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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 探讨汉语中“们”的句法位置和语义。

• 这两个问题将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通过
考察四类含“们”名词短语的句法和语义特
征，二是通过将汉语跟其他语言进行比较。征，二是通过将汉语跟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 对“们”以及含“们”短语的研究不但能帮
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汉语名词论元(nominal 

arguments)的句法结构和语义，也对我们了解
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language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 有深远启示。



大纲

1. 前人对“们”的研究

2. 四类含“们”短语所带来的挑战

3. 对“们”的分析：伴同复数标记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 plural marker) 

4. 对四类含 “们”短语的分析和解释

5. 总结



1. 前人对“们”的研究



• 汉语中的语素“们”，可以与人称代词和表人
名词(human nouns)合用，表达复数(e.g. 吕叔
湘 1947, Chao 1968; Norman 1988; Iljic 1994; Li 

1999, Lü et al 1999; Kurafuji 2004; H. Yang 2005; 

Hsieh 2008, among others)：Hsieh 2008, among others)：



• 非表人名词（有生命或无生命）一般不能带
“们”，除非经过了拟人化（吕叔湘1947,吕
叔湘等 1999: 385）：



• 关于“们”，文献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 第一个观点是将“们”看作复数标记(plural 

marker)兼集合标记(collective marker) (Chao 

1968, Norman 1988; Cheung 2003; Hsieh 2008).

– 根据这个观点，“们”是复数标记还是集合标记

观点一：复数标记兼集合标记

– 根据这个观点，“们”是复数标记还是集合标记
取决于它与普通名词(common nouns)还是人称代
词(或专有名词proper names)合用。



观点二：仅为集合标记

• 第二个观点是将“们”只看作为集合标记 (Iljic 

1994)

• Iljic (1994) 将“们”分析为集合标记的原因有三：

– 1. 带“们”的名词表定指(definite) (Lü 1980, c.f. Iljic – 1. 带“们”的名词表定指(definite) (Lü 1980, c.f. Iljic 

1994: 95) 

• 如(3)所示，存现句允许光杆名词但不允许带“们”名词



• 第二个观点是将“们”只看作为集合标记 (Iljic 

1994)

• Iljic (1994) 将“们”分析为集合标记的原因有三：

– 2. “们”可与专有名词(proper names)合用，表示含

观点二：仅为集合标记

– 2. “们”可与专有名词(proper names)合用，表示含
此专有名词的一群人(Lü 1980, c.f. Iljic 1994: 95) 

（Iljic 1994)



• 第二个观点是将“们”只看作为集合标记 (Iljic 

1994)

• Iljic (1994) 将“们”分析为集合标记的原因有三：

– 3. “们”不能跟数词和量词共现(Lü 1947; Chao 1968; 

观点二：仅为集合标记

– 3. “们”不能跟数词和量词共现(Lü 1947; Chao 1968; 

Norman 1988)：

(Iljic 1994)

–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 Iljic (1994) 将“们”分析为(用
来构建一个群体的)集合标记，而非复数标记。



• 第三个观点是将“们”只看作为复数标记。此
观点由Li (1999)首先提出，并得到其他学者的支
持(Kurafuji 2004; H. Yang 2005; Jiang 2012; 

Bos�kvoic � and Hsieh 2013等)。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Bos�kvoic � and Hsieh 2013等)。

• 下面，我主要回顾Li(1999) 的分析。



• Li(1999)提供了四个论据来论证“们”应该被分
析为复数标记：

– 1. 当“们”与人称代词合用时，其表现类似于复数
标记，如之前的例（1a/a’）所示：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标记，如之前的例（1a/a’）所示：



• Li(1999)提供了四个论据来论证“们”应该被分
析为复数标记：

– 2. 当“们”与专有名词合用时，除了表达“群体”

的含义，还能表达（有相同名字或相同性格）的复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的含义，还能表达（有相同名字或相同性格）的复
数个体(plural individuals)的含义：

(Li 1999)



• Li(1999)提供了四个论据来论证“们”应该被分
析为复数标记：

– 3. 带“们”名词能与“都”共现：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 有些文献将“都”分析为分配算子(distributive 

operator)，当“们”与“都”共现时，很难将“们”
分析为集合标志 (Li 1999)。



• Li(1999)提供了四个论据来论证“们”应该被分
析为复数标记：
– 4. “们”并不是完全与数词和量词不相容。

– 虽然带“们”名词短语不能出现在数量词之后，但
当名词为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时，他们可以出现在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当名词为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时，他们可以出现在
数量词之前：



• Li(1999)提供了四个论据来论证“们”应该被分
析为复数标记：
– 4. “们”并不是完全与数词和量词不相容。

– 虽然带“们”名词短语不能出现在数量词之后，但
当名词为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时，他们可以出现在

观点三：仅为复数标记

【【【【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们”“们”“们”“们”+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

当名词为专有名词或人称代词时，他们可以出现在
数量词之前：

*【【【【普通名词普通名词普通名词普通名词+“们”“们”“们”“们”+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

【【【【专有名词专有名词专有名词专有名词+“们”“们”“们”“们”+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数量词】】】】



• 根据例（5-8），Li (1999)提出了一个限定词短语
（Determiner Phrase, DP)分析，用来解释汉语中的表定定定定

指指指指的名词短语，包括含“们”名词以及表定指的光杆名
词:

Li (1999)

2. 句法上，“们”在
NumP 中心语位置上生成，

���� optional

1. “们”是一个复数

标志，类似于英文的
复数形态 -s/-es (Li 

1999: 91). 

NumP 中心语位置上生成，
但是在DP中心语位置上
表现出来

3. 如果DP中心语位置有
名词填充的话，整个DP

就会表定指定指定指定指(Longobardi 

1994)



1. 普通名词是在NP中心语位置生成

(1b’) 学生们

2. 当数词和量词出现在DP中时，
普 通名词无法和在D位置

(3a) *有人们

3. 人称代词、专有名词是在D

位置生成，因此“们”可以
直接实现于它们之上。

Li (1999)

10

普 通名词无法和在D位置
的“们”结合

(5) *三个学生们

(8) a. 他们三个

b. 小强们三个

c. *朋友们三个



• Li (1999)对“们”的分析
– “们”是复数标记，类似于英文的复数形态-s/-es

– 将“们”跟限定词D的位置联系起来
– 句法上，“们”高于数词、量词

• 不仅仅对三类含“们”短语提供了统一的句法解
释，而且为汉语中存在限定词短语(DP)提供了事

Li (1999)

释，而且为汉语中存在限定词短语(DP)提供了事
实依据。



• 我们了解了关于“们”的三个观点：
– 观点一：“们”是复数标记兼集合标记 (例如 Chao 1968)

– 观点二：“们”仅为集合标记 (例如 Iljic 1994)

– 观点三：“们”仅为复数标记 (例如 Li 1999)

本文观点

• 本文支持观点三本文支持观点三本文支持观点三本文支持观点三（（（（Li 1999））））

• 但我不赞同把“们”跟限定词D的位置以及定指含义
联系起来的DP分析，

• 也不赞成在句法上把“们”放在高于数词和量词的
位置。

• 下面我将讨论四类含“们”名词短语以及它们对DP
分析所带来的挑战



2. 四类含“们”名词短语对DP分析的挑战



挑战一：群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虽然像个体量词（例如“个”）不允许“们”出现在

其后，但是如果将个体量词换为群体量词，如“群”、
“组”、“堆”，“们”可以在数量词后出现
（Hsieh 2008; Jiang 2012）：



挑战一：群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这类短语在语料库里很容找到：



挑战一：群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如果我们采取DP分析，将 “们”放置在限定词D的位置、
高于数词和量词，

• 并认为是数词和量词的出现阻止了普通名词与“们”
的合并

10

• 我们不禁会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11-12）中数词和
群体量词的出现并不阻止名词和“们”合并。

(5) *三个学生们

(11)a. 一群孩子们

c. 四组选手们



挑战一：群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11）和（12）中的例句，我们
会发现汉语[名词+们] 和英语表定指的复数短语 [ the 

Ns ]至少有两个区别：

一、一、一、一、[名词+们] 可以同群体量词共现,但英语 [ the Ns ]不可：[ + ] , [ the Ns ]

(13) a. *one group of the kids

b. *a crowd of the kids

c. *two teams of the students



挑战一：群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11）和（12）中的例句，我们
会发现汉语[名词+们] 和英语表定指的 the Ns 有两个区
别：

二、二、二、二、含有[名词+们]的短语可出现在存现句中，例如(12h)，
但含[ the Ns ]的短语不可：

(14) *There was always a group of the children surrounding 

him.

• 以上两点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汉语[名词+们]等同
于英语的定指复数短语[ the Ns ]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个体量词（例如“个”）并不是完全不能出现在“们”

之前。

• Hsieh (2008) 曾观察到，在一些情况下，个体量词可
出现在“们”之前：

(15)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我们可以找到更多这类例子：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以上例子进一步说明，数词和量词的出现并不会阻止

了普通名词与“们”的结合。

•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15）、（16）中这些例子中，我
们可以发现里面的数词（如“十几”/“七十多”）
有异于光杆数词（如“十”/“七十”）：有异于光杆数词（如“十”/“七十”）：

• “几”和“多”被称概数词。它们不表达确定的数字，
而是表达相对的、有一个范围的一些数字(Chao 1968: 

578-582; 吕叔湘等 1999: 184-187, 290)

– 例如，“十几”涵盖的数字从11到19；“七十多”涵盖的数
字从71到79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几”和“多”出现的位置不同也决定了它们跟数词
的关系也不同：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概数+量词 +名词]和[概数+量词 +名词-们]有两个区别：

一、前者可出现在存现句中，而后者不能：

(18)



挑战二：个体量词与“们”的共现
• [概数+量词 +名词]和[概数+量词 +名词-们]有两个区别：

二、前者可以蕴含(imply)有其他个体的存在，而后者无
此蕴含含义：

(19)(19)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当我们提供语境时， [ 普通名词+们+数词+量词]是可

以合语法的：

(20)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以上例子也说明了，数词和量词的出现并不会阻止了
普通名词与“们”的结合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其实[名词+们 +数量词]这个短语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

与[数量词+名词] 很不相同：

一、 [名词+们 +数量词]中的“们”不可以省略：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其实[名词+们 +数量词]这个短语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

与[数量词+名词] 很不相同：

二、 [名词+们 +数量词]中可以允许在数量词后出现一个
表人名词，例如”人”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其实[名词+们 +数量词]这个短语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

与[数量词+名词] 很不相同：

三、 [名词+们 +数量词]只能表示定指：



挑战三：普通名词 +“们”+数量词
• 其实[名词+们 +数量词]这个短语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

与[数量词+名词] 很不相同：

四、 Iljic(1994)和Li(1999)都观察到[名词+们 +数量词]中，
数量词对名词的修饰是非限制性的(non-restrictive)

�数量词只是对[名词+们]进行额外的描述,并非对其�数量词只是对[名词+们]进行额外的描述,并非对其
进行限制



挑战四：[名词 +们]可表通指

• 文献上一般认为[名词+们]只有定指含义，不能有通指
含义(generic reading) (Rygaloff 1973; Yorifuji 1976, c.f. 

Iljic 1994: 94)：

• 然而以上两例不能说明[名词+们]不能表通指，而只能
说明：一、 [名词+们]不能做谓语(24a)，二、 [名词+

们]不能表类指(kind reading)(24b)。



挑战四：[名词 +们]可表通指

• 除了表定指(definite)以外,[名词+们]是可出现在通指句
(generic sentences)中，表达通指含义：



第1、2部分小结

1. 我们回顾了对“们”的三个观点

– “们”是复数标记兼集合标记 (Chao 1968, Norman 1988; 

Cheung 2003; Hsieh 2008等).

– “们”仅为集合标记(Iljic 1994等)

– “们”仅为复数标记 (Kurafuji 2004; H. Yang 2005; Jiang 2012; 

Bos�kvoic � and Hsieh 2013等)Bos�kvoic � and Hsieh 2013等)

2. 本文支持第三个观点，即将“们”分析为复数标记

3. 但不赞同把“们”跟限定词D的位置以及定指含义捆
绑在一起的DP分析，也不赞成在句法上把“们”放在
高于数词和量词的位置。



第1、2部分小结

4. 我们看到了四类含“们”短语对DP分析带来的挑战

– [数 + 量群体 + 名+们]: 一群孩子们们们们，四组选手们们们们

– [概数 + 量个体 + 名+们]: 十多个孩子们们们们，几十个姑娘们们们们

– [名 + 们 + 数 + 量个体]: 叫孩子们们们们几个下来吃饭。

– [名 + 们]除了可表定指，还可表通指: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

5. 这些事实说明了：这些事实说明了：这些事实说明了：这些事实说明了：

– 1. “们”在句法位置上应该紧挨名词并低于数量词，

– 2. 定指并非[名+们]短语的内在特征，

– 3. 数词、量词的出现并不阻碍名词与“们”的结合，

– 4.不同含“们”短语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各不相同。



接下来…

• 虽然我不赞同对“们”的DP分析，但我支持Li(1999)将
“们”处理为复数标记的观点。

• 我将“们”处理为伴同复数标记(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并提出一个不含限定词投射的句法分析(a D-marker)，并提出一个不含限定词投射的句法分析(a D-

less analysis) 来分析“们”以及含“们”短语。



3.“们”——伴同复数标记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plural marker)



• 将“们”和其他普通复数标记(additive plural 

marker)，例如英语中的-s/-es，区分开来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们”可以用于专用名词
(proper names) 之后，以表达此专用名词以及
跟其相关相关相关相关的一群人：

• 这一特征是普通复数标志所不具备的：• 这一特征是普通复数标志所不具备的：



• 然而，“们”的这种根据专有名词“组组组组
群群群群”/“相关相关相关相关”的特征(“grouping”/”associative” 

property) 并非是汉语独有的。

• 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语素，例如日语中的-tati

(Moravcsik 2003; Nakanishi and Tomioka 2004), (Moravcsik 2003; Nakanishi and Tomioka 2004), 

孟加拉语中的-ra (Dayal 2012, 2014; Biswas

2014), 匈牙利语中的-ék (Moravcsik 1994, 2003; 

Corbett 2000; Dékány 2011)，以及南非语里的 -

hulle (den Besten 1996)等：



(28)

• 以上各例都是 [专有名词+语素]，整个短语表达“此专
有名词跟与其相关的的人组成的一群人”。



(28)

• 以上专有名词后出现的这些语素通常被称为“伴同复数”
associative plurals (或“群体复数”grouping 
plurals)(Moravcsik 1994, 2003; den Besten 1996; Corbett 2000; 
Nakanishi and Tomioka 2004; Vassilieva 2005; Dékány 2011; 
Dayal 2012; Biswas 2014, 等)



(28)

• 跨语言来看, 伴同复数通常只限于人称代词、专有名词
和表人名词，主要为定指含义(Vassilieva 2005, c.f. 

Biswas 2014。



(28)

• 鉴于“们”的特征(第1、2部分) 以及“们”与（28）

中专有名词后语素的相似性，我建议将“们”也分析
为伴同复数(associative plurals). 



• 对于“们”的句法位置，我建议一个紧挨名词并且
低于量词短语的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associative plural 
projection):

• 以上伴同复数短语的中心语(AssPl) 包含“复数”[+pl]、
“群体”[group], 以及“指人”[human]三个特征。
“们”就是这三个特征的表现。(Dékány 2011 也对匈
牙利语的伴同复数标记-ek采取了类似分析）

• “们”需要黏着在名词上，这可以有两个办法来完成：
a. 可以假设名词移位到伴同复数短语中心语的位置，b. 
或假设名词短语NP移位到伴同复数短语的指示语
(specifier)位置。



• 对于“们”的句法位置，我建议一个紧挨名词并且
低于量词短语的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伴同复数短语(associative plural 
projection):

• 当数词和量词不出现时，[名+们](如“学生们”)就是一
个简单的结构，如(29b)所示。

• “们”就是这三个特征的表现。(Dékány 2011 也对匈
牙利语的伴同复数标记-ek采取了类似分析）

• “们”需要黏着在名词上，这可以有两个办法来完成：
a. 可以假设名词移位到伴同复数短语中心语的位置，b. 
或假设名词短语NP以为到伴同复数短语的指示语
(specifier)位置。



• 以上对“们”的句法位置分析并不是一个独辟蹊

径、独属于汉语的分析；而是也适用于其他语言，
在类型学上可以得到支持的分析。

• 具体来说，Mathieu (2012, 2014), Mathieu & Zareikar

(2015) 以及Kramer (2016) 提出了一个复数类型学(plural 

typology)：

(30)(30)



• 下面这个复数类型学说明世界上不同语言的不同复数
标记在句法上的位置。

• 不同语言可以有多种复数也可以只有其中一种复数 (c.f. 

Kramer 2016: 555). 

(30)(30)



• 跟我们相关的是下面两种复数的位置

– 中间层的复数：Div(dividing plural)：可容纳英语里的普通复数
标记(-s/es)，也可容那汉语里的量词(Borer 2005)

– 最底层的复数：n (lexical plural)：可容纳群体复数(Kramer 2016)

(30)(30)



• 对于汉语来说，(30)中的Div对应的就是(29)中的量词中
心语Cl，(30)中的n对应的就是(29)中的伴同短语中心语
AssPl。

(30)(30)



• 也就是说，根据对“们”的分析，汉语是一个在名词层
面即可实现Div也可实现n的语言。

(30)



(4.对四类含“们”短语的分析和解释)



• 在第1、第2部分，我们看到了，四类含

“们”短语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都各不
相同。

• 由于这些不同，我们没有理由将四种不同• 由于这些不同，我们没有理由将四种不同
短语的句法结构和语义都分析成一样的。

• 下面，我只是简单展示一下，四种含“们”
名词的不同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可以怎样分
析和解释，其中细节已省略。



[数 + 量群体 + 名+们]

(31)

(11)a. (这)一群孩子们

c. 四组选手们



*[数 + 量个体 + 名+们]

(32)

(5) *三个学生们



[概数概数概数概数 + 量个体 + 名+们]

(16) b. 七十多个学生们

(33)



[名 + 们 + 数 + 量个体]

(34)(34)



[名+们]

(35)(35)

• 其定指定指定指定指含义可以通过意义普遍原则来解释(Chierchia 

1998; Dayal 2004)

• 其通指通指通指通指含义由对通指句的分析来解释(Krifka et al 1995）



5. 总结



总结

1. 我们回顾了对“们”的三个观点

2. 本文支持第三个观点，即将“们”分析为复数标记

3. 但不赞同把“们”跟限定词D的位置以及定指含义捆
绑在一起的DP分析，也不赞成在句法上把“们”放在
高于数词和量词的位置。

4. 我们看到了四类含“们”短语对DP分析带来的挑战

5. 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了：说明了：说明了：说明了：

– 1. “们”在句法位置上应该紧挨名词并低于数量词，

– 2. 定指并非[名+们]短语的内在特征，

– 3. 数词、量词的出现并不阻碍名词与“们”的结合，

– 4.不同含“们”短语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各不相同。



总结

6. “们”有异于普通复数标记(如英语的-s/-es)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它可以用于专用名词之后，表达此专用名词以
及跟其相关的一群人。

7. 然而，“们”的这种“组群”/“相关”的特征并非是
汉语独有的。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语素，如日语、孟

加拉语、匈牙利语、南非语。加拉语、匈牙利语、南非语。



总结
8. 鉴于 “们”的特征以及“们”与这些语言的伴同复数

的相似性，我们将“们”也分析为伴同复数(associative 

plurals)，并在句法上提出了一个紧挨名词并且低于量

词短语的伴同复数短语投射。

9. 对 “们”的这个分析并不是一个独辟蹊径、独属于汉
语的分析,它也适用于其他语言，在类型学上可以得到语的分析,它也适用于其他语言，在类型学上可以得到
支持。

10.对四种含“们”名词短语的分析和解释我省略了很多
细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四种短语句法特征和语义特
征都很不同，其句法结构和语义也应不同。

11.这个研究也有不少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为何[名+们]

不能充当谓语：*小王和小李是老师们。

12.今后的研究将对这些遗留下的问题提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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