后都是否定对象，当数量大　　也就是说，沈家煊先生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与在否定词后都是否定对象，当数量大

于“一”时在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所表语义有所不同；而当数量为极性量“一”时，在于“一”时在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所表语义有所不同；而当数量为极性量“一”时，在

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语义相同。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语义相同。

　　袁毓林（2000）也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可以是否定对象，“正因为主要动词对其各从　　袁毓林（2000）也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可以是否定对象，“正因为主要动词对其各从

属成分有控制作用，所以即使是位于否定词前的成分也能被否定词否定。例如：属成分有控制作用，所以即使是位于否定词前的成分也能被否定词否定。例如：

　　　　（5） a. 他拖延了一天。　　　　（5） a. 他拖延了一天。

　　　　　　 b. 他一天也没有拖延　　　　　　 b. 他一天也没有拖延

　　　　（6） a. 她给了我一点工本费。　　　　（6） a. 她给了我一点工本费。

　　　　　　 b. 她连工本费也不给我　　　　　　 b. 她连工本费也不给我

　　本文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不是否定的对象。　　本文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不是否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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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　　3.1 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

　　我们可以将沈家煊先生（1999）的例子“他三个小时没学”与下例进行比较 ：　　我们可以将沈家煊先生（1999）的例子“他三个小时没学”与下例进行比较 ：

　　　　（7）他们班三个人没来。　　　　（7）他们班三个人没来。

表一：否定语义对称分析表一：否定语义对称分析

　　毋庸置疑，例句（7）中“三个人”不是“没”的否定对象。而 “他们班三个人没来”与　　毋庸置疑，例句（7）中“三个人”不是“没”的否定对象。而 “他们班三个人没来”与

“他三个小时没学”，在否定语义上是对称的：前者表示“有三个人都没来”，后者表示“有三“他三个小时没学”，在否定语义上是对称的：前者表示“有三个人都没来”，后者表示“有三

个小时都没学”。“三个人”是“他们班”中的一部分，与袁毓林（2000）谈到的“是老王没来”个小时都没学”。“三个人”是“他们班”中的一部分，与袁毓林（2000）谈到的“是老王没来”

相同，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是：“他们班几个人没来”。同样“三个小时”在某个时相同，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是：“他们班几个人没来”。同样“三个小时”在某个时

间范围内，预设以问句表示是：“这段时间（内）他几个小时没学”。“没”否定的不是“三个间范围内，预设以问句表示是：“这段时间（内）他几个小时没学”。“没”否定的不是“三个

小时”，而是预设中的 “学”。小时”，而是预设中的 “学”。

　　不同的是：“三个人”所在的范围“他们班”出现在句中，而“三个小时”所在的范围并　　不同的是：“三个人”所在的范围“他们班”出现在句中，而“三个小时”所在的范围并

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时间是强已知范畴，关于时间的许多信息，是常识性知识，例如，任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时间是强已知范畴，关于时间的许多信息，是常识性知识，例如，任

何话语都是在说话时说出的，交际双方所在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同的，而且等等这些都是交际何话语都是在说话时说出的，交际双方所在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同的，而且等等这些都是交际

双方必然的已知信息。因此“三个小时”所在的已知范围是说话时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双方必然的已知信息。因此“三个小时”所在的已知范围是说话时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

无需言语交代。无需言语交代。

　　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以“‘三’和‘没’有序间隔 2个字”为条件检索到 398 个例子。　　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以“‘三’和‘没’有序间隔 2个字”为条件检索到 398 个例子。

并根据以下条件，确立符合本文分析的对象的例子有 83 个，用在“没”之前的大多数是时间并根据以下条件，确立符合本文分析的对象的例子有 83 个，用在“没”之前的大多数是时间

词，共 74 例；非时间词例文 ，只有 9例。词，共 74 例；非时间词例文 ，只有 9例。

　　条件一：含“三”的部分为“初三、三峡，第三、再三”等，不属于分析对象；　　条件一：含“三”的部分为“初三、三峡，第三、再三”等，不属于分析对象；

　　条件二：含“三”的部分必须是数量而不是已知范围或其他　　条件二：含“三”的部分必须是数量而不是已知范围或其他 2 ；  ；  

　　条件三：“没”否定的是主要谓语部分，而不是定语或状语。　　条件三：“没”否定的是主要谓语部分，而不是定语或状语。

他三个小时没学。他三个小时没学。 他们班三个人没来。他们班三个人没来。

◆有三个小时都没学，◆有三个小时都没学， ◆有三个人都没来，◆有三个人都没来，

◆“三个小时”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三个小时”在某个时间范围内， ◆“三个人”是“他们班中的一部分，◆“三个人”是“他们班中的一部分，

◆ 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为：◆ 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为：

  “这段时间（内）他几个小时没学”，  “这段时间（内）他几个小时没学”，

◆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为：◆否定是在预设中，以问句表示为：

  “他们班几个人没来”，  “他们班几个人没来”，

◆“没”否定的不是“三个小时”而是预设◆“没”否定的不是“三个小时”而是预设

中的“学”。中的“学”。

◆“没”否定的不是“三个人”，而是预设◆“没”否定的不是“三个人”，而是预设

中的“来”。中的“来”。

2 “三个”是数量，而“这三个”是已知范围，“第三”是特指。 “三个”是数量，而“这三个”是已知范围，“第三”是特指。

　a. 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　a. 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三个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没有骨头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

　b. 我们发现矿务局下属几个煤矿的　b. 我们发现矿务局下属几个煤矿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没有动起来，就在现场办公会上批评矿领导。没有动起来，就在现场办公会上批评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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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否定的语义　　3.2 否定的语义

　　因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就不是否定对象，所以无论否定词为“不”或者“没（有）”，　　因为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就不是否定对象，所以无论否定词为“不”或者“没（有）”，

否定的都是其后的谓词，如上例“他三个小时没学”中，“没”否定的是其后的“学”，是以否定的都是其后的谓词，如上例“他三个小时没学”中，“没”否定的是其后的“学”，是以

某个已知的时间范围肯定“学”的情况为背景，其中“三个小时”“学”为否定的情况。某个已知的时间范围肯定“学”的情况为背景，其中“三个小时”“学”为否定的情况。

　　同时我们发现：当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并且这个数量词语不表示时间时，一般要求这　　同时我们发现：当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并且这个数量词语不表示时间时，一般要求这

个数量词语所在的范围要出现。个数量词语所在的范围要出现。

　　“他们班三个人没来”表示在“他们班”这个范围内“三个人”没来，这个范围一定要出　　“他们班三个人没来”表示在“他们班”这个范围内“三个人”没来，这个范围一定要出

现，如果不出现，并且没有足够的语境支持的情况下“三个人没来”是很难理解的。来的人现，如果不出现，并且没有足够的语境支持的情况下“三个人没来”是很难理解的。来的人

数是有限的，可以以数量表示，但是没来的人数是无限的，必须有一个范围才能成立。数是有限的，可以以数量表示，但是没来的人数是无限的，必须有一个范围才能成立。

　　　　（8） 　　　　（8） 而在已患上糖尿病的受访者中 ,而在已患上糖尿病的受访者中 , 也有三成多有三成多没有做并发症检查或应有的测试 ,没有做并发症检查或应有的测试 ,

也没有根据医生的指示服药。也没有根据医生的指示服药。

　　　　（9） 　　　　（9） “在我们这个家“在我们这个家，我有三件事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

　　　　（10）　　　　（10）这部手稿所收的 20 多首诗这部手稿所收的 20 多首诗，后来大都收入了别的集中，所以舒乙同 志得以断，后来大都收入了别的集中，所以舒乙同 志得以断

定这部手稿是我的。但定这部手稿是我的。但有三首有三首则没有，想不起当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而且我则没有，想不起当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而且我

根本就忘了它们。根本就忘了它们。

　　　　（11）除了第一个月偿付二成以外，　　　　（11）除了第一个月偿付二成以外，第二个月的第二个月的三成三成就没有付足，其余的款子整整拖就没有付足，其余的款子整整拖

欠了一年，经债权人再三再四地登门坐索，才陆陆续续地零零碎碎地付清。欠了一年，经债权人再三再四地登门坐索，才陆陆续续地零零碎碎地付清。

　　　　（12）田福贤说：“　　　　（12）田福贤说：“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还有三个人还有三个人没有话说。这三个人是好汉！贺没有话说。这三个人是好汉！贺

老大你个老家伙，爱出风头爱上高台，今儿个让你上到杆顶，你觉得受活了？老大你个老家伙，爱出风头爱上高台，今儿个让你上到杆顶，你觉得受活了？

碎娃子不知辣子辣，你这个棺材瓤子也不知道吗？”碎娃子不知辣子辣，你这个棺材瓤子也不知道吗？”

　　例句（8）～（12）中，下划双线的部分：“在已患上糖尿病的受访者中”、“在我们这个家”、　　例句（8）～（12）中，下划双线的部分：“在已患上糖尿病的受访者中”、“在我们这个家”、

“所收的 20 多首诗”、“第二个月“所收的 20 多首诗”、“第二个月的”、“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表示的是范围；下划单线的部分：”、“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表示的是范围；下划单线的部分：

“有三成”、“有三件事”、“有三首”、“三成”、“有三个人”表示的是其中否定的部分。“有三成”、“有三件事”、“有三首”、“三成”、“有三个人”表示的是其中否定的部分。

　　　　（13）李时珍在父亲督促下，在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 但是以后参加举人考试，　　　　（13）李时珍在父亲督促下，在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 但是以后参加举人考试，三次三次

都没有考中都没有考中。别人都替他可惜，李时珍却并不因此失望。。别人都替他可惜，李时珍却并不因此失望。

　　　　（14）她累了，累得蹲在地上，手扶扫帚，　　　　（14）她累了，累得蹲在地上，手扶扫帚，三次都没站起来。三次都没站起来。

　　　　（15）如刘铁锤的儿媳妇，有一段时间出工不出力，　　　　（15）如刘铁锤的儿媳妇，有一段时间出工不出力，“深挖”三次都没过关。“深挖”三次都没过关。

　　　　（16）他压低着声音，动情地说：“这是小说的高潮啊，到底要不要内疚着的王老头　　　　（16）他压低着声音，动情地说：“这是小说的高潮啊，到底要不要内疚着的王老头

在风雪地上跌一跤呢？我想啊想啊， 为了这一跤，在风雪地上跌一跤呢？我想啊想啊， 为了这一跤，我整整三顿饭没吃我整整三顿饭没吃， 后还， 后还

是咬咬牙，让王老头滑倒在雪地上了……”是咬咬牙，让王老头滑倒在雪地上了……”

　　例句（13）～（16）中，数量部分分别与“都”共现，它们表示对这个范围中的所有进行否定。　　例句（13）～（16）中，数量部分分别与“都”共现，它们表示对这个范围中的所有进行否定。

例句（13）表示“考了三次，三次都没有考中”，例句（14）表示“站了三次，三次都没站起例句（13）表示“考了三次，三次都没有考中”，例句（14）表示“站了三次，三次都没站起

来”，例句（15）表示“深挖了三次，三次都没过关”，三次是各自范围中的所有。例句（16）来”，例句（15）表示“深挖了三次，三次都没过关”，三次是各自范围中的所有。例句（16）



65

是以“每顿饭都吃”为背景，对背景所表示的范围中的“三顿”进行否定。是以“每顿饭都吃”为背景，对背景所表示的范围中的“三顿”进行否定。

　　另外我们同意沈家煊先生（1999）所指出的，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加“有”和不加“有”　　另外我们同意沈家煊先生（1999）所指出的，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加“有”和不加“有”

所表语义相同，“厂里的退休工人已经有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与“厂里的退休工人已经三个所表语义相同，“厂里的退休工人已经有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与“厂里的退休工人已经三个

月没领到工资了”语义相同。在上面提到的那 398 例中我们确认到只有 24 例（共 29 例属于月没领到工资了”语义相同。在上面提到的那 398 例中我们确认到只有 24 例（共 29 例属于

我们分析的对象的 24 例）是以“有 + 数量词语”形式出现的，这些例子的数量词语既有时间我们分析的对象的 24 例）是以“有 + 数量词语”形式出现的，这些例子的数量词语既有时间

词也有非时间词。词也有非时间词。

　　3.3 数量为“一”时的否定语义　　3.3 数量为“一”时的否定语义

　　数量为 小的“一”时，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量（名）”在否定词后，如“他没学一个小时”；　　数量为 小的“一”时，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量（名）”在否定词后，如“他没学一个小时”；

“一量（名）”在否定词前，如“他一个小时没学”；还有“一量名”＋“也”等焦点凸显成分“一量（名）”在否定词前，如“他一个小时没学”；还有“一量名”＋“也”等焦点凸显成分

的复杂形式，如“他一个小时也没学”。的复杂形式，如“他一个小时也没学”。

　　3.3.1“一量（名）”　　3.3.1“一量（名）”

　　我们认为，“他没学一个小时。”和“他一个小时没学。”都不是全量否定。“他没学一个　　我们认为，“他没学一个小时。”和“他一个小时没学。”都不是全量否定。“他没学一个

小时。”语义表示 “少于、不及”，所以后面可以补出“他没学一个小时，才学了半个小时。”小时。”语义表示 “少于、不及”，所以后面可以补出“他没学一个小时，才学了半个小时。”

而“他一个小时没学。”的例子，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它可以解释为“他有一个而“他一个小时没学。”的例子，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它可以解释为“他有一个

小时没学”，还可以解释为“他一个小时（也）没学。沈家煊先生（1999）举的例子“他一块小时没学”，还可以解释为“他一个小时（也）没学。沈家煊先生（1999）举的例子“他一块

钱都不给家里寄”如果去掉“都”，也并不是全量否定。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感到有钱都不给家里寄”如果去掉“都”，也并不是全量否定。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感到有

歧义，下面是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找到的例子，事实语料证实在实际交际中通过“语境”歧义，下面是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找到的例子，事实语料证实在实际交际中通过“语境”

和“语表形式”共同落实了所要表达的语义。和“语表形式”共同落实了所要表达的语义。

　　　　（17）双头女婴名叫雷贝卡．马丁内斯 , 去年 12 月 17 日出生。　　　　（17）双头女婴名叫雷贝卡．马丁内斯 , 去年 12 月 17 日出生。雷贝卡其中的一个头雷贝卡其中的一个头

没有发育完全没有发育完全 ,大脑、耳朵、眼睛、嘴唇等器官都只是“部分成形”,颈动脉、,大脑、耳朵、眼睛、嘴唇等器官都只是“部分成形”,颈动脉、

血管等则是两个头共用。血管等则是两个头共用。

　　　　（18）足球队无论到哪里参赛或训练都是自己带球 , 这是足球界的常识。但罗马尼亚　　　　（18）足球队无论到哪里参赛或训练都是自己带球 , 这是足球界的常识。但罗马尼亚

国奥队偏偏不理这套 ,他们这次来广西参加四国对抗赛硬是国奥队偏偏不理这套 ,他们这次来广西参加四国对抗赛硬是一个球没带一个球没带。

　　　　（19）记者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在饭馆吃饭时 , 碰到一个穿着整齐的聋哑人笑呵呵地挨　　　　（19）记者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在饭馆吃饭时 , 碰到一个穿着整齐的聋哑人笑呵呵地挨

桌乞讨 , 给他两块钱后 , 他还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感谢告别 , 好像是熟桌乞讨 , 给他两块钱后 , 他还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感谢告别 , 好像是熟

悉的朋友 ,悉的朋友 ,一点儿没有自卑感一点儿没有自卑感。

　　例（17）“……一个头没有发育完全”, 相当于“有一个头没有发育完全”，后续句补充　　例（17）“……一个头没有发育完全”, 相当于“有一个头没有发育完全”，后续句补充

说明了“……只是‘部分成形’。例（18）和例（19）中的“一个球”和“一点儿”都表示极说明了“……只是‘部分成形’。例（18）和例（19）中的“一个球”和“一点儿”都表示极

性 小量，根据上面我们分析的语义它们分别表示，“一个球”“带”为否定的情况；“一点儿性 小量，根据上面我们分析的语义它们分别表示，“一个球”“带”为否定的情况；“一点儿

自卑感”“有”为否定的情况，因为这里的数量词语“一个（球）”和“一点儿（自卑感）”所自卑感”“有”为否定的情况，因为这里的数量词语“一个（球）”和“一点儿（自卑感）”所

表达的是极性 小量，对他们的否定也就表示没有可以肯定的量。可以看出这些句子都没有表达的是极性 小量，对他们的否定也就表示没有可以肯定的量。可以看出这些句子都没有

歧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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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一量名与全量否定　　3.3.2 一量名与全量否定

　　我们认为在“他一天也没拖延”和“他一块钱都不给家里寄”句中所表达的“全量”的　　我们认为在“他一天也没拖延”和“他一块钱都不给家里寄”句中所表达的“全量”的

意义是副词“也”、“都”与“一”配合产生的，而非否定的语义，就如同沈家煊先生（1999）意义是副词“也”、“都”与“一”配合产生的，而非否定的语义，就如同沈家煊先生（1999）

的例子“他一块钱都给家里寄去”，肯定句也可以产生“全量”之义。的例子“他一块钱都给家里寄去”，肯定句也可以产生“全量”之义。

　　上文我们引用的袁毓林（2000）所举的例子“a. 他拖延了一天。”和“ b. 他一天也没有　　上文我们引用的袁毓林（2000）所举的例子“a. 他拖延了一天。”和“ b. 他一天也没有

拖延。”我们认为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从信息角度，这些句子可以这样分析：拖延。”我们认为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从信息角度，这些句子可以这样分析：

　　　　（20）A ：他拖延时间了吗？　　　　（20）A ：他拖延时间了吗？

　　　　　　B1 ：是，他拖延了一天。　　B2 ：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　　　　　　B1 ：是，他拖延了一天。　　B2 ：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

　　　　　　　　　　　　　　　　　？ B2’：没有，他没拖延一天。　　　　　　　　　　　　　　　　　？ B2’：没有，他没拖延一天。

　　　　（21）A ：他拖延了一天吗？　　　　（21）A ：他拖延了一天吗？

　　　　　　B1 ：是，他拖延了一天。　　B2 ：没有，他没拖延一天，（只拖延了半天。）　　　　　　B1 ：是，他拖延了一天。　　B2 ：没有，他没拖延一天，（只拖延了半天。）

　　　　　　　　　　　　　　　　　？ B2’：没有，他没拖延时间。　　　　　　　　　　　　　　　　　？ B2’：没有，他没拖延时间。

　　　　　　　　　　　　　　　　　 * B2”：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　　　　　　　　　　　　　　　　　 * B2”：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

　　“他拖延了一天”既是对“他拖延了一天吗？”的肯定回答，也可以是对“他拖延时间了　　“他拖延了一天”既是对“他拖延了一天吗？”的肯定回答，也可以是对“他拖延时间了

吗？”的肯定回答，“他拖延了一天”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拖延了时间；二是他拖延的时间是吗？”的肯定回答，“他拖延了一天”有两层含义 ：一是他拖延了时间 ；二是他拖延的时间是

一天。而“他一天也没拖延”则只能是对“他拖延时间了吗？”的否定回答。一般情况下，“他一天。而“他一天也没拖延”则只能是对“他拖延时间了吗？”的否定回答。一般情况下，“他

拖延时间了吗？”的否定回答是“没有，他没拖延时间。”回答“（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拖延时间了吗？”的否定回答是“没有，他没拖延时间。”回答“（没有），他一天也没拖延”

的思维过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如果他拖延时间，那么， 可能拖延的时间是一天。”这的思维过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如果他拖延时间，那么， 可能拖延的时间是一天。”这

个“一天”表示主观 低程度，并不是被否定的对象，否定词否定的是动词“拖延”，“一天”个“一天”表示主观 低程度，并不是被否定的对象，否定词否定的是动词“拖延”，“一天”

这个主观 低程度通过与“也”配合加强了否定语气。这个主观 低程度通过与“也”配合加强了否定语气。

　　王欣、刘富华（2010）分析了“一量名＋也”表全量否定的语义。一量名否定格式中的“也”　　王欣、刘富华（2010）分析了“一量名＋也”表全量否定的语义。一量名否定格式中的“也”

表类同，以“他一口酒也没喝”为例，其所表示的语义示意如下 ：（参考沼田善子（2009））表类同，以“他一口酒也没喝”为例，其所表示的语义示意如下 ：（参考沼田善子（2009））

　　主张语义：一口酒没喝。　　主张语义：一口酒没喝。

　　蕴含语义：本以为比一口多的，如两口，一杯等他不会喝，但是一口会喝。　　蕴含语义：本以为比一口多的，如两口，一杯等他不会喝，但是一口会喝。

　　也就是说本来以为“一口酒”他会喝，可是与想象相反，和其他（比一口多的程度）一　　也就是说本来以为“一口酒”他会喝，可是与想象相反，和其他（比一口多的程度）一

样，也没喝，即得到全量否定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因为人们对于意外事件总要样，也没喝，即得到全量否定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因为人们对于意外事件总要

给予比其它（意料之内的）事件更多的关心和注意，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会解释这里的“也”给予比其它（意料之内的）事件更多的关心和注意，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会解释这里的“也”

表强调义的原因。表强调义的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凸显这个“主观 低程度”还会使用“连＋一量名＋也”的格式，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凸显这个“主观 低程度”还会使用“连＋一量名＋也”的格式，

如“他连一分钟也没拖延”。李宇明（1998）、胡清国（2006）等都证明了在一量名否定格式如“他连一分钟也没拖延”。李宇明（1998）、胡清国（2006）等都证明了在一量名否定格式

上添加“连”字之后该格式的焦点更加凸显。张旺熹（2005）指出汉语连字句形成的语义基上添加“连”字之后该格式的焦点更加凸显。张旺熹（2005）指出汉语连字句形成的语义基

础是人们作为观察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基本尺度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式”，人们以“理想化的认础是人们作为观察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基本尺度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式”，人们以“理想化的认

知模式”为基点来把握外部世界事物或事件内在关联性的大小即“情理值”，有了情理值的大知模式”为基点来把握外部世界事物或事件内在关联性的大小即“情理值”，有了情理值的大

小，便可以据此将事物或事件进行序位化。本文同意张文的分析，“连”字的本义表“甚至”，小，便可以据此将事物或事件进行序位化。本文同意张文的分析，“连”字的本义表“甚至”，

汉语通过在一量名否定形式的的基础上添加“连”字，进一步凸显出“一量名”的“情理大值”汉语通过在一量名否定形式的的基础上添加“连”字，进一步凸显出“一量名”的“情理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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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即主观 低程度，通过对它的否定表达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否定。同时我们还注地位，即主观 低程度，通过对它的否定表达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否定。同时我们还注

意到，“一量名”仅仅是在数量层面满足连字句的端点（起点或终点）序位要求，但是在有具意到，“一量名”仅仅是在数量层面满足连字句的端点（起点或终点）序位要求，但是在有具

体语境限制的情况下，“连”字结构还将同时激活一量名结构中的“名词”与其他名词之间的体语境限制的情况下，“连”字结构还将同时激活一量名结构中的“名词”与其他名词之间的

相应的情理联系，此时也就建构起了名词之间的某种序位。相应的情理联系，此时也就建构起了名词之间的某种序位。

　　　　（22）a.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　　　　（22）a.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连一口水也没喝就走了连一口水也没喝就走了。

　　　　　？ b.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　　　　　？ b. 他帮我忙了整整一天，可是连一口酒也没喝就走了连一口酒也没喝就走了。

　　通过对上例（22）a 与 b 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a 句中的“水”明显比 b 句中的“酒”具　　通过对上例（22）a 与 b 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a 句中的“水”明显比 b 句中的“酒”具

有更大的“情理大值”，所以 a 句的可接受度要比 b 句高得多。在语义表达结果上，a 句超出有更大的“情理大值”，所以 a 句的可接受度要比 b 句高得多。在语义表达结果上，a 句超出

了名词“水”本身所指称的事物，作为否定结果的语义解释，a 句蕴含了“水”所代表的饮了名词“水”本身所指称的事物，作为否定结果的语义解释，a 句蕴含了“水”所代表的饮

料的这一类，甚至蕴含了帮忙后可以（应该）得到的报答的所有“类”。料的这一类，甚至蕴含了帮忙后可以（应该）得到的报答的所有“类”。

　　4. 结语　　4. 结语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是否定的对象，当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可以解释为“少于、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后是否定的对象，当否定词为“不”时否定语义即可以解释为“少于、

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当否定词为“没（有）”时其含义解低于”这个数量，亦可解释为“多于，高于”这个数量 ；当否定词为“没（有）”时其含义解

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释为“少于、低于”这个数量。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无论否定词为“不”还是“没（有）”　　数量词语在否定词前，数量词语不是否定的对象，无论否定词为“不”还是“没（有）”

其否定语义皆为：以某个已知范围内谓语的肯定情况为背景，其中“数量名”所示部分为谓其否定语义皆为：以某个已知范围内谓语的肯定情况为背景，其中“数量名”所示部分为谓

语的否定的情况。当数量为“一”时，仍然符合这一规律，我们认为，无论“一量名”在否语的否定的情况。当数量为“一”时，仍然符合这一规律，我们认为，无论“一量名”在否

定词前还是后都不是全量否定。所谓的“全量”的意义是副词“也”、“都”与“一”配合产定词前还是后都不是全量否定。所谓的“全量”的意义是副词“也”、“都”与“一”配合产

生的，而非否定的语义，“一量名也（都）”以及“连一量名也（都）”等否定格式通过其表“类生的，而非否定的语义，“一量名也（都）”以及“连一量名也（都）”等否定格式通过其表“类

同”的本义蕴含对其同类的否定，以起到加强否定语气的效果。同”的本义蕴含对其同类的否定，以起到加强否定语气的效果。

　　本文的结论与之前我们关于“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证明了我们　　本文的结论与之前我们关于“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证明了我们

的观点：在现代汉语中，否定词“不”与“没（有）”的否定对象只能是其后的成分，其前的的观点：在现代汉语中，否定词“不”与“没（有）”的否定对象只能是其后的成分，其前的

成分不能成为否定对象。成分不能成为否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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