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汉藏语系的绝大部分语言都有量词的语法范畴， 丰富而独特的量词，
更是汉语重大而鲜明的语法特征。 然而， 受西方印欧语语法框架的影响，
长期以来，汉语量词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汉语词类的大本营中，
量词是最后划类、定名的词类。虽说有关汉语量词的研究早已展开， 然而
真正在句法层面进行组合研究， 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到了 90 年
代，随着传统研究思路的突破以及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兴起 ， 汉语量词
及其组合研究才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汉语量词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
两大部类系统，然而由于动量词在数量上没有名量词丰富， 其组合情况和
表意功能似乎也没有名量词复杂，因此，汉语量词研究一直呈现 “重名量
而轻动量” 的局面。② 其实，相对于名量词而言， 动量词自有其个性特点，
它们与动词的选择组合呈现出特定的特征与规律 ， 很值得深入研究。 在进
一步展开系统研究之前，本章拟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
汉语学界关于动量词以及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研究 ， 可分为以下三个
阶段： 早期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 的静态研究； 中期 （ 20 世纪 80 年代
至 90 年代中期） 的动态研究； 后期 （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现在） 的多元
研究。静态研究是一种 “单视点 ” 研究，着眼于量词的立类和分类； 动态
研究是一种 “双视点” 研究，着眼于动量词与动词语义的双向选择 ； 多元
研究是一种 “多角度” 研究，着眼于功能、认知和语法化的探讨。

第一节

早期的静态研究： 立类与分类

一、量词的立类
在欧美传统语法中，量词没有独立立类， 八大词类中没有量词。 受此
影响，汉语量词立类较晚。 最初人们是把量词当名词看待的。 例如，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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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文通》 和 《新著国语文法 》 中， 量词都没有独立的词类地位。 《文通 》
中量词被看作表 “记数别称 ”① 的一般名词， 《新著 》 中量词也被看作
“表数量的名词”②。此外，陆志韦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 （ 1938）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 1982） 、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 （ 1985） 等都把量词看
作名词的一个小类， 称为 “助名词”、 “单位词 ” 或 “单位名词 ” 等。 到
了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 》， 才逐渐改变量词作为名词 “附庸 ” 的地位， 第
一次把量词作为独立词类来处理。在高氏的词类框架中， 量词是分 “数位
词” 和 “次数词” 两类归入 “范畴虚词 ” 的③。尽管高氏的处理还没有完
全摆脱印欧语语法的束缚，但他第一次确立了量词独立的词类地位， 其开
创之功不可磨灭。在高著的影响下，50 年代中期， 经过词类问题大讨论，
人们终于在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 （ 1956） 中明确指出， 量词是表示
事物或动作数量单位的词，它与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 代词一起归
属实词类。这样，量词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才算是科学地确定了它的词类地
位，也才算是真正独立立类并正式定名了 。

二、名量与动量的区分
与量词词类地位的认识密切相关的， 是名量与动量的区分。 在早期文
献如 《马氏文通》 和 《新著国语文法》 中，都既没给量词独立立类， 也没
区分名量和动量。到了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和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
他们虽然仍把量词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 ，但实际上已意识到这种 “特殊名
词” 可分为两类： 一类表示事物的数量单位，另一类表示行为的次数或行
为的单位。到了高名凯的 《汉语语法论 》， 这部著作不仅区分了名量和动
量，而且把名量词和动量词跟名词、 动词、 形容词等等同看待， 单独立
类。尽管高氏的处理有点 “矫枉过正 ”， 但这已说明当时人们对名量和动
量的区分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高氏之后， 随着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
的确立，名量词和动量词作为量词小类就真正在汉语词类系统中找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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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有的位置。

三、动量词的内部分类
随着动量词在汉语词类体系中位置的逐步确定， 人们也从各个角度对
它进行了一定的分类。例如，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 根据动量词的来源
把动量词分为 “专用动量词”、 “工具动量词 ” 和 “同形动量词 ”①；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首先从表意功能出发把动量词分为 “纯然表次数的动量
词”、“兼表历时之久的动量词”、“兼表历时短或突然的动量词 ”， 然后又
从性质出发把动量词分为 “专用动量词”、 “借用动量词 ” 和 “离合动量
词”②。此外，高名凯 《汉语语法论 》 （ 1986） 、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
讲话》 （ 1961）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 1979） 等也都对动量词进行了
下位划分。这种单纯的分类描写，虽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对动量词研
究的合适通道，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动量词的特点起到了一定
的铺垫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郭绍虞的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 这部著作不
仅对动量词进行了内部分类， 而且对其中某些小类还进行了同 、 异的比
较。③ 当然在研究深度上，该著还只是从修辞的角度泛泛而论 ，浅尝辄止。

四、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①只停留在动量词的立类和分类上；
②只是就动量词而论动量词，没有从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选择上探讨其内
在规律。究其原因， 这显然跟开创阶段只着眼于体系建构的研究倾向有
关，但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主观上认为动量词和动词的组合是 “习惯搭配 ”④
有很大关系。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汉语语法研究， 主要关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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