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 目：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姓

名：柯和造

学

号：0997092

院

系：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专

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导

师：高立群教授

二 O一 二 年 五 月

i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摘

要

本论文遵循简化“都”的语义，并将“都”分布的复杂性归因于限制域的复
杂性的思路，进行了汉语分配计算 (distributive computation) 的理论和习得两方
面的考察。
在理论部分，我们分析了限制域为复数可数名词，单数可数名词，不可数名
词（包括时间名词和空间名词）
，wh 短语以及“每”字短语、“整”字短语等时
分配计算的语义表达。我们的分析发现，语言中存在两个层次的分配计算：原子
和原子的加合层面与原子以下层面。遵循的思路是：
“都”的语义性质是简单的，
其分布的复杂性源于“都”的限制域的多样性。
根据同样的思路，我们预测儿童习得分配计算时，对较为简单的“都”的基
本语义不太会出现问题，而当“都”的限制域情况太过复杂时，儿童的处理就会
出现问题，并与成人的解读产生差异。我们用三个实验测试了当限制域情况复杂
时，儿童对“都”所引进的分配计算的解读。
第一个实验中，
“都”的左边存在两个复数 NP，两个 NP 都有可能成为“都”
的限制域。我们发现儿童无法在两个复数 NP 中作出选择，而成人倾向于选择最
近的一个复数 NP 作为限制域。第二个实验中，在“都”的左边和右边都存在一
个复数 NP，实验结果发现，成人拒绝右边的 NP 成为“都”的限制域，然而儿
童基本接受右边的 NP 成为“都”的限制域的情况。实验三中，“都”的左边是
一个复数 NP，右边是一个 wh 短语。结果发现，儿童选择“都”左边的 NP 和选
择右边的 wh 短语作为限制域的比率差不多。这个结果和实验一的结果彼此印证。
儿童与成人的差别在于成人在面对面测试中，通常认为 wh 短语应该占广域，而
儿童似乎很少认为 wh 短语应该占广域。由于当只有一个复数 NP 可以成为“都”
的限制域时，儿童的反应结果和成人一致，所以以上三个实验的结果共同验证了
我们关于限制域选择影响儿童习得分配计算的假设。

关键词：分配算子；
“都”
；限制域；分配计算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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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ORS OF THE DISTRIBUTIVE OPERATOR
"DOU" IN ADULT AND CHILD MANDARIN
By Hezao Ke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Directed by Professor Liqun Gao

Abstract
The basic assumption throughout this thesis is that semantic analysis of distributive
operator dou should be simple, while the complexit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ou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variety of restrictors of dou.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a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is assumption.

Two levels of distributivity is explored in order to capture distributions over various
restrictors, including plural NPs, mass NPs (which contains temporal and spatial NPs),
wh-phrases, as well as quantified phrases such as Mei-phrase and Zheng-phrase.

Theoretical study draws a prediction that children are possibly competent with simple
distribution which is induced by dou, but give interpretation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dults when the restrictors are complicated. Three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how children and adults interpret distributions with two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the restrictors.

Experiment 1 investigated how children choose proper NPs as the restrictor when
there are two plural NPs to the left side of dou.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hildren were
unable to determine which NP is more proper, while adults were inclined to take the
NP near dou as the restrictor. Moreover, in the condition of experiment 2 that the two
NPs were separated, children were flexible to take the NPs to the right of dou as the
restrictors, while adults did not. The third experiment found that children wer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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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to take either the NPs to dou's left or the wh-phrases to dou's right as the
restrictors. The results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first experiments. Adults,
however, tended to der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resulting from taking the wh-phrases
wide scope comparing to dou-NP. Therefore, the three experiments verified our
assumption that distributions induced by dou are essentially simple, and it is
complicated by complex restrictors.

Keywords: distributive operator; dou; restrictor; acquisition of
distributive computation

iv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目录
第一章 导引 ........................................................................................................................... 1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7
2.1 “都”的句法研究 ........................................................................................................................... 7
2.1.1 “都”是全称量化副词还是浮游量化词：(Cheng, 1995; Chiu, 1993; Lee, 1986)............ 7
2.1.2 “都”是 DistP 的核心词：Lin (1998a) ............................................................................. 21
2.1.3 小结：“都”的句法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 25
2.2 “都”的语义研究 ..................................................................................................................... 25
2.2.1 “都”是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Lee (1986) ................................................................ 26
2.2.2 “都”是加合算子：S. Z. Huang (1996) ........................................................................... 26
2.2.3 Yang (2001) 对数量名词短语和“都”的研究 ................................................................. 31
2.2.4 罗琼鹏 (2009)及 Luo (2011)：“都”是分配算子 (全称量化词+匹配函数) ................... 32
2.2.5 Lin (1998a)：“都”是广义分配算子 (generalized distributive operator) .......................... 34
2.2.6 Xiang (2008)：“都”是最大化算子 (maximality operator) ............................................. 36
2.2.7 潘海华 (2006, 2011)：“都”是一个简单的全称量化算子 ............................................ 37
2.2.8 小结：“都”的语义研究存在的争议以及争议的实质 .................................................. 39
2.2.9 各家所使用重要术语的比较 .............................................................................................. 41
2.3 汉语全称量化习得研究 ............................................................................................................. 44
2.3.1 Lee (1986) 关于汉语儿童对全称量化的理解的研究........................................................ 45
2.3.2 “都”量化 wh 短语：Zhou & Crain (2011)...................................................................... 50
2.3.3 吴蓉蓉 (2011)：儿童对“连……都”结构的理解 .......................................................... 52
2.3.4 小结...................................................................................................................................... 53
2.4 国外关于量化词延伸现象的研究 ............................................................................................. 54
2.4.1 Philip (1995) ......................................................................................................................... 55
2.4.2 Drozd，Musolino & Lely (submitted) .................................................................................. 57

第三章 “都”的分布 ...................................................................................................... 62
3.1 “都”的限制域为 NP ............................................................................................................... 62
3.2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 ...................................................................................................... 62
3.3 “都”的限制域为量化短语 ..................................................................................................... 63
3.3.1 “每”字短语 ...................................................................................................................... 63
3.3.2 “整”字短语 ...................................................................................................................... 66
3.3.3 “都”的限制域为其他量化短语 ...................................................................................... 66
3.4 “都”的限制域为时间 (t) 或者场景 (s) ............................................................................... 66
3.5 “都”的非典型用法(蒋严, 1998; 罗琼鹏, 2009; 潘海华, 2006) ........................................... 67
3.5.1 “都”量化焦点位置的 NP ................................................................................................ 67
3.5.2 “连……都”结构 ............................................................................................................... 67
3.5.3 “都……等级性 NP/VP”................................................................................................... 68
3.5.4 “比 NP+都+AdjP” ................................................................................................................ 68
3.5.5 “V+得+都+VP”(Xiang, 2008) .............................................................................................. 69
v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第四章 “都”的限制域及其理论................................................................................. 70
4.1 本文使用的关于“都”的句法和语义框架 ............................................................................. 70
4.2 “都”的限制域为 NP ............................................................................................................... 73
4.2.1 “都”的限制域为复数可数 NP ........................................................................................ 73
4.2.2 “都”的限制域为单数可数 NP ........................................................................................ 79
4.2.3 “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 NP ............................................................................................ 81
4.3 “都”的限制域为量化名词 ..................................................................................................... 87
4.3.1 “每”字短语和“都” ...................................................................................................... 87
4.3.2 “整”字短语和“都” ...................................................................................................... 98
4.3.3“所有”
、
“大部分”
、“大量”
、“许/很多”
、“三分之一”和“都” ............................ 100
4.4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 ............................................................................................................ 102
4.5 统一的分析 ............................................................................................................................... 103

第五章 “都”的实验研究 .................................................................................................109
5.1 对“都”的基本语义的习得研究 ........................................................................................... 109
5.2 对“都”的限制域有关项目的习得研究 ............................................................................... 111
5.2.1 实验一：
“都”对处于其左边的两个潜在分配对象的选择 .......................................... 111
5.2.2 实验二 “都”对于量化域的选择——当“都”的左边和右边都有 NP 时 ............... 124
5.2.3 实验三：
“都”对 wh 短语与 NP 的量化选择 ................................................................ 132
5.3 三个实验综合讨论 ................................................................................................................... 142

附录 1：实验一成人组材料...........................................................................................150
附录 2：实验一儿童组 A 组实验材料 ......................................................................... 154
附录 3：实验一儿童组 B 组实验材料 ......................................................................... 157
附录 4：实验二成人组测试实验材料 ......................................................................... 159
附录 5：实验二儿童组实验材料 ..................................................................................161
附录 6：实验三实验材料 ...............................................................................................163
附录 7：论文中使用的部分缩写、简称及重要术语列表 ...................................... 165
参考文献 ............................................................................................................................166
致谢 ..................................................................................................................................... 171

vi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第一章 导引

“都”是汉语逻辑算子中研究最为充分的一个。“都”的分布非常复杂，其
语义内容难以界定，而且，“都”的研究涉及句法、语义、习得和句子加工研究
等接口问题。它似乎是个副词，附接 (adjunct) 在其他成分上，又似乎本身就可
以是一个核心词 (head)，拥有自己的最大投射 (maximal projection)。从语义学的
角 度 来 看 ， 它 似 乎 是 一 个 全 称 量 化 词 (universal quantifier) 或 者 分 配 算 子
(distributivity operator)，但有时又很难论证是否具有分配的意义，倒有“已
经”“甚至”的意思 (吕叔湘, 1999)。从形式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确定“都”
的真正语义内容和“都”的语义类型。但是“都”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定论，除了
简单的全称量化词和分配算子以外，还有学者认为“都”是广义分配算子，也有
认为“都”是一个加合算子，或者模态算子 (modal operator)，或者最大化算子
(maximality operator)，或者合取连接词，或者干脆认为“都”一身兼有数种功能。
虽然如此，研究者们还是基本同意它是个算子，因此涉及到句子核心的语义计算
系统。最后，儿童和成人对于量化词的在线处理 (online processing)，以及儿童
什么时候知道“都”的句法语义上限制和功能等习得问题，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
讨论。
理论方面，本论文主要包含两部分，
“都”的理论研究和“都”的实验研究。
两个部分的研究受同一个想法的影响，即“都”所引进的分配计算本身是简单的，
“都”相关的分配计算之所以复杂，是由于其限制域的情况异常复杂的缘故。因
此，我们需要简化“都”本身的语义描写，并系统处理“都”的限制域的情况。
习得中，我们将儿童在分配计算上与成人的差异也归因于儿童处理“都”的限制
域方面和成人存在差异，在对“都”本身的分配语义上，我们认为儿童在很早的
年龄就习得了。
本论文旨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为“都”确定合适的形式语义学定义，并根据
该定义，和一些附加的假设，以解释“都”在汉语普通话中的大部分分布。
我们基于 Lin (1998a)所提出的，认为“都”是一个广义分配算子。然而，由
于 Lin (1998a)没有涉及“都”的更为复杂的分布，因此无法检验广义分配算子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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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解释力之强弱。我们将广义分配算子理论应用于“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名
词、单数名词的情况，修改了和“都”的分配性相关的“每”字短语、“整”字
短语以及“所有”NP 的定义，并同时处理了“都”的非典型用法的语义表达。
我们希望为汉语中的分配算子“都”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性的定义。
在分析上述“都”的限制域与“都”的语义时，我们采用了 Schwarzschild
(1996) 的划分算子 (Part operator) 和 Champollion (2010) 的分层指称 (stratified
reference) 概念。前者，我们用于处理原子层级及原子的加合层级的分配计算，
而后者我们用于处理原子层级以下的分配计算。
划分算子的定义如下所示：

α 是类型为
u ∈ ‖Part

,

的变量，u, v 为 D 中的个体。对于所有的 α ， β 和 u：
α ‖ iff ∀v v ∈ cov ∧ v ⊆ u → v ∈ ‖α‖

上述定义表达式中包含了 Cov 这个变量。Schwarzschild (1996) 认为这个变量是
选择合适覆盖的变量，是由语境赋值的。这可以解决累积解读 (cumulative reading，
也称中间解读，intermediate reading) 的问题。例如：
(1) 男孩们和女孩们都住在一个房间里。
(1) 句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每一个孩子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即如果有
2 个男孩、3 个女孩，那么一共有 5 个房间，每个房间住一个人。第二种解读是“男
孩们住一个房间，女孩们也住一个房间”，那么这时如果有 2 个男孩、3 个女孩，
就只需要 2 个房间。第三种解读即“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第一种
解读文献中一般称为分配解读，第二种解读即中间解读，第三种解读即集合解读。
Schwarzschild (1996) 认为分配解读、中间解读和集合解读都源于划分算子的作
用。集合解读是划分算子将语境中所有的学生划分成一组；中间解读下，划分算
子将语境中所有的学生划分成“男孩们”和“女孩们”两组，然后将“住了一个
房间”分配给这两个组；分配解读下，划分算子将语境中的所有学生的每一个学
生划分为一组，并将“住了一个房间”分配给所有的组。至于在某种情况下，到
底进行哪一种解读，是由 Cov 的取值决定的。
然而，我们发现上述的变量 Cov 只有在谓词为多论元谓词才能发挥作用。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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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词为单论元谓词，例如“睡觉”，“红的”这类谓词，只能取一个原子为论元，
这时 Cov 的值只能是所有原子的覆盖，得到的解读只能是分配解读。
Champollion (2010) 的分层指称概念是为了处理 “都”的限制域为一个原
子或者一个无法数算的整体的语义表达。这时，由于基于原子的传统分配计算理
论无法适用，必须寻找在原子水平以下的分析进行处理。我们认为 Champollion
(2010) 提出的分层指称概念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并避免了最小部分
(minimal parts) 的定义问题。Champollion (2010) 的分成指称的定义如下：

SRf,ε(K)(P)≝ ∀x P x → x ∈∗ λy

∧
ε(K)(f(y))

(谓词 P 具有对于函数 f 和阈限ε K 来说有分层指称，当且仅当存在一种方法将
每一个项目的指称穷尽地切分成部分 (层级，strata)，这些部分都属于 P，并且
只有非常小的 f-值。非常小的 f-值是指满足ε K 的值。)

由于我们所采用的框架是广义量化理论 (Barwise & Cooper, 1981)，因此只吸收
上述表达中的ε(K)(f(y) 的语义，其中ε(K)规定了相对于分配域1K 而确定的分割
标准，f(y)是根据这个分割标准而对分配域 K 的指称进行了切割，得到单位为 y
的部分。例如，如果分配域的指称是[[一张桌子]]，假设分割标准为 1 cm2，那么
切分出来的部分就是 1 cm2 的桌子，即 y 的指称为[[1 cm2 的桌子]]。
正是以上两个变量的引入，我们基本可以处理分配算子“都”的所有分布。当
“都”的分配域为可数复数名词时，“都”的分配对象是原子或者原子的加合；
然而当“都”的分配域为不可数名词或者单数名词时，“都”的分配对象就是其
组成部分。前者中原子如何加合取决于 Cov 的取值，后者中“都”的分配对象
的组成部分的确定是根据ε(K)(f(y) 的取值。
我们进而提出，Cov 和ε(K)(f(y) 这两个变量对应于语言中两个层次的分配计
算。第一个层次的分配计算是在原子及原子以上（例如原子的加合）层面，第二
个层次是在原子以下层面。前者对应于 Cov 这一变量，后者对应于ε(K)(f(y) 这
1

分配域 (distributive domain) ，也叫限制域 (restrictor) ，是分配算子三分结构中的一部分。分配算子的三
分结构包括分配域，分配算子和分配性质 (predicate property) 。例如，“同学们都喜欢李四”中“同学们”
即为分配域，
“喜欢李四”即分配性质。分配算子的作用是将分配性质分配给分配域中的成员。由于我们在
第四章才正式区分全称量化算子和分配算子，所以在那之前，有时我们会使用“量化域 (quantifier domain)”
来指称分配域或者限制域。而且，在综述中我们有时用“全称量化词”或者“全称量化算子”来指称“都”
的语义，这并不表示我们认为“都”是一个全称量化词，而只是为了使我们对原作者观点的陈述更为方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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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分标准。汉语中，“每”字短语和“整”字短语恰好对应于这两个层次的分
配计算。
本论文中所处理的“都”的分布情况侧重其语义表现。“都”的分配域至少
应包括各种名词短语，表示事件的句子2，疑问词短语，量化短语，以及非典型
用法中的“连……都”结构和不同焦点引出的集合。我们将“都”的语义进行压
缩，并对上述分配域中的成分进行统一的处理，然后就可以得出“都”的分配计
算的统一分析了。上述思路所隐含的假设是，分配计算作为语言中核心计算系统
的一部分，其语义必然是简单的。它所涉及的现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与它相互
作用的对象非常复杂。
根据 (Chomsky, 1965) 的看法，一个较为合理的语言学理论应达到三个标准：
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其中，解释充分性的意思是理论要能
解释儿童是如何习得语言的。如果根据上述我们的理论假设，即认为“都”的核
心语义是非常简单的，然而，当分配域的情况变得复杂时，分配算子的分配计算
才显得扑朔迷离。要达到解释充分性，我们应该考证儿童是如何习得“都”的基
本语义和“都”的分配域的语义的。或者进一步说，我们预测儿童可能在习得
“都”的基本语义上没有问题，然而，当“都”的限制域变得复杂时，儿童会在
这些项目上和成人产生了差异。
以上的假设导致了本论文中形式语义学研究方法与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
结合。我们在儿童语言习得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将检验儿童对于“都”的基
本语义的理解，并用三个实验，检验当“都”的限制域有两个可选的 NP (实验一
和实验二)，以及两个可选对象中有一个是疑问短语时，儿童对于“都”的分配
域的选择 (实验三)，以及儿童和成人在这些选择上的差异。
我们的实验结果发现，在三个实验中，儿童与成人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第
五章的讨论部分将解释这些系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
下面，我们列一下本论文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是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形式句法
学框架下对“都”的句法性质及其句法分布的研究。综述这一部分的目的首先是
将我们的语义学研究和句法学研究对应起来，将“都”的研究放在更大的背景上
2

由于表事件的句子处于“都”的分配域时，其表现和可数名词没有差异，故本论文中没有讨论这种情况。
我们对复数名词的分析完全可以直接用于对事件集合的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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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考察“都”的句法分布，而为“都”的性质的确定提
供参考。
第二章的第二部分是综述形式语义学框架下对“都”的研究，文献争论的焦
点是“都”的语义性质到底是什么，以及“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算子或者量
化词。我们还会在这部分综述如何通过确定“都”的语义内容而解释“都”的分
布情况。
第二章的第三部分是综述对“都”以及相关的算子或者量化词的第一语言
习得研究。
第二章的第四部分综述国外对全称量化或者分配算子的习得研究。我们主要
综述了国外对于量化词延伸现象 (quantifier spreading) 的习得研究及其理论解
释。由于对量化词延伸现象的研究表明，儿童可能是因为对量化域进行了和成人
不同的处理，才导致儿童与成人在量化域处理上的系统性差异，这给我们很大的
启发。也许汉语儿童在有关量化域的习得方面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
题的考察将为我们提供验证我们的分配计算理论的一个方法。
论文的第三章将系统性地列出“都”的分布，侧重对“都”的分配域的复杂
性的观察与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应该能够对第三章所列出的“都”的
分布提供合理的解释。
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之一，主要描述和分析“都”的分配计算的理论。
在这章中，我们综合了 Schwarzschild (1996) 与 Champollion (2010) 的研究成果，
对“都”的性质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得出“都”是一个广义的分配算子的结论，
并基于这一结论解释第三章中“都”的分布情况。
第五章中，我们将陈述我们所做的三个第一语言习得实验。这三个实验集中
考察了儿童与成人在分配计算上和成人的系统性差异，并对系统性差异进行了讨
论和分析，认为第四章所提出的理论能够正确预测并解释本章实验结果所显示的
成人与儿童的系统性差异。
第六章将对本论文的主要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引出的进一步的思考进行总
结。
如果读者想快速阅读本论文，下面的章节将有利于您了解本论文的基本思想，
2.2.5 中关于 Lin (1998a) 的介绍，4.2 和 4.3 中关于不同限制域的语义处理，5.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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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察儿童习得“都”的限制域的三个实验。这部分是本论文的核心，我们建议
不要跳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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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都”的句法研究
2.1.1 “都”是全称量化副词还是浮游量化词：(Cheng, 1995; Chiu,
1993; Lee, 1986)
2.1.1.1 Lee (1986)
Lee (1986) 首先对“都”的句法进行了形式化的研究。他从两个角度研究了
“都”以及相关的量化现象3，第一部分从句法的角度，第二部分从习得的角度。
我们这部分先综述他句法方面的研究。
Lee (1986) 在 GB (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Chomsky
(1981, 1982, 1986) 等发展出的理论) 的理论框架下，采用了 May (1977, 1985) 发
展出的量化理论，所以认为量化词“都”要在逻辑式层面 (Logical Form，LF)4 进
行量化词提升 (quantifier raising)5，附接 (adjoin) 在 S’’上。Lee 认为“都”是一
个 Lewis (1975) 意义上的非选择性量化副词 (unselective adverbial quantifier)。
Lee 关于“都”的具体特点的论述包括以下几点：
i. “都”必须左向量化，而且需要量化复数名词 (这点 Lee 采用了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 等的观点)。
(1) a. 张三和李四都去过北京。
b. *张三都睡了。
c. 牛奶都喝完了。
d. *他都看见那些小孩
(1a) 表示张三和李四两个人都有去过北京的经历， (1b) 说明“都”不能量化
3

如第 1 个注释所提及的，我们在第四章区分全称量化和分配计算之前，为了陈述方便起见，暂时将两者
等同看待。实际上，两者的差异很小，区分全称量化和分配计算对“都”的语义内容的描写也影响不大。
例如，分配计算的逻辑表达还需要使用“∀”这一全称量化词，说明分配计算中实际上也蕴含了全称量化。
4
生成语法认为在句法和语义之间的接口是逻辑式层面。这个层面主要负责处理量化词提升，wh 移位等问
题。
5
“量化词提升”指在 LF 层面上，所有的量化词都要提升至句子的 CP 处，以确定量化词短语之间的辖域
关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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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数名词，但 (1c) 说明当不可数名词 (mass noun) 具有部分解读 (partitive
interpretation) 时，是可以被“都”量化的。 (1d) 则说明虽然句子中具有一个复
数名词“那些小孩”，但是由于处于“都”的右边，无法被“都”量化，而在“都”
左边的名词又是单数名词，所以这里“都”没有量化对象，句子不合法。
“都”是一个表示分配量化全称量化词。
ii. “把”字对“都”的量化有阻隔效应 (blocking effect)，而一个介词短语却没
有。正如例 (2) 的对比所显示的：
(2) a. 他把这几个人都推倒了。
b. *他们把这个人都推倒了。
c. 这几个老师跟美国银行都签了合同。
d. 这几天他们在这个屋顶都种了兰花。
(2a) “都”量化“把”字的宾语“这几个人”，但 (2b) 不可接受，因为“都”
不能约束“把”字前的“他们”，而只能约束“这个人”
，但这个人不能满足“都”
约束的复数要求。 (2c) 中，
“都”可以约束“这几个老师”，可见 PP“跟美国银
行”并没有阻隔“都”对它前面的成分的约束。 (2d) 同样显示 PP“在这个屋顶”
无法阻止“都”往前约束，而且这时“都”不仅可以约束“他们”
，还可以约束
“这几天”。
作者认为“都”可以是一个句子层面的副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词组层面的
副词，而“都”只能约束那些在它左边的、被它成分统治 (c-command) 的成分6，
这就是“都-同标原则” (Dou-coindexing，参见 Lee 1986, p. 23)。这里的成分统
治实际上是最大投射统治 (maximal projection command，即 m-command)，也就
是说，只有当一个成分处于“都”所在的最大投射内时，“都”才能约束那个成
分。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把字结构为阻隔“都”约束“把”之前的成分。这是因
为把字结构处于 VP 内，把字结构后的“都”同样处于 VP 内，所以“都”所在
6

本文中使用了 c-command ，m-command 和 Reinhart-c-command 三个概念，其中，m-command 和
Reinhart-c-command 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关于 c-command 和 m-command 的定义，我们采用 Haegaman (1991)
中 p. 132 和 p. 137 的定义。如下所示：
c-command：
节点 A c-command 节点 B 当且仅当
(1) A 不统治 (dominate) B 且 B 不统治 A，并且
(2) 统治 A 的第一个分支节点也统治 B。
其中，C 统治 D 指在句法树形图中，D 是 C 的下位节点。
m-command：
A m-command B 当且仅当 A 不统治 B，且每个统治 A 的最大投射也统治 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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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投射 VP 只能成分统治“把”的宾语，而不能成分统治主语或者话题位置。
而 PP 附接在 S 上，所以“都”这时也附接在 S 上，“都”的最大投射 S 中包含
了介词的宾语以及处于主语位置的名词短语，所以“都”可以约束他们中的任何
一个。
iii. 与上述约束特征相关的是，“都”的约束受子句限制 (clause-bounded)，意思
是“都”只能约束同一个子句中的成分。例如：
(3) a. 他说[这几个老师都离开了]。
b. *他们说[这个老师都离开了]。
c. 他买了[[我们都喜欢]的书]。
d. *他们买了[ [我都喜欢]的书]。
(3a) 中“都”能约束“这几个老师”，因为在同一个子句里， (3b) 中“都”无
法约束“他们”，因为“他们”和“都”不处于同一个子句中。同理， (3c) 中
“都”约束同在一个子句里的“我们”，所以句子合法，但 (3d) 中，
“都”无法
约束不在同一个子句中的“他们”，所以句子不合法。
iv. “都”可以约束的对象包括名词短语 (NP)，同时还可以约束时间副词 (4a) 和
副词所指称的事件 (4b)

(time adverbials 和 adverbials denoting events)，甚至可

以约束在话题位置的句子所表示的事件 (4c) (clausal adverbial in topic position)：
(4) a. 他昨天都在家。
b. 李四吃饭都用刀叉。
c. 张三请客我都掏钱。
上述三种情况下， (4a) 的“昨天”， (4b) 的“李四吃饭”，和 (4c) 的“张三请
客”都可以被“都”约束。也就是说，“都”不仅可以约束名词，也可以约束状
语。
iv.句子层面副词 (sentence adverbs) 和模态词 (modal adverbs) 不能阻隔“都”的
约束，但是修饰动词短语的方式动词 (manner adverb) 可以。例如：
(5) a. 张三和李四基本上都是好老师。
b. 这些学生可能都会游泳。
c. *这几个学生大声地都讲话。
d. 这几个学生都大声地讲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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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和 (5b) 说明副词“基本上”和模态词“可能”并不影响“都”量化它之
前成分，而 (5b) 和 (5c) 的对比说明，修饰 VP“讲话”的方式副词“大声地”
阻止了“都”往前约束“这几个学生”。这个现象如果假设“都”可以是句子层
面的量化副词，也可以是 VP 层面的量化副词，就可以解决。因为，句子层面的
副词和模态词所处的最大投射是 S，但修饰动词词组的副词所处的最大投射是
VP，当“都”处于前者之后时，
“都”是一个句子层面的量化副词，其最大投射
是 S，故“都”可以量化主语位置的复数名词；但当“都”处于修饰动词词组的
副词之后时，
“都”是一个 VP 水平上的副词，处于最大投射 VP 内，根据前面提
到的“都”约束时遵守的同标原则，这些语料就都能给与统一的解释。
总结以上几点，
“都”可以量化语义上是复数的成分，它量化在话题或者论
元位置 (argument position) 的 NP、时间副词、事件变量，它也必须 c-command
在它左边的受它量化的成分。
v. 另外，Lee (1986)的观察还包括“都”可以约束疑问短语 (wh-phrases)，例如：
(6) a. 谁都认识他们。 (反例，那些人都认识张三？)
b. 他们谁都认识。
c. 张三都看见了谁？
(6a) 中谁没有疑问解读，反而有类似全称量化的解读。作者的想法是一个变量
不能被同时两个不同类型的算子的约束 (参见双射原则，Bijection Principle，p. 40)
7

，因此，处于“都”前的疑问词无法同时被疑问算子约束，又被“都”约束。

这时的疑问词没有在 LF 层面上发生移位，而留在主语的位置。 (6b) 中“都”
有两个可能的约束对象，即“他们”和“谁”
，但这时似乎“都”只能约束“谁”
不能约束“他们”，因此，本句话没有疑问解读。作者为解释 wh 短语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被约束的现象，而提出了“都”约束的“跨越限制” (Crossover Constraint
on Dou-coindexing，参加 p. 50)，即认为“都”无法越过一个可被约束的 wh 短语
而约束其他成分。上面两种情况下，wh 短语所处的位置是主语位置或者话题位
置 (是具有[-wh]特征的位置)，因此“都”不具有疑问解读。 (6c) 在北京方言中
是合法的，这是因为“谁”在表层结构 (S-Structure) 中处于宾语位置，但在 LF
层面移位到了 COPM 位置 (是具有[+wh]性质的位置)，而移位至 COMP 位置的
7

这里 Lee (1986) 用双射原则解释了“每个人都有车”中，为什么两个全称量化词可以约束同一个变量的
问题。作者认为“每个人”和“都”都是全称量化词，故类型相同，不违反双射原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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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短语可以被“都”约束，疑问算子约束留在宾语位置的语迹 (trace)，因此只
能有疑问解读。
总之，Lee (1986) 系统地检测了“都”的句法分布，并提出了“都”的基本
性质：
“都”是一个全称量化副词，可以量化处于它左边、被它 c-command 的语
义复数成分。它能约束 wh 词 (包括处于 COMP 位置的[+wh]的情况和处于话题
位置的 [-wh]的情况)，而且约束时受子句限制。
2.1.1.2 Chiu (1993)
Chiu (1993) 从功能投射的角度来探讨“都”的句法的。Chiu (1993) 认为“都”
是一个浮游量化词 (floating quantifier)。和 Lee (1986) 和 Cheng (1991) 的分析不
同的是，Chiu 认为“都”有自己的最大投射 DouP。我们在论述 Chiu (1993) 的
分析之前，先看一下她对 Lee (1986) 的评论。
Chiu (1993) 认为 Lee (1986) 的分析有如下几个不足的地方：
i. Lee (1986) 把“都”分析成副词 (包括句子层面和动词词组层面的副词) 的根
据主要来自“都”只在动词前的位置出现。但是 Chiu (1993) 提出实际上两者的
分布情况不同，例如副词“大概”可以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也可以出现在话
题和主语之间，而“都”不能出现在话题和主语之间 (如下面例 (7) 所示)：
(7) a. 这些书 (大概) 李四 (大概) 没有读过。
b. 这些书 (*都) 李四 (都) 没有读过。
ii. Lee (1986) 的分析排除了“都”可以约束它所在的最大投射之外的成分的能力，
但实际上处于动词词组投射里的“都”可以约束话题中的成分。例如：
(8) 那些书李四没有仔细地都读过。8
(8) 中“仔细地”是一个修饰动词的副词，所以“都”应该是一个 VP 层级的副
词，处于 VP 这个最大投射内。按照 Lee (1986) 的理论，这时“都”无法约束处
于话题位置的“那些书”。但这句话的合法性质疑了这种理论。
iii. Lee (1986) 为“都”的约束设置的 c-command (实际上是 m-command) 条件并
不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例如“都”不可以约束一些在子句主语 (Sentential Subject)，
复杂 CP (Complex CP)，和左向分支岛 (Left-branch Island) 中的成分。这些成分
可以被“都”m-command，但是却无法被“都”约束。例如：
8

Lee (1986) 在讨论这个例句的时候，提出“都”和它的约束对象应该在一个子句中生成。但是，Lee 并没
有对“都”的约束条件进行修正，例如，“都”可以约束一个 NP 在“都”的辖域内留下的语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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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阿 Q 读这些书]都最合适。
b. *[他们认识过的那个人]都来了。
Chiu (1993) 认为“都”与它的约束对象的关系正好相反，即“都”只能约束那
些 m-command“都”的成分。和这一论点相关的是，“都”的约束对象和“都”
生成于同一个最大投射即 DouP 中。
iv. Lee (1986) 的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下面的对立，而且没有提到下面的两
个句子中为什么“都”可以出现在多个地方 (而作者认为“都”移位过的地方都
是它可以出现的地方)：
(10) a. 那些书 (*都) 李四 (都) 没有 (都) 仔细地 (都) 读过。
b. 那些人 (都) 没有 (都) 仔细地 (*都) 读过那本书。
Chiu (1990，1993) 认为“都”是一个量化核心词 (quantifier head)，它有自己的
最大投射 DouP，按照 X-bar 理论，它还会投射出 SPEC 位置和一个补足语位置
(complement position)。Chiu (1993) 认为“都”的量化对象的生成位置在“都”
的补足语位置，后来移出 DouP 并移至“都”的前边。而“都”由于其词汇特征
(类似英语中的附在动词后的词素 (morpheme) )，要前移并入 V 或者 I (flection)
中。
“都”也像一个反身代词，它的约束对象需要 c-command 它才能够被它约束。
Chiu (1993)要解释的现象包括“都”约束主语、宾语、把字句的宾语、被字
句里的主语等情况：
i. “都”的约束对象在主语时，例如“这些学生都读过这本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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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DouP 在表层结构的移位。注：“#”表示“都”可以处于该位置，“*”表
示“都”不可以处于该位置。

如图 1 所示，“这些学生”在深层结构 (D-Structure) 中生成于 DouP 的补足语，
DouP 则生成于 VP2 的 SPEC 位置；在表层结构中，“这些学生”从补足语位置
移出，往前移到[SPEC, NomP]的位置以取得主格。而“都”则顺着核心词往上
移动，分别经过 AgrO，Asp，Neg，AgrS，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位置都是“都”
可以占据的位置 (“都”无法经过核心词“所”的原因是在所字句中，“都”必
须在“所”之后--因为[SPEC, SuoP]的位置由填充词 (expletive) pro 所占据，这个
pro 和宾语的 NP 同指，而“都”无法越过一个这个 pro 约束前面的主语。)。同
时，这个树图也解释了 Chiu (1993) 提出的 Lee (1986) 无法解释的第四个问题，
即为什么下面 (11b) 句是不合法的 ( (11a) 之所以合法下面马上会论述)。
(11) a. 那些书李四没有仔细地都读过。
b. *那些人没有仔细地都读过那本书。
ii. “都”的约束对象原来处于宾语位置的情况。这时，宾语位置的 NP 实际上移
到了是字句的 SPEC 位置，也就是说，总有一个隐含的“是”字在 NP 处。例如：
那些书李四 (都) 仔细地 (都) 读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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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都”的分布位置。

如图 2 所示，由于“都”的 COMP 位置的 pro 移位到 AgrO-P 的 SPEC 位置，是
为了在这个位置得到允准，这导致只有 AspP 和动词之间的部分可以被“都”插
入 (incorporat)。因此，
“都”也只能出现在 AgrO 和 V 两个位置。
iii. “都”约束把字句的宾语的情况。这时“把”可以阻止“都”往前约束，因
此“都”只能约束“把”的宾语。例如：李四把那些人“都”骗了。作者的假设
是“把”的宾语原来生成于“都”的补足语位置，即动词后的宾语位置，然后宾
语移位至“把”的宾语位置以取得格，而“都”则插入动词中，如下图所示：

14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图 3：“把”对“都”约束的阻隔效应。

由于主语“李四”处于把字句的 SPEC 位置，因此，“都”无法再往前移，这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把字句可以阻隔“都”约束“把”前的主语位置的问题。
iv. 被字句中“都”的约束情况。作者解释两种现象，第一，
“都”可以出现在被
之前约束主语，第二“都”在被之后时还是可以约束被前的主语。例如：
(12) a. 这些人被李四都骗了。
b. 这些人都被李四骗了。
下图是 (12a) 的树形图。也就是说 (12a) 中 DouP 首先在动词“骗”的宾语生成，
而处于 DouP 的补足语位置的是一个 pro，这个 pro 被一个空算子 (null operator)
所约束，而这个空算子又和[SPEC, NomP]位置的“这些人”同指。pro 为了得到
允准，需要移位到[SPEC, AgrO]，这使“都”能向前移位而并入动词“骗”。因
为 pro[SPEC, NomP]的“这些人”同指，所以“都”能约束“这些人”。9

9

作者在这个树形图中没有标记“都”可以出现的位置。但按照作者的思路，似乎“都”只能出现在 V 和
AgrO 的前面，但问题是“都”实际上可以出现在“被”之前，如 (12b) 所示的。于是作者不得不对 (12b)
另设一个结构，如我们下面讨论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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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句子 (12a) 的树形图。

对于 (12b) 这种“都”在被之前的句子，作者另设了一个结构，认为 DouP
(这次“都”的补足语是“这些人”) 的生成位置在[SPEC, BeiP]的位置，“这些
人”移位到[SPEC，NomP]的位置，而使“都”能并入某一个处于 BeiP 和 NomP
之间的功能性核心词10。

10

从作者所为 (12a) 所画的树形图可以看出，作者这里没有明确说明这一功能性核心词的具体内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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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作者试图解决 Lee (1986) 所没有涉及到的一个对比，即 (10a-b) 两个例
子所显示的对比，为了方便，我们重写在下面，将编号改为 (13)：
(13) a. 那些书 (*都) 李四 (都) 没有 (都) 仔细地 (都) 读过。
b. 那些人 (都) 没有 (都) 仔细地 (*都) 读过那本书。
Chiu (1993) 认为这两者的差异产生自两句中的“那些书”生成时的位置的差异，
而 (13a) 中，
“那些人”生成于 ShiP 附加语位置 (adjoined position)，在 DouP 的
补足语生成的是一个 pro，pro 移位到 AgrP 的 SPEC 位置，故“都”能出现 AgrP
以内的所有位置，而不能出现在 NomP 的前面 (“李四”处于[SPEC, NomP]的位
置)； (13b) 中“那些书”的生成位置在 DouP 的位置 (DouP 处于动词前)，而
DouP 的位置是[SPEC, VP]，故“都”要往前移，不能出现在动词前边，
“那些人”
移位到 NomP 的 SPEC 位置，但“都”只有在[SPEC, SuoP]位置的 pro 那里被阻
隔无法前移，故“都”可以出现在“没有”“仔细地”等之前。
总之，Chiu (1993) 希望通过“都”和它的约束对象的移位来说明“都”的
类似浮游量化词的分布问题。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可出现的位置为什么如此之复杂，
并说明了为什么“把”可以阻隔“都”往前约束，而“被”无法阻隔“都”往前
约束，而且也自然解释了为什么“都”的约束受子句约束 (clause-bound) 的。然
而，作者的分析并非没有缺点，也许繁复和相当程度的规定性是作者的分析的一
个弱点 (如在对于各个短语的生成位置的确定上作者没有提供证据，另外，对为
什么“都”和它的量化对象需要经过移位之后“都”才能并入其他核心词作者也
没有详细讨论11)。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作者的这种繁复的根源和她对汉语曲折系
统 (inflectional system) 的研究有关。另外一个弱点是，作者的这些分析只涉及
到“都”的约束对象为名词短语的情况，并没有涉及“都”约束时间副词、事件
和 wh-短语的情况，正如 Lee (1986) 和 Cheng (1995) 所涉及的。
2.1.1.3 Cheng (1991, 1995)
Cheng (1995) 指出了 Chiu (1993) 的分析的一些问题，罗列如下：
i. 如果认为当“都”约束主语位置的 NP 时，DouP 的补足语移位至[SPEC, NomP]
位置是为了取得主格，而“都”要并入上一层级的核心词。那么没有理由相信“都”
要进行移位，因为这违反了 Chomsky (1991) 提出的派生的经济性 (Economy of

11

关于规定性的评论，请参看 Lin (199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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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on) 的原则，因为只要“都”能够找到最近的上一级核心词就满足了它
的要求了，它没有必要再往前移位。
ii. 在包含有否定的情况下，Chiu (1993) 对宾语位置受“都”约束的 NP 的分析
产生了错误的预测。Chiu (1993) 认为这种情况下和“都”一起生成的是 pro，pro
移位到[SPEC, AgrO]的位置，所以使“都”能并入的核心词只剩下 V 和 AgrO。
而按 Chiu (1993) 的假设，NegP 的投射应该在 AgrO 之前，所以 Chiu 的预测应
该是在这种情况下，“都”永远在否定的右边，然而这和实际相反，请看下例：
(14) 那些书，李四都没有读过。
iii. Chiu (1993) 没有处理都和 wh 短语的互动关系。
Cheng (1991，1995) 认为“都”具有双重性质 (dual status) 的量化副词 (这
点上和 Lee (1986) 的观点相同，和 Chiu (1993) 所认为的“都”是一个浮游量化
词不同)：“都”既是个全称量化词，也是一个约束词 (binder)；前者约束一个复
数 NP，后者约束 wh 变量。Cheng (1995) 是基于以下的观察：
a. “都”出现在动词前。
b. “都”约束一个在它左边的 NP，这个 NP 需要有复数解读。
c. 一个子句只能有一个“都”。
4. “都”不需要附接在它所量化的 NP 上，但需要和这个 NP 在同一个子句内 (即
子句约束原则，locality constraint)。
5. “把”和“被”能阻隔“都”往前约束，而否定不能。12
Cheng (1995) 的主要观点如下：
i. “都”约束 NP 时，是一个全称量化副词，它可以附接在 X°和 X ’上，如(15)
中的三个例句和图 5 所示的：
(15) a. 他们都骑马骑得很累。
b. 他们骑马都骑得很累。
c. 他们骑马骑得都很累。

12

Cheng (1995) 在对被是否对“都”有阻隔作用的判断和 Chiu (1993) 不同，即 Cheng (1995) 认为“这些
孩子被老师都骂过”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也认为 Cheng 的判断应该更为合理，因为把阻隔“都”往前约束
时，其可接受程度和被字句相当，例如“这些学生把那个老师都骗了一次。”
18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图 5：“都”可附接的句法位置。

ii. 作者认为“都”像英语中的 each 一样，是一个分配算子，需要移位附接到它
所量化的 NP 上 (对 each 的分析见 (Heim, Lasnik, & May, 1991)，两者形成一个
整体 (complex)，这个整体需要在 LF 层面经历量化词提升，正如例 (16) 所示：
(16) 那些学生都来了。
LF：[[那些学生]都 i] j tj ti 来了。
而存在话题化的句子，作者认为话题化在汉语实际上是左移位
(left-dislocation)，它的生成位置有个 pro (是复述代词，resumptive pronoun) 和它
同指。这个 pro 会在 LF 层面附接到最低一层的 AspP 上，而“都”正是约束这
个 pro。下面是一个例子：
(17) a. 那些学生[AspP 我相信[AspP [proi 都 j] [AspP 李四 tj 很喜欢 ti]]]
b. *那些学生 [AspP 我都相信[AspP [proi] [AspP 李四很喜欢 ti]]
(17b) 中，
由于 pro 只能移位至最低一层的 AspP 位置，所以处于上一子句的“都”
无法 m-command 这个 pro，因此句子不合法。
也就是说，作者维持了 Lee (1986) 关于 Dou-同标的原则，并解释了为什么
话题句中仍然应该位置这一原则。下面，作者将进一步用自己的理论解释“把”
和“被”的阻隔效应以及“都”和 wh 短语互动的情况 (“都”对 wh 短语的约
束是 Dou-同标的反例之一)。
iii. 作者认为“把”字短语和“被”字短语和介词短语的地位不同。作者没有给
“把”设置明确的身份，只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格标记 (case marker) 或者是一个
使役动词 (causative verb)。
“把”之所以有阻隔效应是因为 Chomsky (1991) 提出
的派生的经济原则 (Principle of Economy of Derivational) 的影响，这一要求促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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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能约束离他最近的可量化对象。13也因此，“把”对“都”的约束有了
阻隔效应。
作者认为被是一个模态词 (modal，参见 Tsai (1995) )，一方面将受事作为自
己的外论元 (external argument)，而将一个命题 (或一个 CP) 作为自己的补足语。
所以“都”自然不能越过 CP 去约束被的外论元，即主句的主语。这就产生了被
对“都”的约束的阻隔。
作者对 PP 结构的分析又截然不同。作者认为汉语中的介词有两种身份：假
格标记（dummy case marker）和真正的介词 (即和英语中的介词一样，有最大投
射)。请看作者所举的两个例子：
(18) a. 郭靖[NP 对我们]都很好。
b. 他们[PP 对我]都很好。
作者认为在 (18a) 中，
“对”的身份是一个格标记 (case marker)，没有最大投射，
所以可以被“都”量化。而 (18b) 中，“对”是一个真正的介词，有最大投射，
所以“对”的宾语“我”无法被“都”量化，因此，
“都”能量化“他们”。然而
作者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应该将介词看成一个格标记，什么时候应该看成一个真正
的介词。作者提供的一个间接证据是汉语中的介词比较复杂，既有动词的属性又
有介词的属性。我们并没有看出这个说法对于作者的论证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因为如果“对”是一个动词，应该具有最大投射，同样会起阻隔作用才是。
iii. “都”和 wh 短语之间的互动。wh 短语受“都”约束的情况和 NP 大不相同。
这是由于非疑问的 wh 短语本身是变量，没有内在的量化能力，需要一个约束者
(binder) 和允准词 (licenser)。“都”需要在 S-structure 上 m-command 它的 wh 词
才能允准它。如下例中的对比所示：
(19) a. *[AspP 谁 [VP 明天[V' 都来]。
b. [AspP 谁 [Asp' 都 [VP 明天来]。
这是因为 (19a) 中“都”处于 V’ (或者 VP) 的位置，与“谁”不在同一个最大
投射里；而 (19b) 中“谁”和“都”都在同一个最大投射里，即在 AspP 里。同
理，当“都”约束在一个岛 (island) 内的非疑问 wh 词时，也只要满足这一要求
就可以。例如：
13

这个假设导出的直接预测即在有两个可约束对象时，“都”只能约束最近的一个。我们后面的实验将证
实这和事实不符。关于“都”可以约束两个可约束对象的任何一个的论述，请参看 Lee (1986) 。
20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20) 谁吃什么都跟我无关。
作者认为这时“都”附接到句子的主语位置 (按作者对“都”的处理，“都”具
体应该附接在 Asp’上)，这时“都”可以约束两个同类 wh 变量。
复数名词和 wh 词的情况有所不同是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由于复数名词本
身不是变量，“都”需要 m-command 这个复数名词才能和它组成一个整体之后，
之后经历量词提升，留下的语迹就成为变量。而 wh 短语本身就是变量，因此，
不要求 wh 短语和“都”结合后在 LF 层面发生移位。只要“都”移位至整个主
句的主语位置，就可以 c-command 主语中的两个 wh 短语，因此就能成为这些
wh 短语的允准词和约束词。这就是为什么“都”可以约束岛内的 wh 短语，而无
法约束岛内的复数名词。
总之，Cheng (1995) 主要从论证了“都”是一个量化副词，它有两种身份，
在量化普通的复数名词时，“都”是一个量化词；在约束 wh 短语时，它是一个
约束词和极限允准词。这两种身份表现在不同的子句约束 (locality constraint) 上，
前者要求“都”和它所量化的 NP 在同一个子句内 (在同一个 AspP 内)，“都”
移到它所量化的 NP 处与它集合，结合后形成的整体在 LF 层面上发生移位，因
此留下语迹作为变量；后者由于 wh 短语本来是变量，不需要移位，所以“都”
只要移位至能 c-command 这些 wh 短语就能成为约束者和极限允准词，不需要和
wh 短语组合成整体再在 LF 层面上移位。

2.1.2 “都”是 DistP 的核心词：Lin (1998a)
Lin (1998a) 首次将“都”的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结合起来。在语义上，作
者认为“都”是 Schwarzschild (1996) 所提出的广义的分配算子 (Generalized
Distributivity-Operator)；在句法上，作者认为“都”和“都”的分配对象形成分
配短语 (Distributive Phrase)，即 DistP，
“都”是核心词。作者的具体观点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i. Lin (1998a) 解决了一个在 Cheng (1995) 的理论框架下似乎构成反例的现象，
即“都”的约束的歧义现象。按照 Cheng (1995)，“都”在寻找约束对象时遵守
Chomsky (1991) 提出的派生的经济原则，因此当有两个可约束对象时 (例如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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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数名词时)，“都”只能约束最近的一个。14然而这和事实不符，下面是 Lin
(1998a) 引用 Xu (1993) 的一个例子：
(21) 那些书 j[AspP 我们 i[AspP ' 都 ti 看过了 tj]]。
a.“所有那些书都被我们看过了”
b.“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那些书”
Lin (1998a) 采用了动词短语内主语假设 (VP-internal-subject)

(参见 Lin (1998a)

里所列举的文献)，即认为主语原来生成在[SPEC, VP]内，后移位到[SPEC，
IP/AspP]位置。如例 (19) 所示，
“都”的辖域内有两个语迹，这两个语迹类似于
变量，可以被“都”约束。当“都”约束 tj 时，我们得到 (21a) 的解读；而当
“都”约束 ti 时，我们得到的是 (21b) 的解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句子会产
生约束歧义的问题。
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决的类似现象还有：
(22) a. [那些男孩]i 都 j ti 喜欢自己 i 的妈妈。
b. [那三个小孩]i，我都已经把他们 i 送回家了。
c. *我都已经把[那三个小孩]送回家了。
d. 他都不穿 ti 的[那些衣服] i。
e. 钱，我都 (用它) 买了股票。
f. *鱼，我都喜欢吃黄鱼。
上面的例子中， (22a-b) “都”有一个代词被“都”c-command，而代词可以看
做一个变量，而 (22c) 中由于在“都”的辖域内没有变量，所以不合法。相似
的 (22d) 中“那些衣服”是从插入句中移位出来的，所以在“都”的辖域内有
一个语迹作为变量。(22e) 中在“都”后存在一个隐含的变量，因此我们可以用
代词把这个隐含的变量表示出来；而 (22f) 中“都”后没有隐含的变量，所以句
子不合法。
以上的理论同样可以解释 Lee (1986)，Chiu (1993) 和 Cheng (1995) “都”涉
及到的“都”的子句约束 (locality constraint) 的问题。如以下例句所示：
(23) a. *他们说[这个老师都离开了]。
b. [那些书]i，阿 Q 说[李四都读过 ti]。
14

虽然我们赞同 Lin (1998a) 的质疑，然而我们的实验一显示，Cheng (1995)的这个预测在“NP…PP…都”
结构中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在不同结构中，“都”的约束情况各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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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那些书]i，我都听说[他看过 ti]
b. [那些书]i，张三都说[ti 写得不好]。
c. [那三本书]i，妈妈都不准[我买 ti]。
(23a) 在“都”的辖域内没有变量，所以句子不合法， (23b) 相反，
“都”辖域
内有变量，所以句子合法。 (24a) 似乎是一个反例，因为虽然“都”c-command
话题“那些书”留在 VP 内的语迹，但是句子还是不合法 (这是 Lee (1986) 赖以
证明“都”必须和它的约束对象生成在同一个子句的重要依据)。但是， (24b-c)
说明“都”约束应该遵守子句约束的预测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因为虽然 (24b-c)
中，“都”处于主句中，它所约束的语迹处于插入句中，句子仍然合法。至于为
什么 (24a)，Lin (1998a)认为很可能是由于动词选择或者其他原因。
ii. “都”的左向约束原则所能解释和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上一部分
所提出的“都”必须在它的辖域内有一个变量可以供约束的理论所解释。关于左
向约束原则，讨论最多的是普通名词和疑问代词之间的对比：
(25) a. *我都看过那些书。
b. 你都买了什么？
“都”对疑问代词的约束似乎不遵守左向约束原则。但是，按照上一部分作者提
出的理论，这个对比就很好解释。 (25a) 中的“那些书”在 LF 层面上不会发生
移位，所以“都”的辖域内没有变量可以约束，而 (25b) 中的 wh 短语需要在
LF 层面上移位到[SPEC，CP]的位置，因此留下语迹可以被“都”约束。
iii. Lin (1998a) 认为“都”是 DistP 的核心词，并采用 Beghelli and Stowell (1994,
1997) 所提出的功能投射层级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projections)，认为“每个人”
“大部分人”等被“都”量化的成分应该移位至[SPEC，DistP]位置，
“每”字短
语所携带的量化特征 (quantificational feature，有时也有分配特征，distributive
feature) 和“都”进行特征核查 (feature checking)。也就是说，为了使一个 QNP
所携带的特征被核查，这一个 QNP 必须移位至“都”之前。这解释了为什么“都”
的量化对象应该处于“都”的左边。因此，如果“都”的左边没有可量化对象，
句子将会不合法，例如 (26)：
(26) a. *我都看了每一本书。
b. 每一本书我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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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都去过大部分国家。
d. 我大部分国家都去过。
那么一个普通的 NP 如何处理？Lin (1998a) 认为一个定指 NP (definite NP)
可以携带量化特征，也可以不携带量化特征，当携带量化特征时，则需要移位至
“都”前；当不携带量化特征时，则不需要移位至“都”前。
(27) a. *张三都看过那些书。
b. 那些书张三都看过。
(27a) 中，由于“那些书”处于“都”的右边，故其特征无法得到“都”的核
查；而 (27b) 中，
“那些书”的特征能够得到“都”的核查，因为处于“都”的
左边。 (27b) 中“那些书”之所以处于话题的位置，是因为它从 DistP 的 SPEC
位置通过话题化的形式移位到了话题位置。
然而，作者上述的理论也带来一定的问题。首先，如果认为“每个人”“所
有人”“大部分人”等具有强的量化特征，需要和“都”进行特征核查，那么为
什么这些成分处于“都”的右边时，句子仍然可以接受？15例如 (28) 中的例子：
(28) a. 张三看过大部分武侠小说。
b. 语文老师认真批改了每一份作业。
如果这些句子是合法的，那么处于宾语位置的 QNP 所携带的强量化特征将如何
得到核查？16
再者，作者也没有详细论述定指 NP 为什么会带有量化特征。如果没有办法
找到定指 NP 有时可以带量化特征有时不带的证据，那么会使理论流于规定性的
批评。
最后，作者似乎还是无法完全解释 Lee (1986) 和 Cheng (1995) 提及的“都”
的子句约束问题，因为确实存在一些现象明显支持“都”是受子句约束的，恐怕
很难全部归因于其他因素。
“都”约束 wh 的情况尤为明显，
“都”不能约束一个
不在同一个子句的 wh 词，如例 (29) 所示：
(29) a. *张三都知道李四想要什么水果。

15

Lin (1998a) 认为“每个人”
“大部分人”等等 QNP 处于宾语位置是不太能接受的。然而，这点上比较有
争议，我们的语感接受这样的句子。
16
如果坚持处于“都”前的 QNP 带有强量化特征，那么实际上可以和定指 NP 同样处理，即处于宾语位置
的 QNP 没有这一量化特征。罗琼鹏 (2009) 认为“每”字短语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
这两个位置的“每”字短语类型不同，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类型转换。请参见本文后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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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张三知道李四想要什么水果。
例 (29a) 中“都”的辖域内有 wh 词，因此有变量，但是加了“都”后，这个句
子还是不可接受，因为“都”无法约束它左边的“张三”——因为没能满足“都”
的复数要求。而没有“都”的句子是完全合格的。

2.1.3 小结：“都”的句法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首先，对于“都”是否是一个中心词，大家还存在争议。Lee (1986)，Cheng
(1991, 1995)，Zhang (1997) 均认为“都”只是一个副词，没有最大投射。而 Chiu
(1993) 认为“都”有最大投射 DouP，而 Li (1997)，Lin (1998a)和 Wu (1999) 都
以“都”为 DistP 的核心词。
第二，“都”为什么和它的约束对象必须在一个子句中生成，即“都”的约
束为什么要遵守子句约束17。
第三，“都”的左向约束的原因，以及 wh 词为什么可以右向约束。
由于精力有限，我们暂时采用 Lin (1998a)的说法，认为“都”是 DistP 的核
心词，但是我们对 Lin (1998a) 采用的特征核查理论保留意见。第二个问题在本
文中也不多讨论。本文将集中精力讨论“都”的左向量化以及对 wh 短语的右向
约束问题。另外，以往的文献梳理表明，有许多现象还未能进行深入的讨论。例
如“连……都”结构、“都十二点了”等“都”的非常见用法罕见有从句法学角
度的讨论，
“每”字短语、
“大部分+NP”等结构和“都”的共现问题也没有在句
法上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还有，
“都”量化事件的现象也没有人涉及。而这些话
题却恰恰成为语义学热烈讨论的现象。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都”的各种
量化对象进行初步的研究，然后再考察儿童对几项有代表性的现象进行习得研究，
期望借以稍窥“都”量化各种潜在量化对象之一斑。

2.2 “都”的语义研究

17

Lin (1998a) 质疑了这一结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都”和它的量化对象可以分别在主句和子句中，但是
Lin (1998a) 并没有讨论为什么有时候却又必须在同一个子句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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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都”是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Lee (1986)
Lee (1986) 较早得将“都”定性为一个全称量化词 (或分配算子)，将 VP 所
代表的属性分配给主语 NP 所代表的每一个个体。见下面的例子的分析：
(30) a. 张三和玛丽明天结婚。
b. 张三和玛丽都明天结婚。
c. 王刚和李四 (*都) 是同乡。
d. 王刚，李四和赵强 (都) 是同乡。
从上面的例子的对比可以发现，(30a) 可以指明天张三和玛丽两个人结婚，也可
以指张三和玛丽明天都和别人结婚，而 (30b) 只能指张三和玛丽明天都和别人
结婚。这是因为“都”是个分配算子，将明天结婚分别分配给了张三和玛丽两个
人，所以他们两个不可能结婚，而只能和其他人结婚，这样就产生两个事件，而
满足了“都”的复数要求。例 (30c) 不加“都”的句子是合法的，但加了“都”
后就成为不合法的，而 (30d) 则无论加“都”还是不加“都”都是合法的。这
是因为前者的“同乡”要求有两个论元，因此“王刚”和“李四”都成为了“同
乡”的论元，因此只能产生一个集合，无法满足“都”的复数要求。但是 (30d)
中可以产生的子集包括{{王刚，李四}，{王刚，赵强}，{李四，赵强}}，因此满
足“都”分配时的复数要求。
虽然 Lee (1986) 提及“都”能约束的对象非常广，但是，在讨论“都”作为
分配算子时，Lee 基本上只讨论了“都”约束 NP 的情况。所以我们不知道涉及
其他量化对象时，是否还适用分配量化的分析。特别是当“都”量化事件时，由
于量化对象不是原子个体，那么分配量化的说法是否得当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虑。

2.2.2 “都”是加合算子：S. Z. Huang (1996)
S. Z. Huang (1996) 主要从“每”和“都”的互动的问题来讨论“都”的性质
和相关的意义内容。因为探讨“都”的角度和 Lee (1986) 不同，所以作者得出
的结论也和 Lee 不同。S. Z. Huang (1996) 认为，许多问题是把“都”作为分配
算子或者全称量化词的想法所不能解决的，例如，
“都”和对称性谓词 (symmetric
predicate，例如见面，结婚等等有两个论元的谓词) 可以共现就说明了“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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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分配量化词。例如：
(31) a. 他们 (多于三个人) 都很相像/都是同学。
b. *张三和李四都很相像。
(31a) 中，
“都”和“很相像”、“是同学”这种对称性谓词同现，和英语中的典
型分配算子“eac”(每) 不同，因此，S. Z. Huang (1996) 认为“都”不像 Lee (1986)
等主张的那样是一个分配算子。相反，S. Z. Huang 认为和“都”相关的是一个复
数事件，这里的“他们”必须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因为对称性谓词要求两
个论元，所以只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才能形成复数事件。所以，如果只有两个
人时，“张三”和“李四”是“相像”的两个论元，因此整个句子只能形成一个
事件。这就是为什么 (31b) 不合法的原因。也就是说，“都”和复数事件有关，
而不是直接和复数名词有关。
另外，S. Z. Huang (1995, 1996) 认为将“都”作为一个分配算子，无法解释
那些没有明显的分配运算的含有“都”的句子，例如 (32) 所示：
(32) 张三学中文都学了三年了。
这时“都”前的主语是单数指人名词“张三”
，而且“都”似乎不是直接和“张
三”有关系。这个句子里的“都”很难当成一个分配算子。
将“都”处理成全称量化词 (分配算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全称量化词) 会遇到
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都”约束了它左边的 NP，那么为什么有时“都”会和
“每一个”等全称量化词同现呢？这在语义学表示上是不允许的。关于“都”和
“每”引起的双重约束问题另参见袁毓林 (2005))。
作者接着提出“都”是一个加合算子，这个加合算子以它之后的 VP 作为事
件论元，而主语的 NP 所表示的集合和“都”所加合的事件集合之间形成偏序关
系，因此自然有了全称量化的效果。至于分配量化的解读，或产生于有“每”的
斯科林化 (Skolemization) 的要求，或源于“都”所引出的偏序关系 (partial order)
所带来的影响。例如 (33)：
(33) 孩子们都唱了歌。
(33) 中，“孩子们”是主语，应该处于偏序关系的左边；“唱了歌”是谓语，应
该处于偏序关系的右边，即表示为：{(语境设定的)孩子} ≤ {唱歌的人}。左边
的集合{孩子们}应该属于右边的集合{唱了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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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S. Z. Huang (1996) 所关注的主要不是“都”的简单用法，而是关注“都”
和“每”的关系。下面我们从 S. Z. Huang (1996) 对有“每”和没有“每”的两
个含有“都”句子的解释，以及 S. Z. Huang 提供的一些附加的重要证据入手，
系统综述 S. Z. Huang 对“都”的分析。
i. “每”不要求“都”共现的情况。
首先，S. Z. Huang (1996) 认为“每”和英语中的“every”一样，不仅是一
个简单的全称量化词，更是一个带有斯科林化要求的广义量词。S. Z. Huang (1996)
对英语的“every”和汉语的“每”的定义如下：
EVERY (P, f(P)) 真值为 1 当且仅当对每个 P' ⊆ P, P'是 f(P')的一个子集, f(P)是从
P 通过一个完全斯科林函数构造的。
按 S. Z. Huang (1996)，
“每”后不要求“都”出现的情况至少包括以下两种：
1. 每……不定词 (indefinite)；2. 每……反身代词 (reflexive)

18

，例子见 (34)。

(34) a. 每个女孩唱了一首歌
b. 每个候选人谈了谈自己
作者认为这时“每”的辖域中有一个词汇化的变量 (或者是不定词或者是反身代
词)，
“每”取这些变量为论元进行斯科林化，例如 (34a)，“每个女孩”所代表的
集合和“一首歌”之间就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形成一列匹配系列 (paired list)。
上面两句的语义表达如下：
(34’) a. EVERY ({ x | 女孩' (x)}, { y | 唱歌' (y, f (x)) ∧ 歌' (f (x))})
b. EVERY ({ x | 候选人'(x)}, { y | 谈了谈' (y, f(x)) ∧ f(x)= y)})
(34’a) 的意思是，对于每一个女孩来说，都有一首歌和她对应，并且她唱了这
首歌。 (34’b) 的意思是，对于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人和他对应，并且他谈了这
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ii. “每”和“都”共现的情况。
当“每”的辖域内没有变量时，句子中就需要一个“都”。S. Z. Huang (1996)
认为这时都取 VP 为一个事件论元，并进行加合，形成一个事件系列，然后再参
与“每”的斯科林化过程。请看下列对比：
18
实际上，“每”字句中不出现“都”的情况不止这两种，例如“每个小孩得到了什么礼物？”这类例子
同样可以纳入 S. Z. Huang (1996)的框架下进行解释，只是这违反了作者所主张的一个变量只能被一个量化
词约束的原则，因为这时 wh 短语不仅受“每”的约束，也受疑问算子的约束。另外，正如我们在语料部
分所提及的，“每”加上“不是……就是”结构同样可以说，这是“每”的斯科林化无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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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 *每个学生喜欢这本书。
b. 每个学生都喜欢这本书。
在 S. Z. Huang (1996)看来， (35a) 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每”在自己的辖
域内找不到变量，所以无法满足其斯科林化的要求，句子不合法。但当加入“都”
以后，“都”取 VP 所代表的事件为变量，形成一个事件集合，满足了“每”的
斯科林化的要求，因此 (35b) 合法。
我们知道，在英语中并不需要一个“都”的加合算子为“every”提供斯科林
化的事件集合，S. Z. Huang (1996)认为这是因为英语中有时态 (tense)，tense 会
去 VP 表示的事件为论元，以提供给“每”作为斯科林化的对象。但是汉语中没
有时态，故只能使用词汇性成分“都”来完成这一任务。
“都”取谓词所表示的事件为论元形成“Dou PRED”，S. Z. Huang (1996)给
Dou PRED 的定义是：

{ x | dou PRED(x)} = { x | AT(PRED(x, e)) ∧ DOU(e, PRED)}, DOU(e, PRED) 为
真当且仅当 e 是一个和 PRED 的语义一致的最小量事件。

这个定义强调“都”所取的事件论元是一个根据谓词规定的最小量事件 (event of
minimum size)，例如“睡觉”的最小量事件是有一个论元的事件，而“结婚”这
类对称性谓词的最小量事件就是有两个论元的事件。19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前面提到的例 (31) 中 (重新编号为 36)， (36a) 是合法的句子，而 (36b) 不是，
因为 (36a) 中，可以形成复数事件，而 (36b) 中只能形成一个事件，而“都”
作为加合算子要求至少要有两个事件。
(36) a. 他们 (多于三个人) 都很相像/都是同学。
b. *张三和李四都很相像。
作者认为上述关于“都”的解释可以解释在不存在量化词提升的情况下，仍然在
有些情况下存在辖域歧义的原因，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子由 S. Z. Huang (1996)
转引自 Aoun & Li (1989)：
(37) a. 每个人都被一个女人抓走了。

19

这个说法引起了 Xiang (2008) 的质疑，请看后面关于 Xiang (2008) 的分析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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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个人被一个女人抓走了。
(37a) 中有歧义，而 (37b) 中没有歧义。这是因为 (37a) 中，
“都”以 VP 作为
事件论元进行加合运算，为“每”的斯科林化提供了事件变量，故“一个女人”
可以不受“每”的斯科林化的影响，因此可以占广域 (注意，由于 S. Z. Huang (1996)
不承认汉语中存在量化词提升现象，所以不定词“一个女人”占广域不是通过量
化词提升实现的，就如 Lee (1986) 所做的一样，而是受 Heim (1982) 等所提出的
作用于整个句子的存在闭包 (existential closure) 算子所约束)。
至于“每”出现在宾语的情况，正如例 (38) 的情况，作者认为是不可接受
的20：
(38) a. 火疗并不适应每个人。
b. 张老师骂过每个学生。
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句子是可以接受的。假设这些句子可以接受，我们又不接
受量化词提升的观点，那么具有斯科林化要求的“每”字短语处于宾语位置的情
况下，必然没有变量满足它的斯科林化要求，那么作者关于“每”的斯科林化的
分析就要遭到挑战了。
iii. 将“都”分析为加合算子的附加证据。
S. Z. Huang (1996) 为了给“都”的加合算子的分析提供额外的证据，就同时
分析了“都”和“也”
、
“还”、
“又”等加合算子的对应关系，她认为“都”和“也”、
“还”
、“又”等等加合算子在如下语境中可以互换，所以“都”和“也”、“还”
等一样是加合算子：
(39) a. 连张三都/也来了。
b. 甚至张三都/也/还打不过李四。
c. 即使张三都/也/还打不过李四。
d. 无论谁都/也/还打不过李四。
e. 不管谁都/也/还打不过李四。
f. 任凭谁都/也/还打不过李四。
这些例子，特别是“连……都”结构常常是语言学界讨论的焦点 (例如 Paris (1979)，
崔希亮 (1993)，刘丹青和徐烈炯 (1998)，袁毓林 (2004)，邵敬敏 (2008)等)。但
20

Cheng (1995) 也认为这样的句子不合法。但是正如罗琼鹏 (2009) 所指出的，这样的判断很具争议，因
为许多同样类型的句子还是可以接受的。见罗琼鹏 (2009) 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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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时，似乎基本预设了“都”和“也”之间是可以自由互换的关系。实际上，
这些句子中的“都”和“也”是可以同时出现的，例如 (39a) 就可以说成“连
张三也都来了”。其他例句也是一样。这给将“都”和“也”都作为同一个层次
上的加合算子的分析造成困难。

2.2.3 Yang (2001) 对数量名词短语和“都”的研究
Yang (2000, 2001) 的特点是重视了汉语的量词 (classifier) 的作用，这也是
他的理论与 Lin (1998a)的理论的区别所在。Yang 认为因为汉语的光杆名词只能
指类 (kind)，所以类型是 e，无法和数词直接结合，需要使用量词帮助确定单位，
以在其上建立量化的或者数量的表达。Yang 进而认为汉语中的量化词+光杆名词
的内部结构是建立在复数个体的基础上的，因此虽然是广义量化词，但没有内在
的分配能力。所以这些量化名词与“都”兼容。而英语的名词具有内在的分配性，
因此，没有复数个体提供“all”进行量化，所以不需要“all”的出现。下面是作
者对汉语的部分广义量化词的基于组合原则的分析：

[[每' ]] = λP [λQ ∃X ∀x[x∈X↔P(x)] ⋀ Q(X)]]]
[[所有']] = λP λQ [∃X ∀Y[Y⊆X↔P(Y)] ⋀ Q(X)]]]
[[大部分']] = λP λQ [∃Z ∃X[∀Y(Y⊆X↔P(Y)] ⋀ Z⊆X ⋀ Q(Z) ⋀ |Z| > |X|-|Z|]]]
(同 Yabushita 1989, Lin 1998 对“大部分”的分析)。

在对“每”的处理上，Yang (2001) 与 Lin (1998a) 的处理的不同点是，Lin 将“每”
当做一个加合算子，因此等同于一个普通的复数名词。但是，Yang (2001) 认为
“每”是一个普通的广义量化词，其作用类似于全称量化词，而分配量化是由“都”
引进的。
作者也解释了“每”和“所有”的差异：“每”强制要求进行分配解读，而
“所有”可以有分配解读，也可以有集合解读，如下面的例 (40a) 和 (40b) 所
示：
(40) a．每一个人都抬着一个箱子。 (只有分配解读)
b．所有的人都抬着一个箱子。 (有分配解读也有集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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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2001) 认为出现上述的差异是因为“每”需要和一个数量词+光杆名词的结
构组合，而“所有”是和光杆名词组合，因此前者只能有分配解读，后者可以有
两种解读。上述歧义的推导过程如下21：
(40) a’. ∃X [∀x [x∈X↔(R(x, 人) ⋀ OU(x)= 1 ]
⋀∀u [(u ∈ [[cov]] ⋀ [[cov]] ⊆ X)→ ∃v [R(v, 箱子) ⋀ 抬着' (u, v)]]]
(40) b’. ∃X [∀Y [Y⊆X↔R(Y, 人)]
⋀∀u [(u∈[[cov]] ⋀ [[cov]] ⊆ X) → ∃v [R(v, 箱子) ⋀ 抬着' (u, v)]]]
(40b) 中，由于语境不仅可以使“人”的包含个体的人的覆盖突出，因此得到
了分配解读；也能使包含整体集合的覆盖突出，因此能够得到集合解读。而 (40a)
中，语境只有选择使包含所有个体的覆盖突出，因为“每”所量化的对象是一个
经过数量词修饰过的名词。如 (41) 所示， (40a) 只能选择 (41a) 中的覆盖，
(40b) 可以选择 (41a) 的覆盖，也可以选择 (41b) 中的覆盖。
(41) a．Cov- I = { { a } , { b } , { c } }
b．Cov-2 = { { a b c } }
c．Cov-3 = { { a b } , { c } }
语境中[[人']] = { a, b, c }
以上思想区分了“所有”和“每”所带的全称量化与“都”所带的分配量化，孕
育了在汉语语义研究中区分全称量化和分配量化的想法。这个想法在罗琼鹏
(2009) 的论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2.4 罗琼鹏 (2009)及 Luo (2011)：“都”是分配算子 (全称量化词+
匹配函数)
罗琼鹏 (2009) 及 Luo (2011) 沿袭 Lee (1986) 及之后的大部分学者对“都”
的分析，即认为“都”是个分配算子。但是，作者认为应该区分标准的全称量化
和分配算子之间的差别，而分配算子是标准的全称量化加上匹配函数量化
(matching function)。罗琼鹏 (2009) 将“每”和“都”全都分析为分配算子，只
是提出两者的作用存在分工：
“每”只取词汇化个体变量为匹配函数作用的对象，
21

下面的表达式中，包含了两个函数，一个是 R (x，k) ，另一个是 OU (x，y) 。两者来源于 Krafka (1995)，
前者是一个实现关系 (realization relation) ，将一个类 (kind) k 与它的实体 (instantiation) 相联系；而 OU
是“object unit (物体单位) ”的缩写，是一个应用于类而得出计算这个类的实体数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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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都”取事件为匹配函数的作用对象。
下面是作者为“每”和“都”具有的匹配函数的定义：

每：设 A 和 B 是集合，π：BA 是一个匹配函数当且仅当
(a) ∀x ∈ A ∃y ∈ B → π(x) = y (区别条件，distinction condition)
(b) ∀x1, x2 ∈A: x1≤x2 ⇒ π(x1) ≤ π(x2) (顺序维持，order-preserving)
(c) ∀x1, x2 ∈A : x1 ≠ x2 ⇒ π(x1) ≠ π(x2) (一一映射，one-to-one mapping)
(d) Undefined otherwise (否则未定义)

以“每个人分到一个苹果”这个句子为例，
“人”形成了集合 A，
“苹果”形成了
B 集合，
“每”所带来的匹配函数就是将 A 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和 B 集合中的每
一个成员匹配起来，得到的结果是一个人和一个苹果匹配。
当“每”和“都”共现时，或者“每”处于宾语位置时，“每”失去了匹配
函数的功能，并发生了类型转换 (type shifting，关于类型转换规则请参看 Partee
(1987))，22即由原来的<<e,t>, <<e, t>,t>>转变成了<<e,t>, e>。因此，经过类型转
换之后的每+NP 所表示类似一个普通的集合，而不是一个广义量词。
上述分析解决了 S. Z. Huang (1996) 的分析的缺陷，即无法解释“每+NP”在
宾语位置可以自由出现的情况。正如前面关于 S. Z. Huang (1996) 的分析中提到
的，S. Z. Huang 认为“每”字短语出现在宾语位置是不可接受的，而罗琼鹏 (2009)
认为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正如例 (42) 中的所有句子都是可接受的这一
事实所显示的：
(42) a. 有一个人喜欢每个女人。
b. 我们把问卷发给了学校的每个教师。
c. 一个学生看了每本博士论文。
另外，上述分析同时处理了“每”和“都”的共现问题，以及由此给语义类
型组合原则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所造成的困难。23
22

如果只考虑斯科林化的原始含义的话，只有在存在量词出现在全称量词的辖域内的时候才可以进行斯科
林化，因此，当全称量词处于宾语时，其辖域内没有存在量词，所以无法发生斯科林化；至于“每”和“都”
共现，而“每”字短语处于主语位置时，为什么“每”的类型会发生改变而失去斯科林化的功能，则很难
解释。
23
虽然作者没有清楚解释为什么“每”和“都”共现时，“每”会失去分配量化的功能。在“同学们都得
到了一个苹果”中，还是可以认为仍然存在个体与个体的分配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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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着墨颇多的部分，即解释例 (43) 中的一系列句
子时，认为这些句子没有表示“只有”意思。例如， (43a) 表达的不是“我只
上北大网”的意思，而是“每次上网我都会上北大网”的意思。
(43) a. 我都上北大网。
b. 我都买妮子的衣服。
c. 同学们都在学校浴室淋浴
然而，(43c) 是个歧义句，既有“每一个同学都在学校浴室淋浴”的意思，又有
“同学们每次都在学校浴室淋浴”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发现例 (43a-c) 中，
“都”
似乎有“只有”的意思，即分别表示“我上网只上北大网”，
“我买的衣服都是妮
子的衣服”和“同学们淋浴都在学校浴室淋浴”。这个意义上的“都”的用法，
蒋严 (1998) 和潘海华 (2006) 已经提起，可能和语境或者焦点有关。虽然如此，
作者的基本观点仍然成立，即汉语中语境可以为量化词提供量化域的整个内容
(例如 (43a) 这个句子表示“每次上网我都会上北大网”时，
“每次上网”就是由
语境提供的，作者认为这是从“每次上网这个”这个事件集合映射到“上北大网”
这一事件集合，两者形成匹配。

2.2.5 Lin (1998a)：“都”是广义分配算子 (generalized distributive
operator)
正如在句法部分的综述所提及的，据我们所知，Lin (1998a) 是较早将“都”
的句法研究和语义类型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文献。在句法上，Lin (1998a) 主张
“都”所量化的 NP 需要发生移位，以在“都”的辖域内留下语迹，成为“都”
约束的变量。在语义上，Lin (1998a) 认为“都”是个分配算子，但是不是一个
普 通 的 分 配 算 子 ， 而 是 一 个 Schwarzschild (1996) 意 义 上 的 Generalized
D(istributivity)-Operator。
Lin (1998a) 吸收了 Schwarzschild (1996) 关于复数名词的语义内容的研究，
即认为复数名词类似于广义量词 (generalized quantifier)，是名词所表示的集合上
的覆盖 (cover)，表示集合的子集的集合 (空集除外)。对于覆盖的定义如下：

a. C 是一个基于 A 的复数覆盖当且仅当 C 是 A 上的覆盖，并且不存在 C 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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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 A 上合适的覆盖。
b. C 是 A 上的覆盖，如果：
(i) C 是 A 的子集的集合。
(ii) A 的所有成员均属于 C 中的某集合。
(iii) ∅ 不在 C 中。

基 于 以 上 覆 盖 的 定 义 ， Schwarzschild (1996) 给 出 分 配 算 子 的 语 义 内 容
(Schwarzschild 1996, p. 70-71)：

X D(Cov)()iff ∀y [(y cov∧ y ⊆X) y ]

上式中D表示广义分配算子，Cov即表示覆盖变量 (它的值由语境决定)。
Lin (1998a) 认为“都”是一个显性的广义分配算子 (由于英语中的分配解读
不需要一个类似“都”的元素的帮助，所以Schwarzschild 1996认为D是一个有分
配解读的句子中的隐性算子)。作者认为上述理论可以解决谓语是对称性谓词对
将“都”处理成一个分配算子所造成的问题24。见下例：
(44) 那些人都是夫妻。
如果那些人在语境中指{张三，小翠，李四，小青，王五，小红}，那么显然，这
句话的意思不是“张三是夫妻，小翠是夫妻……”，也就是说，严格的分配解读
在这里行不通。但是，如果认为“是夫妻”所分配的对象不是“那些人”中的原
子，而是基于“那些人”所代表的集合的覆盖，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覆盖：
{{张三，小翠}，{李四，小青}，{王五，小红} } (其他覆盖形式，例如有三个论
元的集合{张三，小翠，李四}被基于语境的算子Cov排除了)。然后“都”将“是
夫妻”分配给这一覆盖的所有子集上。
Lin (1998a) 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都”的量化涉及到的语义组合的问
题。例 (45) 的对比显示，“都”无法量化处于宾语位置的复数NP，但是当这一
NP被话题化后，移位到[SPEC, TopicP]位置之后，“都”就可以量化它。
(45) a. *我都读过那些书了。

24

正如我们前面综述 S. Z. Huang (1996) 所提及的，Huang 认为对称性谓词是分配算子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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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那些书j，我i都ti看过tj。
下面是 (45b) 的语义运算 (忽略时体)：
[[读' ]]=λx [λy [ (读' (x))( y)]]: e→ e→ t)
[[读' (tj' )]]= λx [λy [(读' (x))( y)]]](tj' )=λy[(读' (tj' ))( y)]: e→ t)
这时，如果接受动词词组内部主语假设，那么下一步应该是：
[[(读' (tj' ) )(ti' )] ]= λy[(读' (tj' ))( y)]]( ti' )= (读' (tj' ))( ti' )：t
但是，我们知道在广义量词的框架下，“都”的类型是 e→ t)→

e→ t) → t)，也

就是说，“都”应该取 e→ t)类型的成分为论元。但是这里可以作为论元的成分
VP是一个t。因此，Lin (1998a) 假设“都”的词汇特征 (必须约束它辖域内的一
个变量) 决定了它能将t转化成 e→ t)类型。即：
[[都' (((读' )(ti))(tj))]= λz λy [λP [∃X ∀y[*P(X) ∧ y X 读’(y, z)]]]]

小结：以上对“都”的分析基本上局限于解释“都”的典型用法，对于“都”的
非典型用法则很少涉及。下面我们将综述几种对“都”的各种分布试图提供一个
统一的解释的方案。

2.2.6 Xiang (2008)：“都”是最大化算子 (maximality operator)
如上面的小结所说的，一般文献中会区分量化复数NP的“都”和本文在3.5
节中所列举的非典型用法的“都” (又如吕叔湘 (1999)，Chen (2008) )。但Xiang
(2008) 在Giannakidou & Cheng (2006) 的分析的基础上，主张给“都”一个统一
的解释：“都”是一个最大化算子。作者处理的“都”的分布如下有三类：
1. NP + dou，例如：“小朋友们都放学了”。
作者认为“都”是在复数名词NP所形成的集合的覆盖上，选择最大的那个覆盖。
例如集合{张三，李四，王五}上的覆盖是{{张三}，{李四}，{王五}，{张三，李
四}，{张三，王五}，{李四，王五}，{张三，李四，王五}}，“都”作用在这个
覆盖上，选择最大的覆盖，那么应该选择{{张三}，{李四}，{王五}}这个集合。
然后，作者假设这个最大覆盖应该有复数的预设，即“都”所作用的复数名词所
形成的覆盖应该多于一个。这能解释为什么“小朋友们都放学了”只能得到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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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解读，而不能得到广义分配算子所预测的中间解读 (intermediate reading) 和集
合解读 (collective reading)。
2. “连……都”，“都+极性词 (名词和形容词、动词)”，例如：“连张三都买
了电脑了”，“你都已经是教授了”，“女儿都大了”，“张三都放学了”。
作者认为这是在一个等级序列上的元素的集合 (a set of degrees ordered on a scale)
中选择其最大值。例如“连张三都买了电脑了”，作者采用了Rooth (1985) 的说
法，即“连”像“even”一样，可以通过在其后的NP“张三”上标记重音，然
后引出一个有序序列，在这个序列中，“都”选择了极值“张三”。
值得注意的是，Xiang (2008) 还讨论了在表示结果的“得”子句中的“都”。
例如“她气得都疯了”，这个句子中，“都”不太可能是一个分配算子。“疯了”
在这里是有等级的谓词 (gradable predicate)，在句子里面表示生气的程度之高，
是一个极值。因此，这个句子可以纳入“都”是一个最大化算子的分析框架中。
“都”作用于“气得x了”所引出的序列中，选择其最大值，即“疯了”。
3. Giannakidou & Cheng (2006) 所讨论的作为极性词 (polarity items) 的允准语
(licenser) 的“都”。例如：“哪个学生都可以进来”中，“都”和模态词“可
以”共同允准了作为自由选择项 (Free Choice Item，FCL) 的wh短语“哪个学生”。
Giannakidou and Cheng (2006) 认为，这种情况下，“都”实际上量化了一个说
话者脑中的量化域 (intentional domain)，在例句“哪个学生都可以进来”中，这
一量化域是语境中的所有学生。因此，“都”似乎作用在了一个语境选择的量化
域，从而获取穷尽解读或者最大化解读。因此，Giannakidou and Cheng (2006) 认
为这种情况下，“都”是一个最大化算子。

2.2.7 潘海华 (2006, 2011)：“都”是一个简单的全称量化算子
蒋严 (1998) 认为我们在“都”的分布中所列举的“都”的典型和非典型用
法都是同一个意义。蒋严 (1998) 认为“都”的语义包含概念编码信息和程序编
码信息两个部分。概念编码信息是其逻辑语义内容，这一内容可能是全称量化、
分配量化等等，而程序编码信息则综合了句法和语用的一些因素。当“都”的左
边无法找到可量化对象时，概念编码信息相应的逻辑式不合法，因此程序编码信
息要求“都”寻找可用的预设。如果有多个可用的预测，则通过语用推理结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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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决定。
潘海华 (2006) 在蒋严 (1998) 的基础上，也认为“都”只有一个意义，即
“都”是一个全称量化算子。不同于蒋严 (1998) 的是，潘海华认为可以不用引
入语用概念，而用形式语义学会话表征理论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DRT) 中的三分结构就可以将蒋严用预设所表达的内容表示出来。作者处理的现
象如下：
1. 这些书他都看过了。表示成：Dou [x  [| 这些书 |] ] [他看过了 x]
2. 每天小王都得去上班。表示成：Dou [ t  [| 每天 |] [小王得去上班 in t]
3. 他都写的小说。表示成：Dou [他写的 x] [x = 小说]
4. 他都喜欢吃什么？表示成：Dou [他喜欢吃 x] [ x = 什么] (Dou x [他喜欢吃 x]
[Qy [x = y ∧ thing(y)] )
5. 我都通知他们了。Dou [ x  [| T, antecedent of 他们 |] ] [我通知 x 了]
6. 李四吃什么都跟我无关。表示成：Dou [P=(x[李四吃 x ∧ 东西(x)])] [P 跟我
无关]
7. 他连电脑都买了。表示成：Dou [x  ALT(电脑) ] [他买了 x]
8. 都十二点半了==连十二点半都过了。表示成：Dou [t  ALT(十二点半) ] [t 过
了]

但是，在潘海华 (2011) 对“都”的分类提出了建议，认为分类应该遵守以
下的两个规则：
P1：如果“都”左边直接存在可以充当量化域的短语，或者可以由焦点、语境等
推导出“都”的量化域，就把它映射到限定部分，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核
心部分；
P2：如果句子中含有一个对比焦点成分，就把它映射到核心部分，同时把句子的
其余部分映射到限定部分。
并规定，以上规则使用的优先顺序为：P1→P2。
按上述规则，可以导出两个分类标准，即：A. “都”的量化域是否由“都”
左边的成分提供？即是否左向量化；B. “都”的量化域中的成员是否存在等级
差别。首先按照 B 标准分出“都”1 和“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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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1：[-等级差别]，例子：“大伙儿都同意”，“他没吃别的，都吃的馒头”。
都 2：[+等级差别]，例子：“他连电脑都买了，别说磁碟了”，“都十二点了”
。
再按照分类标准 A 分出都 1 和都 2 中的子类：
都 1a：[+左向量化]，例子：“大伙儿都同意”。
都 1b：[‐左向量化]，例子：“他都吃的馒头”。
都 2a：[+左向量化]，例子：“他连电脑都买了”。
都 2b：[‐左向量化]，例子：“都十二点了”。
也就是说，根据上述的分类，潘海华 (2006) 对“都十二点了”的分析要修改。
修改结果和都 1b 的分析类似，都有排他性。潘海华 (2011) 对“都”的 2a 和 2b
类句子的描写如下：
2a：他连房子都买了，Dou [xALT(房子)][他买了 x]
2b：他都买了房子了，Dou [他 P 了][P=买了房子]
上述修正使潘海华 (2011) 统一了左向量化和右向量化的分析方式，但是还存在
一定问题，例如：
1. 在潘海华 (2006) 对都 2b 类的分析 (见本文列出的潘海华 (2006) 对 8 类句子
的处理中的第 8 类)，虽然统一按照 P1 规则进行了处理，然而，同时也抓不住“都
十二点了”中所蕴含的等级差别了。将都 1b 和都 2b 按照相似的方法分析，而实
际上都 1b 没有等级差别，都 2b 有等级差别，因此必然导致其中一方无法照顾到。
潘海华 (2006) 正式抓住了都 2b 蕴含了等级差别，才转化成“连……都”结构
进行分析的。
2. 潘海华 (2006) 和 (2011) 都没有论述当“都”的左边有一个复数名词，都的
右边有 wh 短语时，该是先遵守 P1 规则，还是先遵守 P2 规则。但是，结合潘海
华 (2006)，并按照潘海华 (2011) 所提出的规则来看，“小动物们都吃了什么水
果？”应该既适用于 P1 规则，又适用于 P2 规则，那么结果应该是 P1 规则优先。
也就是说，这个句子中，
“都”只能量化“小动物们”。我们的实验结果将会表明，
“都”也可以量化 wh 短语。

2.2.8 小结：“都”的语义研究存在的争议以及争议的实质
上面关于“都”的语义方面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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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还是一个分配算子，抑或是一个加合算子？
2. “都”和“每”、“大部分”的共现问题如何处理。
3. “都”后的动词短语是对称性谓词时对“都”的分析提出的挑战该如何处理。
4. “都”的非常见用法中的“都”和常见用法中的“都”是一个吗？如果是一
个，那么该怎样进行统一的处理。
对于以上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但是很少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
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在于：
作为考察模型的结构的差异导致了结论的差异。各家分析的差异产生于对
“都”的限制域内容的考察的侧重点的差异。例如 S. Z. Huang (1996) 和罗琼鹏
(2009) 是从“都”和“每”的共现问题入手，所以更有可能将斯科林化或者匹
配函数引入分析，但由于前者更强调“每”和“都”共现的情况，所以主张“都”
是一个加合算子，以配合斯科林化；但后者也强调“都”量化 NP 的情况，称这
种情况下“都”应该是个全称量化词或者分配算子，所以反过来看“每”和“都”
共现的情况，认为“每”在有“都”的情况下发生了类型转化。但是，像 Lee (1986)
和 Cheng (1995) 关注点主要在“都”约束处于主语位置的 NP 上，故得出“都”
是一个分配算子的结论。Xiang (2008) 和 Zhang (1997, 2008) 侧重处于“都”的
限制域的 NP 的复杂性，即既有典型的复数名词，又有不可数名词和单数名词，
所以 Zhang (2008) 得出“都”是一个穷尽性算子 (exhaustivity operator)，作用对
象是具有[+measurable]特征的性质或者事件。而且“连……都”结构引出的序列
中，
“都”和极值的关系在 Xiang (2008) 中也得到了重视，因此 Xiang 才得出“都”
是一个最大值算子 (maximality operator) 的结论。
Lin (1998a)和 Yang (2001) 对 NP 的语义内容进行了考察，特别是 Yang (2001)，
经过对 Num+CL+NP 这一较为完整的结构的语义内容的考察，得出了“都”仍
然是一个分配算子，但是这个分配算子不应该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分配算子，因为
它不仅将谓词所代表的性质或事件分配主语所代表的个体而已。对复数名词的研
究表明 (基于 Schwarzschild (1996) 的复数名词的研究)，“都”分配的是性质或
事件构成的集合的覆盖，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覆盖则是由语境决定的。
为了加深对各个理论之间的差异的理解，解读其关键术语背后的实质性差异
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打算厘清一下全称量化算子和分配算子的区别，以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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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算子、最大化算子广义分配算子的差异，以明确我们认为“都”是一个广义分
配算子的原因。

2.2.9 各家所使用重要术语的比较
2.2.9.1 全称量化算子和分配算子
全称量化算子是大家所最为熟知的量化算子，而分配算子则较少听过。我们
知道，数学和逻辑学对全称量化的描写即∀x.F(x)，∀是全称量化词，x 是全称量
化词所量化的变量。语义学通常将语言中的不定指名词对应于变量，而将“全”、
“所有”表述“全部”概念的词对应于全称量化词。分配计算大致源于代数学，
例如当一个数乘以两个数之和时，就可以进行分配计算。请看下面的例子：
(46) (4 + 6) × 5 = (4 × 5) + (6 × 5)
(47) (a + b) × c = (a × c) + (b × c)
(46) 和 (47) 等式左边通过一般的计算方法和等式右边通过分配计算所得到的
结果相同。语言中的分配计算也类似，即将一个性质分配给一个复数指称，结果
是复数指称中的所有成员均具有这一性质。因此，全称量化是基于对变量的量化，
而分配计算是基于对指称的运算。
Lee (1986) 和潘海华 (2006，2011) 都认为“都”是一个全称量化算子， Lin
(1998a)，Yang (2001) 以及 Zhang (1997)，Wu (1999) 都认为“都”是一个分配
算子，而 Cheng (1995) 认为“都”有时是全称量化词，有时是分配算子。但实
际上，我们发现许多作者并不区分全称量化和分配计算。那么“都”到底是全称
量化词，还是一个分配算子？
Lin (1996, 第三章) 认为如果认为“都”是一个全称量化算子，又采用 Kamp
(1981) 和 Heim (1982) 的观点，认为无定名词短语 (indefinite NP) 引进一个变量，
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下面的句子不合语法：
(48) *一个二次方程式都有两个解。
而下面的句子又合语法：
(49) 一个二次方程式总是/通常有两个解。
由于“总是”是 Lewis (1975) 意义上的全称量化词，所以，才有可能量化句子
由“一次方程”所引进的变量。因为例 (49) 中，“通常”如果约束的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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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解读是“某一个二次方程有时有一个解，有时有两个解”，这不是句子的
意思。句子的意思接近于“有些二次方程有两个解，有些二次方程不是有两个解，
前者的情况比后者的情况常见”。Lewis (1975) 认为这种解读来源于“通常”约
束“一个二次方程”所指称的变量。然而，“都”却不是 Lewis (1975) 意义上的
全称量化算子，所以无法量化“一个二次方程式”所引进的变量，自然例 (编号)
就不合法了。但是，如果认为“都”是一个分配算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于
“都”是一个分配算子，它将“有两个解”这个性质分配给“一个二次方程”所
指称的内容，但是由于“都”需要将一个特征分配给一个复数的指称，因此“一
个二次方程式都有两个解”是不合法的。
然而，“都”作为分配算子是否有全称能力 (universal force) 或者具有穷尽
性 (exhaustivity)？我们认为是有的。作为对照，我们发现数学的分配计算也有全
称能力或者穷尽性，例如， (50) 中，分配域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与分配，而
不能有遗漏的。因此，我们认为自然语言中类似的分配计算也带有全称能力或具
有穷尽性要求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分配量化本身带有全称能力，这个
全称能力在逻辑学上就用“∀”表示。
(50) (a + b + c)×d = (a×d) + (b×d) + (c×d)
2.2.9.2 最大化算子和广义分配算子
Xiang (2008) 提出了最大化算子的说法。她认为“都”的作用是作用于一个
复数的集合，而得到最大的覆盖。实际上，这个操作和 Lin (1998a) 的广义分配
算子的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Lin (1998a) 的广义分配算子是作用于一个基于某
集合上的覆盖的。也就是说，广义量化算子所处理的是所有的可能覆盖，而最大
化算子处理的是最大的那个覆盖。我们后面要提起 Schwarzschild (1996) 提出广
义分配算子的初衷，正是为了使用非最大覆盖来处理中间分配 (intermediate
reading，指谓词所代表的特征分配给了原子的加合，而非原子，同时又不是最大
的加合，因此它是严格的对原子的分配 (strict distributivity)，也不是集合解读
(collective reading) ) 的情况。也就是说，最大化算子的处理首先无法处理中间解
读的情况。第二，恐怕对广义分配算子所擅长的对有两个论元的集合的分配也是
无能为力。例如“他们都是朋友”这样的句子，Lin (1998a) 基于双论元的集合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最大化算子的想法，至少在现在看来，恐怕较难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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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 Link (1983) 关于复数名词和分配量化的观点的话，我们得到
了最大化的覆盖，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得到严格的分配解读。然而，有许多谓词是
可以和集合解读兼容的。例如，罗琼鹏 (2009) 所举的例子，“他们都抬着钢琴
上楼”，其中“抬”这个动词，正如 Link (1983) 和 Landman (1989a, 1989b) 所说
的，是一个有集合解读或者分组解读 (group reading) 的谓词。也就是说，
“他们
都抬着钢琴上楼”中，可以不是每个人都抬着一架钢琴，
那么最大化算子的优势在哪里呢？最大化的优势在于能处理“都”的非常见
用法，特别是连……都结构，都 VP/NP 结果。这是因为这些结构涉及到最大量
的概念。然而，实际上，Xiang (2008) 是将两类的“最大”中的相同点用集合论
的方法表达了出来。
Xiang (2008) 所处理的第一类最大量的概念即没有等级差别的量化对象。
“都”量化一个普通的 NP 时，带了一种最大化的量化能力。例如，当我们说“小
狗坐在椅子上”时，如果语境中的两只小狗坐在椅子上，另外一只没有，我们也
可以判断这个句子为对。但是当我们说“小狗都坐在椅子上”时，这个句子一定
要被判断为错。25所以，Xiang (2008) 的分析抓住了我们认为“都”表示它所量
化的对象要所有的都参与的要求。
另外，Xiang (2008) 也可以处理另外一类有等级差别的量化对象。例如，
“连……都”结构，或者“都+VP”结构，就是潘海华 (2011) 的都 2 类，这些
都蕴含了最大量的概念。然而，这个“最大量”和前面的“最大量”有实质性的
区别。前面所谓的最大量实质上是包含了某个集合的所有个体的集合。现在的最
大量是指在一个有序序列中，所排的位置最高的量。举个例子，“张三都三十岁
了”，我们推测 Xiang (2008) 的最大量概念即“三十岁”
，
“都”的作用是选择“三
十岁”所在的焦点所引出的一个序列的极值。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最大化算子的提法敏感地抓住了没有等级差别的量
化对象和有等级差别的量化对象两种情况下的相似之处。然而，正如前面所述，
最大化算子无法解释中间解读和集合解读。另外，Xiang (2008) 没有谈及更为复
杂的，以量化名词短语 (quantified noun phrase，QNP) 为“都”的量化对象的情

25

这个对比在我们的实验中涉及到，详情请参看我们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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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例如：
(51) a. 大部分小偷都经过训练。
b. 几乎所有的澳洲人都喜欢游泳。
像上述这两个句子，我们推测最大化算子很难处理，因为无法确定最大量是多少。
Lin (1998a) 和 Yang (2001) 对“大部分”的语义学定义为：
Most : λP λQ [∃Z ∃X [∀Y [Y⊆X↔P(Y)] ⋀ Z⊆X ⋀ Q(Z) ⋀ |Z| > |X|-|Z|]]]]
因此，“大部分”的语义内涵只包含大于某个阈限的最小值，而不含最大值。那
么“都”就无法基于复数名词的覆盖形成最大的集合了。但是广义分配算子的理
论能够避免这一问题。
2.2.9.3 加合算子和广义分配算子
加合算子的想法和广义量化算子的想法表面上差异很大，实质上两者很有关
系。加合算子以偏序 (partial order) 这一概念来解释全称量化能力，即处于“都”
左边的 NP 或者 QNP 是处于偏序关系的左边，而“都”右边的事件由“都”进
行加合形成一个复数事件。左边所代表的集合应属于或者等于右边所代表的集合。
当然，由于加合算子是建立在对“每”的分析上的，所以它比较成功地处理
了关于“每”和“都”的共现问题。由于我们在前面的综述中已经详细地讨论过，
这里不再赘言。
但是，加合算子理论似乎无法解决中间量化的情况。按照 S. Z. Huang (1996)
的“Dou PRED 假设” (Hypothesis on 'Dou PRED'，HDP)，“都”所加合的事件
必须是最小事件，即其参与者必须是最小的参与者。例如，“他们都是朋友”这
个句子中，最小参与者是两个论元；“公主们很孤独”中“很孤独”的最小事件
只需要包含一个论元。然而，像“抬一架钢琴”这种可以是多个人一起抬，也可
以是一个人抬的事件，按照 HDP，只能表示一个人抬着一架钢琴。因此，中间
解读和集合解读都无法通过加合算子及其相关程序导出。

2.3 汉语全称量化习得研究
在心理学文献中，儿童对量化词的理解通常被视为一种评估儿童的逻辑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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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而得到研究。26 (Lidz & Musolino, 2002)
正如 Musolino & Lidz (2002)所指出的那样，儿童对量化词的理解可以测试儿
童的逻辑能力，因此向来为心理学研究者所注意。然而，量化词作为语言中较为
核心的计算系统的成员，对其研究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语言的计算系统
的性质。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儿童对量化词的理解，将帮助人类理解自身如
何获得并建立语言的核心运算机制，因此能开拓我们对自身语言的中枢机制的了
解。

2.3.1 Lee (1986) 关于汉语儿童对全称量化的理解的研究
Lee (1986) 主要关注儿童对汉语的量化词辖域歧义的习得的研究。他的实验
是根据于他的理论研究。他对汉语中量化结构的辖域歧义的研究发现，汉语的辖
域关系解读遵循辖域解读普遍条件 (General Condition for Scope Interpretation，参
见 p. 188)：
有两个 QNPs α 和 β
(i) 如果 α 不对称 g-command β, α 相对于 β 占广域
(ii) 如果 α 和 β 互相 g-command，那么仅当 α 处于 β 前时，α 才能相对于β 占广域。
其中第二条原则只是一条必要条件，需要一条附加条件进行补充：
附加条件：LF 层面上，α的算子必须 Reinhart-c-command β 的算子。
其中，g-command 的定义如下：
α g-command β 当 且 仅 当 任 何 一 者 不 统 治 (dominate) 另 外 一 者 ， 并 且 管 辖
(govern) α 的节点统治 neither dominates the other and the node representing the
governing category of α dominates β。
Reinhart-c-command 即指 m-command。
Lee (1986) 以及 Lee (1986) 之后的研究，对儿童语言中的辖域解读问题进行
了多方面深入的研究。我们现在只看 Lee 的研究中和我们相关的部分，特别是和
“都”有关的部分。
Lee (1986) 用句图匹配的方法来测试汉语儿童对“都”的理解，共有两个测
26
英文原文：In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quantifiers has traditionally been
examined as a means of assessing their logic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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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句 (第二个测试句相应的图片如图 6 所示)。Lee (1986) 发现有 58%的三岁儿
童 (11 个) 能够选对和这两个测试句匹配的图画，另外有 26%的儿童 (5 个) 只
对了其中一个，还有 16% (3 个) 两个都没有做对。也就是说，这时儿童持续地
准确理解“都”的全称量化还是有很大困难，直到四岁时，儿童两个测试句全对
的比例才达到 90%以上，说明这时儿童基本习得了“都”的含义。
任务：图画辨认法 (picture identification)。
测试句：1. 小狗都坐下来了。
2. 熊猫都睡觉了。

图 6：Lee (1986) 中测试儿童对“光杆名词+都”理解的图片，相应的测试句为
“熊猫都睡觉了”。

表 1：Lee (1986) 关于儿童习得“光杆名词+都”结构的实验结果
年龄

两个测试句全 其中一个对的 两个全错的被 总数
对的被试数量

被试数量

试数量

3

11 (58%)

5 (26%)

3 (16%)

19

4

20 (91%)

1 (4.5%)

1 (4.5%)

22

5

20 (100%)

0

0

20

另 外 ， Lee (1986) 也 用 动 作 演 示 方 法 (act-out method) 来 测 汉 语 儿 童 对
“每……都”的解读，这个任务要求被试将一个动作作用于所有的玩具。结果发
现，只有 60%的 3 岁儿童对两个测试句的反应全对，另外 40%的儿童对两个测
试句的反应都不对。而 4 岁及以上儿童对两个测试句的反应都是 100%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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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动作演示方法。
测试句：1. 每颗糖都拿出来。
2. 每个弹球都拿出来。

表 2：Lee (1986) 关于儿童习得“每……都”结构的实验结果
年龄

两个测试句全 其中一个对的 两个全错的被 总数
对的被试数量

被试数量

试数量

3

12 (60%)

0

8 (40%)

29

4

22 (100%)

0

0

22

5

20 (100%)

0

0

20

这个实验的测试结果和前面的“都”的实验类似，即 3 岁的儿童还是无法完全掌
握“每……都”结构中所蕴含的全称量化解读，而 4 岁儿童基本上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Lee (1986) 对前面两个实验的实验数据做了交互作
用检验，发现两个实验的习得情况一致。加了“每”之后儿童对全称量化的理解
的正确率并没有得到改善，故 Lee (1986) 推测，全称量化可能只由“都”承担。
而且，第二个实验中，8 个产生错误理解的 3 岁被试中，有 5 个只拿出了一个玩
具。这也说明他们对“每”的语义不理解。
Lee (1986) 的第三个相关实验是考查儿童对“每……一”结构的理解。通过
这个实验发现，儿童和成人在“每……一”结构的辖域解读上有很大的差别，80%
的成人采用了“每个人”占广域的解读，而儿童直到 8 岁，还没有稳定的范式，
大部分时间里，还是采用“每个人”占窄域，
“一个蛋糕”占广域的解读。下面
是测试句以及实验结果信息：
任务：图画辨认法。
测试句：1. 每个小朋友都在吃一个蛋糕。
2. 每个小朋友都在喝一杯水。
图 7：Lee (1986) 中测试儿童对“每……一”的理
解的图片，相应的测试句为“每个小朋友都在吃一
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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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Lee (1986) 关于儿童习得“每……一”结构图画辨认实验结果*
年龄 两 个 句 子 都 其 中 一 个 句 两 个 句 子 都 至少有一个不 总数
占 广 域 的 被 子 占 广 域 的 占 窄 域 的 被 是辖域解读的
试

被试

试

被试

3

4 (21%)

9 (47%)

1 (5%)

5 (26%)

19

4

2 (9%)

10 (45%)

9 (41%)

1 (6%)

22

5

3 (15%)

3 (15%)

14 (70%)

0

20

6

3 (12.5%)

9 (38%)

12 (50%)

0

24

7

8 (35%)

3 (13%)

12 (52%)

0

23

8

3 (23%)

6 (46%)

4 (31%)

0

13

4 (20%)

0

0

20

成人 16 (80%)

*注：“占广域”指“每”字短语相对于不定指名词短语占广域的情况。

根据 S. Z. Huang (1996) 关于“每……都……一”的句子的分析，这种句子
在语境允许的情况下是歧义句，也就是说，后面的不定指名词短语 (indefinite NP)
有可能占广域，有可能占窄域。也就是说，Lee (1986) 这个实验任务中，由于“都”
的干扰，并不能知道到底儿童对“每”字短语相对于不定指名词短语的辖域歧义
的理解情况怎样。虽然如此，从成人的反应看来，在实验所提供的情景下，似乎
“每”字短语更有可能占广域。但儿童直到 8 岁还在辖域解读上很不稳定，说明
了儿童可能认为不定指名词短语可以占广域也可以占窄域，比成人更为自由 (由
于可能语境对不定指名词短语是否倾向于占广域有很明显的影响，所以并不排除
儿童对语用情况不敏感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儿童始终没有习得“每”的分配
性，而将之与“所有”等同，即理解成“所有小朋友都在吃一个蛋糕”，这时，
“一个蛋糕”明显应该占广域。
但 Lee (1986) 对上述结构中宾语占广域的情况是这样理解的：宾语占广域
的情况实际上是宾语占窄域的情况的特殊情况。即当图 7 中，“每”个小朋友吃
的蛋糕刚好一致时，就相当于宾语占广域的解读。
Lee (1986) 又做了一个相应的动作演示方法的实验，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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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示。表 4 显示，动过演示实验结果的整个情况和图画辨认实验的结果基本
相同，也就是说，成人倾向于认为“每”字短语应该占广域，而儿童则直到 8
岁还不是非常稳定地知道“每”字短语应该占广域。但不同的是，在儿童 5 岁之
前，“每”字短语占窄域、不定词短语占广域的情况持续地占优势。之后不定词
短语占广域的情况才逐渐下降，而“每”字短语占广域的情况逐渐增加。也就是
说，儿童在 5 岁之前对“每”字短语的分配性并没有习得，之后才慢慢得以发展，
但直到 7 岁，儿童对“每”字短语占广域的理解情况还不是非常理想。
任务：动作演示方法。
测试句：1. 每个小猫都坐在一个盒子里。
2. 每个太空人都睡在一个盒子里。

表 4：Lee (1986) 关于儿童习得“每……一”结构动作演示实验结果*
年龄 两 个 句 子 都 其 中 一 个 句 两 个 句 子 都 至少有一个不 总数
占 广 域 的 被 子 占 广 域 的 占 窄 域 的 被 是辖域解读的
试

被试

试

被试

3

5 (25%)

1 (5%)

9 (45%)

5 (25%)

19

4

7 (32%)

0

15 (68%)

0

22

5

6 (30%)

1 (5%)

13 (65%)

0

20

6

11 (46%)

4 (16%)

9 (38%)

0

24

7

11 (46%)

3 (13%)

12 (39%)

0

23

8

8 (62%)

1 (7%)

4 (31%)

0

13

0

1 (5%)

0

20

成人 19 (95%)

*注：表 4 中“占广域”指“每”字短语相对于不定指名词短语占广域的情况。

之后，Lee (1986)为了避免语用上偏向于“每”字短语占广域的情况27，将测
试句改成“每颗糖都放在一个盒子里”。结果和上面的实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依然是 5 岁以前儿童占优势的解读是“一个盒子”占广域，而 6 岁以后是“每颗
27

因为“每个太空人都睡在一个盒子里”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可能睡在不同的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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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占广域。
上述的实验结果显示汉语儿童早期总是无法对“每”字短语进行分配解读，
而且总是假设表示存在的短语占广域。
Lee (1986) 对“全”的实验表明，儿童在 3 岁时，基本已经习得了“全”所
带来的全称量化解读 (正确率达到 79%)，直到 4 岁完全学会 (正确率达到 95%)，
而儿童对“全……一”的实验结果显示，儿童从 4 岁开始，“全”字短语占窄域
的情况逐渐增加，到 8 岁时达到 92%。如果我们将关于“全”的习得的实验和关
于“每”的习得的实验集合起来，并假设儿童早期对“每”的优势解读为取窄域
的解读，是因为儿童将“每”字短语认为是一个普通的全称量化词，类似“NP
全”的结构，那么，我们推测儿童习得“每”的分配量化应该在 6 岁之后。因为
6 岁之前，儿童在“每”字短语和“全”字结构的解读中，取窄域解读的比率非
常接近，之后，“每”字短语占广域的情况慢慢增加，而对“全”字的解读占窄
域的情况慢慢增加，说明儿童慢慢意识到了两者的区别。
也就是说，总体看来，“每”所带进的匹配解读较一般的解读更难，儿童习
得的时间更晚。
然而，正如 Zhou & Crain (2011) 所指出的，Lee (1986) 在上述的第一个实验，
即测儿童对“都”的全称量化的习得时，只测了有“都”的句子，例如“熊猫都
睡觉了”，而没有测它的对比句“熊猫睡觉了”的理解情况。因此，我们仍然很
难确定 4 岁儿童是由于对“都”的理解，还是由于认为“熊猫睡觉了”应该指所
有的熊猫而做出了正确地回答的。因此，Lee (1986) 儿童对“都”的全称量化的
习得时间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加以证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Lee & Lei (2010) 对粤语中的全称量化词 saai3 的研究
表明，saai3 的产出出现在儿童 3 岁之前，而且 4 岁半到 5 岁的儿童在使用否定
和 saai3 时，对他们之间的辖域敏感，只是在理解实验中，儿童比成人更趋向于
接受逻辑解读，而且对语用的要求不太敏感，即比成人更容易接受否定相对 saai3
占广域的解读 (否定>saai3 解读)。

2.3.2 “都”量化 wh 短语：Zhou & Crain (2011)
Zhou & Crain (2011) 用两个实验考察了以下三个问题：(i) 汉语儿童是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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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都”是一个全称量化词，而且其约束方向是左向约束，(ii) 汉语儿童是否知
道“都”是个非选择性量化副词 (unselective adverbial quantifier)，可以约束其辖
域内的任何变量，(iii) 汉语儿童是否知道“都”能量化 wh 短语。这个研究中的
儿童被试的年龄从 3.5 岁到 4.9 岁，平均年龄 4.2 岁。
Zhou & Crain (2011) 的第一个实验回答第一和第三个问题，第二个实验回答
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实验中，Zhou & Crain 使用了他们基于真值判断任务 (Truth
Value Judgement Task，基于 Crain & Thornton (1998) 设计出来的“问题——陈述
任务” (Question-Statement task)。简单说，主试饰演木偶给儿童被试讲一个故事，
然后根据内容呈现一个句子，这个句可能类似下面的 (a) 句，也可能类似 (b) 句。
被试的任务是对这个句子进行反应。被试的反应包括两步，第一步被试需要说出
他/她听到的是一个问题还是一句陈述 (或说一件事)，如果被试认为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步反应即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被试认为是一个陈述，那第二步反应即判
断一下这句话对不对 (符合不符合故事内容)。(52) 中的句子是典型的测试句。
(52) a. 谁都没有爬上大树。
b. 谁没有爬上大树？
(52a) 句是陈述，而 (52b) 句是问题，因此，如果呈现 (52a) 句，儿童如果知道
“都”可以约束“谁”，那么就会回答 (52a) 是个陈述句，但如果儿童不知道“都”
可以约束谁，则通常会忽略“都”而认为这是一个问句，解读同 (52b)。结果发
现，当故事里有的动物没有爬上大树时，96%的儿童拒绝了 (52a) 句。而 95%
的儿童正确回答了 (52b) 句。也就是说，这个实验支持儿童在四岁的时候已经
知道全称量化词“都”可以量化 wh 短语的结论。
第二个实验用相同的实验方法，相似年龄段的被试 (未参加过第一个实验)
测试了条件句的后件中的“都”对前件中的 wh 词的约束 (也有人认为是对整个
前件所代表的事件的约束)。而且，这次被试增加了一组，因为测试项变成了三
组句子：
(53) a. 鳄鱼去咬谁，猫头鹰村长都找了蜘蛛侠帮忙。
b. 鳄鱼去咬谁，猫头鹰村长找了蜘蛛侠帮忙？
c. 鳄鱼去咬小猪，猫头鹰村长都找了谁帮忙？
(53a) 有“都”约束前件中的 wh 短语， (53b) 句没有。 (53c) 句中由于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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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向量化的影响，
“都”无法约束“都”之后的“谁”
，因此 wh 词“谁”还是
疑问用法，句子是疑问句。结果是，88%儿童认为 (53a) 是个陈述句，并根据故
事内容正确地拒绝了 (53a) 句，而成人的拒绝率是 90%；对于 (53b) 句，88%
的儿童和 100%的成人都认为是问句，两者经过 Z 检验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于 (53c)
句，儿童和成人都 100%地认为是问句。可见，儿童知道“都”可以约束条件句
前件中的 wh 短语，而且知道“都”遵循左向约束原则。

2.3.3 吴蓉蓉 (2011)：儿童对“连……都”结构的理解
吴蓉蓉 (2011) 做了三个关于儿童对“连……都”结构的意义的理解。第一
个实验考察儿童对“连……都”结构的焦点作用对象的辨认，任务是恰当性判断
(Felicity Judgement Test)，即给儿童讲一个故事，然后呈现两个句子，下面是一
个测试句的一个例子：
(54) a. 小猫连胡萝卜都吃完了。
b. 连小猫都吃完了胡萝卜。
句子 (54a) 的意思形成的序列 (即吴蓉蓉所说的等级序列) 是由“连胡萝卜都”
引出的，
“胡萝卜”处于这一序列的极值的位置； (54b) 句中由“连小猫都”引
出一个序列，这个序列的极值是小猫。有 4 个故事，其中 2 个故事和 (54a) 句
相吻合，另外 2 个故事和 (54b) 句相吻合。当讲完一个故事后，先后给儿童呈
现两个句子，让儿童进行恰当性判断，即让儿童判断哪一句话说得更好。结果显
示，四岁儿童的判断准确率已经达到 75%，特别是对“连……都”结构在宾语位
置的句子 (例如 (54a) 句) 的判断的准确性非常之高，在 5 岁时达到了 90% (20
个判断中有 18 个判断是正确的28)。虽然所测样本较小，测试项也较少，并且合
适性判断的任务对 4 岁左右儿童太难，但是还是大致能知道儿童 4 至 5 岁基本理
解了“连……都”结构可以引出一个等级序列。
第二个实验通过讲述一个故事，让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呈现一个带有“连……
都”结构的句子，然后由两个手偶呈现两个句子，通过“连……都”句推测故事
的结局，而让被试判断两个手偶的推测的正误。例如，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小鸭子

28

吴蓉蓉 (2011) 文中报告 4 岁儿童很多无法记住两个句子，而且让他们对句子进行复述时，有些儿童无
法复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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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小动物们都游过了河，连小猫都游过河了 (或者宾语位置“小猫”)。”
然后由两个手偶，即小鹦鹉和小狮子说推测的句子：
小鹦鹉：小鸭子觉得在三个小动物里小猫游泳是最厉害的。 (不符合小鸭子说的
意思)
小狮子：小鸭子觉得在三个小动物里小猫游泳是最不厉害的。 (符合小鸭子说的
意思)
这是为了判断儿童是否能够结合语境判断“连小猫都”中，“小猫”是个极值，
而且在这个语境中小动物中游泳能力最差者。实验结果显示，儿童直到 6 岁的表
现还不是很理想 (“连……都”结构在主语位置时达到 70%)，在 5 岁及以前，
正确率在 50%以下。
第三个实验在一句话中，同时给出了等级序列的信息，也呈现一个带有
“连……都”结构的句子，让儿童直接判断这句话是恰当还是不恰当。例如，一
个手偶说：
1．小明和小动物们玩捉迷藏，小明找到了小狗，找到了小兔子，他连小猫咪也
找到了。 (恰当，因为故事中小猫咪藏得最好)
2．小马练习跳高，它跳过了小树跳过了篱笆，他连栏杆都跳过去了。 (不恰当，
因为故事中栏杆最矮)
结果是，6 岁及更小的儿童虽然能判断第 1 句为恰当的句子，却绝大多数不能判
断第 2 句为不恰当的例子 (6 岁儿童的正确率不超过 50%，4 岁儿童为 0%)。可
见儿童基本上无法完成上述的任务。
上述的实验任务过难，使结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但是，我们从上述三个实
验中大致能够知道，5 岁及以上的儿童对于“连……都”结构的焦点重音的辨认
还是相对准确的，而对于“连……都”结构激活的极值及极值的极性的判断 (到
底是最小值还是最大值)，儿童似乎不是很敏感。

2.3.4 小结
总起来说，Lee (1986) 对“都”的总括理解做了奠基性的实验，说明儿童在
4 岁左右即明白了“都”对 NP 的全称量化功能。而且发现，儿童在习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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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解读的时间要比“都”的全称量化要晚。而 Zhou & Crain (2011) 对“都”
约束 wh 短语和事件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 4 岁儿童已经明白“都”可以左向量
化一个 wh 短语或者事件变量。虽然有研究者对儿童对“都”的非典型用法“连……
都”结构蕴含的语义语用的理解感兴趣，但由于实验任务过难，导致无法得出明
确的结论。从辖域歧义解读的角度来看，汉语儿童对“每……都……一”句子的
解读偏向于存在量化短语占广域的解读，而成人偏向于全称量化短语占广域的解
读。Zhou (2007) 和 Zhou & Gao (2009) 的眼动实验结果显示，汉语成人在对
“每……都……一”句子的解读的最初阶段，全称量化短语和存在量化短语都有
占广域的可能，然而对在线解读的后期眼动数据分析发现，在句子的后期处理中，
成人开始倾向于全称量化短语占广域的解读。由于涉及对分配运算的加工和习得
问题，成人和儿童对辖域歧义的解读差异引起了研究者们普遍的关注，。下面我
们综述一下国外对全称量化相关的辖域歧义的研究。

2.4 国外关于量化词延伸现象的研究
由于我们的研究主要注重对“都”及其量化域的研究，因此在国外的研究中
比较难找到相似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国外对量化词延伸 (quantifier spreading)
现象的讨论非常热烈，并有研究称，儿童对英语中的“all” (都) 的解读出现量
化词延伸的错误，可能是由于儿童对量化域的选择或者对处于量化域的名词的性
质的认识和成人存在差异。也就是说，量化词延伸很可能不是由于儿童对量化词
的基本语义本身的误解或者对量化词的语义处理上出现了障碍——即使儿童在
很小的时候已经习得了量化词本身的基本语义，他们还是在相当大的年龄阶段仍
犯量化词延伸的错误。从对英语的全称量化词“all”的研究看来，儿童也是在 4
岁至 5 岁期间习得的 (Lee，1986；Brooks & Braine (1996)，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认为这时儿童已经习得了全称量化的基本语义。然而，儿童还是到很大的年龄还
犯量化词延伸的错误。这给我们的启示时，虽然很多研究都已经认定，儿童在较
早的年龄已经习得了“都”的分配算子语义，而且在 2 岁至 3 岁期间已经能正确
产出了，但还是无法保证他们在处理量化域时不会产生错误。下面我们将通过综
述英语中对量化词延伸现象的实验研究，考察是否能给汉语的量化词研究提供启
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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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Philip (1995)
心理语言学中关于量化词延伸 (quantifier spreading) 现象的研究备受关注
(cf. Drozd, 2001; Freeman, 1985; Geurts, 2003; Philip, 1995, 2011; Roeper & de
Villiers, 1991; Roeper, Pearson, & Grace, 2011)。Philip (1995) 的实验任务如下：给
儿童呈现图 8 相应的句子：

图 8：Philip (1995) 实验中的及物动词条件。相应的测试句为：Is every pig eating
an apple (每一只小猪在吃一个苹果吗？)。

图 8 中，三只小猪分别在吃一个苹果，而有两个多余的苹果，同时有一只狗在吃
一根骨头。测试句为“Is every pig eating an apple?

(每只小猪在吃一个苹果吗？)”

这是及物动词条件，意思是测试句所使用的动词，例如“吃”是一个及物动词。
Philip (1995) 还测试了不及物动词的情况，其图片内容和测试句的例子为：
图片中，有三辆车上分别有一个女孩，而且她们都在招手，另外图中还有两辆车
中没有人，又有一只小狗在跑着。测试句为“Is every girl waving?” (每个女孩
都在招手吗？) 测试句中所用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因此这个情境叫及物动词条
件。
第三个测试句条件是不及物动词-PP 条件。图片内容实质上和上面的两幅相
同，只是测试句变成了“Is every dog dancing on a boat?

(每一只小狗都在一艘船

上跳舞吗？)”这个测试句中的动词“dance (跳舞)”同样是不及物动词，只是测
试句中多了一个 PP“on a boat” (在一艘船上)，所以叫不及物动词-PP 条件。
第四个测试句条件为光杆条件 (Bare condition)，图画内容和上述条件相似，
测试句为“Are boys riding horses (男孩们在骑马吗？)”；第五个条件为及物动词
-X 条件，图画内容和上述条件相似，测试句为“Is every girl riding？” (每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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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都在骑 (大象) 吗？) .29
Philip (1995) 的实验中有多个控制组，这些控制组是为了测试儿童是否能理
解“every”和其他一些 NP 的基本语义，其中一个的图片图 9 和相应的测试句如
下所示：

图 9：Philip (1995) 实验用图。该图相应的测试句为“Is every boy sleeping?

(每

个男孩都在睡觉吗？)”。

图 9 中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个男孩都在睡觉，一个女孩在跳舞。测试句是
“Is every boy sleeping? (每个男孩都在睡觉吗？)”。
实验结果显示，49 名受试儿童中，44 名儿童 (约占 90%) 在 5 个条件里的
至少一个条件的回答上和成人不同的，回答全部和成人相同的只有 5 名儿童 (约
占 10%)。成人接受上述 5 个条件下的测试句，但是许多儿童拒绝了上述测试句。
例如儿童拒绝上述及物动词条件下的测试句“Is every pig eating an apple (每只小
猪都在吃一个苹果吗？)”，提供的理由是，还有两个苹果没有猪在吃。也就是说，
成人对测试句的理解中，
“every” (每) 的量化对象只限于“小猪”
，但是儿童似
乎将量化词扩展到“苹果”上。所以，研究者们称这一现象为量化延伸 (quantifier
spreading)。而对于控制组中所呈现的句子，91%的儿童和成人的反应相同。也就
是说，儿童对于全称量化词的语义理解没有问题，他们拒绝测试句，是由于其他
的原因。
Philip (1995) 称 儿 童 之 所 以 拒 绝 测 试 句 ， 是 因 为 他 们 采 用 了 对 称 解 读
(symmetrical interpretation)，意即儿童认为在“Is every pig eating an apple (每只小
，还能约
猪都在吃一个苹果吗？)”中，全称量化词“every”不仅能约束“小猪”
束“苹果”
。
29

测试句的细节以及相应的控制组请参见 Philip (1995：p. 16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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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1995) 进一步比较五个测试条件的实验结果，发现及物动词条件下
(测试句为“Is every pig eating an apple? (每只小猪都在吃一个苹果吗？”) 儿童
进行对称解读的比率显著地高于不及物动词条件下 (测试句为“Is every girl
waving? (每个女孩都在招手吗？”) 的对称解读比率 (t 检验，P< .01)。同时，
及物动词条件下儿童进行对称解读的比率也高于其他三种条件下的解读。因此，
作者认为结果支持了作者的想法，即儿童做出对称解读是因为他们认为“every”
(每) 可以约束句子中的任何一个 NP。
接着，Philip (1995) 还测试了儿童对“Is every farmer a donkey-feeder (每位
农夫都是一个喂驴者吗？)”的解读 (测试图片和及物动词条件相似)，结果发现，
儿童对这个句子的解读更像成人解读，也就是说，对称解读的比率显著地减少。
因此，“every”可以约束所有 NP 的想法无法解释这一结果，因为如果儿童认为
“every”可以约束所有 NP，那么在这个测试条件下，
“喂驴者”同样可以被“every”
约束，那么结果应该是和前面的测试没有差别。所以，Philip 认为真正导致儿童
进行对称解读的原因是，儿童认为“every”是一个量化事件的全称量化词。Philip
认为可以将“Every pig is eating an apple (每只猪都在吃一个苹果)”这个测试句用
三分结构表示出来：
量化词

限制域

核心域

Every(e)

[PART(Pig(e)) or PART(Apple(e))]

Pig-is-eating-an-apple(e)

每 (e)

[PART(猪' (e)) 或者 PART(苹果' (e)]

猪在吃一个苹果' (e)

也就是说，
“every”约束一个事件，而在“every”所引出的三分结构中，限制域
中包含了两个由析取连接词连接的 NP，核心域 (nuclear scope) 的内容是一个事
件。也就是说，儿童刚开始认为“every”量化整个事件，而量化事件的附加效
果是，同时量化两个 NP。因此，“every”量化事件的解释可以覆盖“every”作
为一个非选择性量化词的解释内容。

2.4.2 Drozd，Musolino & Lely (submitted)
Drozd，Musolino & Lely (submitted) 一文(下面简称 DML submitted) 对英语
正常发展儿童和语法特殊语言障碍 (Grammatical-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G-SLI) ) 儿童对量化结构的理解进行了实验研究。DML 文中区分了两类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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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一类是强量化词 (strong quantifier)，一类是弱量化词 (weak quantifier)。两
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量化域预设，而后者的默认解读 (default interpretation)
是基数词 (cardinal)，但是也可能成为具有预设的量化词。DML 用话语表征理论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DRT) 的三分结构 (tripartite structure) 表示法
来表示两者的区别：
Every billionaire bought two islands (每个亿万富翁买了两个小岛) .
[1 [2 x: 亿万富翁' (x)] <every x> [3 Y: 小岛' (Y), |Y|=2, x 买了 Y ] ] ]
Three billionaires bought two islands (三位亿万富翁买了两个小岛) .
1. [1 X, y: 亿万富翁' (X), |X|=2,小岛' (y), X 买了 y ]
2. [1 X : 亿万富翁' (X), |X|=2, [2 x ∈ X]<every x>[3 y : 小岛' (y), x 买了 y ]]
DML 认为数词的分配解读来源于一个可选择性分配 (Optional Distributivity) 的
应用。DML 用这两者的区分来检验儿童对于不同量化结构的理解。
DML (submitted)的实验方法是：实验者给被试呈现一幅图片，然后说一句和
图片内容相关的测试句，让被试判断测试句和图片内容是否一致。下面是作者的
测试句和相应的图画 (图 10 和图 11 是表示图片的两种语境) 的一个例子 (对于
每个类型的测试句，都会呈现这两幅图所代表的两种语境。图 11，相应的测试
句的两个 NP 应换成“海盗”和“马刀”)：
(1) every/2 模式：Every cowboy is pulling 2 horses (每个牛仔牵着两匹马) .
(2) 3/every 模式：3 cowboys are pulling every horses (三个牛仔牵着每一匹马) .
(3) 3/2 模式：3 cowboys are pulling 2 horses (三个牛仔牵着 2 匹马) .

DML (submitted)要验证是，儿童之所以在量化词延伸上出现问题，是由于什
么原因导致的，是符合弱基数量化词假设还是符合弱关系量化词假设呢？下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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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假设的简答陈述：
弱基数量化词假设 (Weak Cardinal Quantifier Hypothesis)：
进行量化词延伸判断的儿童将限制域选择策略应用于弱量化词，而非那些和具有
内在联系性质的量化词 (即强量化词)。
相关预测是，对于上述 (1) - (3) 这三个例子，如果语境能使 (3) 的陈述正确，
那么其他两个句子的判断也应该是正确的。
弱关系量化词假设 (Weak Relational Quantifier Hypothesis)：
做出量化词延伸判断的儿童虽然知道全称量化词是关系性量化词，但还是将全称
量化词处理成弱对称性 (关系性) 量化词，而非一个强量化词。
相关预测为，儿童在量化词的限制域的处理上并没有延迟，即使他们将一个全称
量化词处理成弱量化词。因此，在 (1) - (3) 的判断上，儿童与成人应该没有差
异。
实验结果显示，平均年龄为 5 岁，7 岁和 8 岁的儿童犯量化词延伸的错误为
数不少，分别有 72%，64%和 37%。三个年龄组的儿童都接受(1) Every cowboy is
pulling 2 horses (每个牛仔牵着两匹马) 和(3) 3 cowboys are pulling 2 horses (三个
牛仔牵着 2 匹马) 的分配解读 (见图 11)。而对于(2) 3 cowboys are pulling every
horses (三个牛仔牵着每一匹马)

这个句子，儿童和成人都不太确定到底要采用

累积解读 (cumulative reading) 还是分配解读 (distributive reading)。结果如表 5
所示。

59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注： 表 5 中的组别分别为正常儿童组 (包括平均年龄为 5:2 的 LA1，平均
年龄为 7:1 的 LA2，和平均年龄为 8:6 的 LA3 三组) 、特殊语言障碍患者组 (SLI
组，平均年龄为 12:0) 以及成人组 (Adult)。

上述实验结果是这样和假设相匹配的，如果儿童对 Every/2 和对 3/2 的理解类似，
那么应该更倾向于支持弱基数量化词假设；如果儿童对 Every/2 的理解类似于
3/Every 的解读，那么更支持弱关系量化词假设。虽然实验结果对两个假设都没
有直接有力的支持，但是更支持弱基数量化词假设，因为那些倾向于接受 Every/2
的累积解读的儿童也倾向于接受 3/2 的累积解读。由于儿童和成人在对 3/2 的分
配解读上与对 Every/2 的累积解读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不符合弱关系量化词
假设。
然而这和汉语的情况不同，Lee (1986, p. 282) 测试了汉语儿童对“一个猴子
戴着一顶帽子很好玩”，结果显示，3 岁儿童选择图 12 中的下面一幅图 (基数词
解读) 的比例是 74%，而 4、5 岁达到 80%左右，6 岁达到 96%，7 岁和 8 岁维持
85%左右，而采取基数词解读的成人占 55%。也就是说，汉语儿童和英语儿童在
理解类似 3/2 的句子时，表现刚好相反。绝大多数英语儿童接受了分配解读，但
60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是只有约 50%或者更少的儿童接受集合性解读 (即基数解读)。汉语儿童则大部
分选择了基数解读。但是由于两个实验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测试句不同，所以很
难预料在做和 DML (submitted) 相似的任务，采用 3/2 类型的测试句时，汉语儿
童的表现。因此，汉语儿童对较复杂量化词的理解需要进行独立地考察。

图 12：Lee (1986) 测试了儿童对“一……一”结构的理解，此图相对应的测试
句是“一个猴子戴着一顶帽子很好玩”。

以上关于国外对量化词辖域歧义的研究表明，心理语言学学界对于儿童对全
称量化的相关复杂现象之习得的迟缓非常关注，并且研究表明，这应该不是因为
儿童对“都”本身的语义理解有问题。以上的文献综述提醒我们，儿童无法胜任
关于全称量化的某些解读，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与全称量化相关的量化域的处理
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很可能将量化域从全称量化词左边的部分扩展到限
制域部分的 NP 中，或者将一个 QNP 先视为一个普通的复数 NP，即等同于一个
“基数词+名词”的复数结构。因为，我们推测，既然全称量化在所有的语言中
都存在，也很可能是普遍语法的一部分 (罗琼鹏，2009)，汉语儿童对“都”的
量化域的处理出现问题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实验部分将关注儿童对
“都”的量化域的处理情况，以考察是否在处理“都”的量化域时出现问题，或
者出现与成人不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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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的分布

3.1 “都”的限制域为 NP
(1) a. 张三和李四都去上学了。
b. 张三认为同学们都不喜欢李四。
c. 张三在这些食堂都吃过饭。
d. 张三和这些人都见过面。
上述的例子中，(1a-b) 中“都”的限制域是处于主语位置的 NP。(1c-d) 中，
“都”
的限制域是处于介词短语里的 NP。
(1) e. 这些人李四都批评不得。
f. 这些人他们都批评不得。
g. 李四这些书都不买。
(1e-g) 中的三个例子中，显示“都”的限制域可以是话题化的 NP。
(2) a. 这只鸡都被张三吃了。
b. 水都倒出来了。
(2a) 中，
“都”的限制域为一个单数名词，而 (2b) 中，
“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
名词。
(3) a. 前半个小时张三都在打扫办公室。
b. 黑板上都写着字，你再也写不下了。
(3a) 中，“都”的限制域是一个时间名词，这一时间集合的性质类似于不可数名
词。(3b) 中，
“都”的限制域是一个地点名词，其性质也类似于一个不可数名词。

3.2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wh 短语在“都”左
边，wh 短语取自由选择解读 (free choice reading)；第二种情况是 wh 短语处于“都”
右边，这时 wh 短语取疑问解读。(4) 中的例句属于第一种情况，(5) 中的例句属
于第二种情况。
(4) a. 谁都认识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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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c. 谁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d. 李四无论找什么工作都和我无关。
(4a) 和 (4b) 中，处于“都”左边的 wh 短语具有任指的解读，相当于“任何人”、
“任何事情”。 (c) 句中有两个 wh 短语都在“都”的左边，但“都”只能约束
最近的一个 wh 短语“什么事情”而不能约束较远的 wh 短语“谁”，所以“谁”
仍然保留着疑问用法。 (d) 句中，
“都”的限制域是“李四无论找什么工作”这
一事件集合。
(5) a. 张三都买了什么水果？
b. 蜘蛛侠都找了谁帮忙？
c. 你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
(5a-c) 显示，当“都”的限制域是它后面的 wh 短语时，这个 wh 短语取疑问解
读。

3.3 “都”的限制域为量化短语
3.3.1 “每”字短语
3.3.1.1 “每”字短语后不加“都”的情况
i. 每+(CL)+NP……不定指 NP
(6) a. 每个女孩分到一个苹果。
b. 每个人交 1000 块房租。
ii. 每+(Num+CL)+NP……反身代词
(7) a. 每个代表谈了谈自己。(S. Z. Huang, 1996)
b. 试镜其实就是要求每个人在镜头面前介绍自己。 (北大语料库)
c. [每个人要单独向面试官汇报[自己在前两天做的事情]]。
iii. 每+(CL)+NP……不定指动量词短语
(8) a. 每个歌星红了一年。(S. Z. Huang, 1996, p. 3)
b. 杀毒软件每天需要更新两次。
c. 在门户的信仰中，泪水是最珍贵的圣水，每个人一生中只能流一次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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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料库)
和“每……不定 NP”不同，这类结构后面接的是动量词，是描述动作的次数的。
以上三种“每”字短语后不需要“都”共现的情况是 S. Z. Huang (1996) 提
到的，我们下面提供我们从语料库中找到的其他有“每”字短语但不需要“都”
共现的例子：
iv. “每”字短语……wh 短语
(9) a. 每个人需要交多少钱？ (百度)
b. 每个女孩喜欢上哪个小伙子？
v. “每”字短语…… (各) 不一样/各有各的
(10) a. 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 (各) 不一样 (百度)
b. 每个人各有各的优点。
vi. “每”字短语……不是……就是
(11) a. 每个人不是进来撒个慌，就是进来吹个牛 (百度)。
b. 临近毕业的时候，每个研究生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准备考研。
以上情况是“每”处于主句 (main clause) 主语位置时，不需要“都”出现
的情况。下面我们再列出“每”字短语处于主句或者介词宾语位置，或者处于嵌
入句 (embeded clause) 中的某位置等情况时，不需要“都”出现的情况。
vii. “每”字短语处于嵌入句中
(12) a. 张三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人是否合作]。 (北大语料)
b. 张三的工作就是确认[每个人是愿意合作的]。
c. 我们先来通一遍台词，看看[每个人是否记熟了]。 (北大语料)
d. [每个人是否合作]决定了整个团队事业的成败。
上述四个例子说明，当“每”处于嵌入句中，很多情况下可以不用“都”。
然而我们发现，这时“每”之后均有个“是否”或者有隐含的表示选择的项目。
viii. “每”字短语作为主句宾语
(13) a. 张三把请柬发给了每个朋友。
b. 总理想接见每一位学生代表。
ix. “每”字短语作为介词的宾语
“每”作为介词的宾语的时候，依然对“都”的共现有要求，虽然要求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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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每”字短语更弱。但是，当“每”作为介词宾语的时候，整个结构更容易
出现在宾语位置。出现在宾语位置的“每”字短语是不需要“都”共现的。
(14) a. 我想的问题跟他们想的显然是不一样的，我的孤单就更加浓重一点，这
对每个人是非常大的考验。
b. 岁月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它的印记，将青年时的模样给模糊了。 (谷歌)
c. 看哥德巴赫猜想是否对每一个数都成立。 (北大语料库)
d. 维稳要从每个人做起。 (谷歌)
x. “每”字短语表示人以外的事物
(15) a. 每天总是闲不住，不是抹抹桌子，就是晒晒豆子、枣子等等。 (北大语
料)
b. 14 年的改革过程中，江苏前进的每一步，无一不是抓住了良机。 (北大
语料)
以上的可以不加“都”的情况加“都”后均是合法的，下面的句子都是必须
加“都”句子才合法。
3.3.1.2 “每”字短语……“都”
i. “每”处于“都”前的一个 NP 内
(16) a. [打过学生的每一位老师]都被学校开除了。
b. *[打过每一个学生的那位老师]都被学校开除了。
c. [每一位打过那个学生的老师]都被学校开除了。
(16a) 和 (16b) 的对比显示，虽然这时“每”字短语处于“都”的左边辖域内 (大
部分研究者都认为“都”的辖域在它的左边)，但还是无法被“都”量化。
“每+NP”
需要 c-command“都”才能被“都”量化。
ii. “每”字短语处于“都”前的一个子句内
(17) a. 他写完每一篇文章我都请他大吃一顿。30
b. 他每写完一篇文章我都请他大吃一顿。
这时，
“每”字短语没有 c-command“都”，但是“都”的存在是合法的。然而这
个句子所处的情况和上面的不同，因为这时“都”量化的对象是事件，而不是简

30

S. Z. Huang (1996) 和 Lin (1998a)认为这样的句子不可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宾语位置的“每”字短语
是不合法的，但 Lee (1986, p. 303)，罗琼鹏 (2009)和郭锐、罗琼鹏 (2009) 认为是合法的。我们也认为处于
宾语位置的“每”字短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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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每”字短语。例如， (17b) 句中，
“他每写完一篇文章”显然不是一个完
整或独立的句子，语义上，它只能表示很多事件所代表的情境或者时间的集合，
换句话说，
“他写完每一篇文章”的意思是一个情景 (或者时间) 的集合，{S1 (他
写完第一篇文章)，S2 (他写完第二篇文章)，S3 (他写完第三篇文章)，……Sn (他
写完第 n 篇文章) }。这时“都”约束的对象和“每”没有关系，故“每”字短语
没有必要约束“都”。

3.3.2 “整”字短语
和“每”字短语类似的是“整”字短语。请看下面的例子：
(18) a. 整个人都感到不舒服。
b. 整场比赛都是他一个人撑着。
“整”字短语和“每”字短语似乎是互补的一对量化短语，“每”字短语处理的
是原子和原子以上的指称，
“整”字短语处理的是原子以下的指称。例如 (18a) 处
理的即是“人”的部分，(18b) 处理的则是“比赛”的部分。

3.3.3 “都”的限制域为其他量化短语
3.3.3.1 所有+(的)+NP……都
(19) a. 所有的学生都来上魔术课了。
b. 不喜欢张三的所有女生都批评张三。
3.3.3.2 大部分/很多/三分之一的 NP……都
(20) a. 大部分/大多数大象 (都) 生活在热带地区。
b. 大部分/大多数同学 (都) 不喜欢冬天。
c. 很多人都忍受不了张三的呼噜。
d. 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准备罢工。

3.4 “都”的限制域为时间 (t) 或者场景 (s)
这种情况下和“每字短语……都”的情况有交叉的地方，因为时间词同样可
以受“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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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每次/每当张三打李四时，李四都会哭。
b. 每当张三读书时，我都不敢打扰 (他)。
以上两个例子是“每”约束一个场景 (“当+句子+的时候”也可以看成一个复杂
的时间名词)，然后“都”对“每+s+的时候”这一结构所导出的场景集合进行量
化。
(22) a. 他写完每一篇文章我都请他大吃一顿。
b. 他每写完一篇文章我都请他大吃一顿。
(22a-b) 两个句子中，“他写完一篇文章”为单位构成的场景集合成为“都”的
分配对象。
实际上 (21) 和 (22) 中的例子中所引出的场景集合性质上类似于复数名词，
“都”将谓语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每一个场景即可。所以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
将不再涉及这类现象，但是我们关于复数名词的讨论可以毫无困难的移植到这类
现象中。

3.5“都”的非典型用法(蒋严, 1998; 罗琼鹏, 2009; 潘海华, 2006)
3.5.1 “都”量化焦点位置的 NP
(23) a. 张三都写的小说。
b. 张三都上北大网。

3.5.2 “连……都”结构
(24) a. 考试很难，连小明都没考及格。
b. 连老师都迟到了，何况学生呢。
c. 他连电脑都买好了。
“连……都”结构中，连可以删除，如 (25a-c) 所示。
(25) a. 考试很难，小明都没考及格。
b. 老师都迟到了，何况学生呢。
c. 他电脑都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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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都……等级性 NP/VP”
(26) a. 都十二点半了.
b. 张三都已经是教授了。
c. 她都生孩子了。
d. 孩子，他都没看一眼, 就走了。
吕叔湘 (1999) 认为 (26) 中的“都”有“已经”义。这类句子可能有歧义，例
如，“我都不知道你会来”就有以下两种解读 (N. Zhang, 1997)：
(27) a. 甚至我都不知道你会来。
b. 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会来。
(27a) 所示的解读，焦点位置应该在“我”处，引出一个集合序列；后一种解
读的焦点在整个 VP“不知道你会来”上，由这一个 VP 引出一个等级序列，这
一序列可以包括{{不知道你会关注我们的计划}，{不知道你会支持我们的计划}，
{不知道你参与策划了我们的计划}，{不知道你会来听我们的计划汇报}}，其中，
“不知道你会来听我们的计划汇报”在等级序列中处于较低的位置。

3.5.4 “比 NP+都+AdjP”
(28) a. 小李比小王都高。
b. 小李比班里最高的同学都高。
c. 爱和自由比什么/任何事物都重要。
(28a-b) 的“比 NP”和“连 NP”类似，都是引出一个等级序列，而 NP 所指称
的对象处于这一等级序列的极值位置。例如， (28a) 中，
“比小王”引出一个由
和“小王”同类的人的序列，假设这一等级序列为<小陈，小张，小王>，
“小王”
是其中的极值。因此，小李比小王高的结果是小李都比小张和小陈高。 (28c) 和
(28b) 不同，因为“比 NP”不再引出一个序列。
“什么/任何事物”已经包含了一
个集合，“都”分配到这个集合中的所有成员，因此不需要引出一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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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V+得+都+VP”(Xiang, 2008)
(29) a. 他瘦得都只剩下骨头了。
b. 他气得都疯了。
c. *他气都疯了。
d. *他长得都很帅了。
e. *张三打球打得都很好了。
(29a-b) 中“V+得+adj”引出一个和 adj 所代表的性质同类的集合。例如，在 (29b)
中，
“疯了”处引出一个等级序列，例如，<气得发抖，气得很伤心，气得崩溃了，
气得发疯了>，这个等级序列中，极值为“气得发疯了”。 (29c) 告诉我们句子
中不能缺少“得”字，可能是因为“得”和引出等级序列有关。 (29d-e) 中虽然
有“得”，但是还是无法引出一个等级序列。我们比较 (29a-b) 和 (29d-e) 发现，
(29d) 中“很帅”是对长的样子的描述， (29e) 中“很好”是对“打球”的动作
的描述，
“好”和“帅”都是形容词。可见，
“都”只出现在“得”后是 VP 的结
构中，而不能出现在“得”后是 AdjP 的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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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的限制域及其理论
虽然我们认识到鉴于学界对“都”的句法性质有很大争议，我们很有必要对
“都”的句法地位和性质进行详细地考察，但是由于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我们恐
怕只能割爱。而且，按照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的梳理，我们发现，对于“都”的
语义性质的观点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选为原型的例子的差异。而选择原
型时，研究者们考虑最多的应该就是“都”的分配对象的差异了。因此，我们将
集中精力讨论“都”的限制域的特点，并从限制域和“都”的互动的角度讨论“都”
的语义性质以及汉语有关分配计算的特点。下面我们先简述我们所采用的“都”
的句法和语义的基本观点，以作为我们研究的框架。

4.1 本文使用的关于“都”的句法和语义框架
句法上，由于 Lin (1998a) 将分配计算的形式句法研究和形式语义研究统一
了起来，其句法框架较适合我们下面对限制域的研究。所以，句法部分我们主要
采用 Lin (1998a) 的意见，认为“都”的辖域内应该有一个变量 (例如移位后留
下 的 语 迹 ) 使 它 能 进 行 约 束 。 这 需 要 配 合 主 语 内 部 假 设 (subject internal
hypothesis)，即认为原来处于 VP 的 SPEC 位置，然后移位到了 VP 之外的 IP 的
SPEC 位置。这个移位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语迹，而在当代语言学中，语迹通常
可以视为一个被它的先行词约束的变量。因此，
“都”的辖域处于“都”的右边。
表层结构中，
“都”的量化域处于“都”的左边是移位以产生被约束变量的结果。
这一想法可以处理汉语中“都”的限制域为一个话题成分的情况。请看下面
的例子：
(1) 这些苹果，张三想知道李四为什么都想要扔掉。
例（1）中，整个句子中只有一个复数名词“这些苹果”
，因此，“都”只能量化
被话题化的这些苹果。然而，“都”处于“李四为什么都想要扔掉”这一子句之
中。按照 Lee (1986) 和 Cheng (1995) 所提出的子句约束原则，由于“都”的约
束对象处于“都”所在的字句之外，这个句子应该不合法。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个
句子合法，Lee (1986) 提出“都”可以约束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可以被处于“都”
所在的子句之外的成分约束。现在如果我们采用 Lin (1998a)的想法，就可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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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了。无论量化对象是否和“都”处于一个子句之内，只要在“都”的辖域内
具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能够被“都”约束。
另外，我们还采用 Chiu (1993) 的想法，即“都”所约束的对象 (包括 NP
或者事件) 应该 c-command“都”。这刚好和三分结构的语义表达式中相符合，
即“都”的量化域处于最前面，可能由 AspP 的 SPEC 位置的成分提供，也可能
由 CP 或者 TopicP 的 SPEC 位置的成分提供。非常特殊的是，汉语中“都”的量
化域可能由语境提供 (蒋严，1998)，因此，我们需要为语境提供的量化域提供
一个句法位置。我们认为这一个位置应该与 CP 处于同一层次。
我们知道，三分结构的第二部分是量化词，第三部分是核心域。核心域中包
含了一个受约束的变量。例如，
“小动物们都在吃饭”这个句子可以表示成如下
的三分结构：
(x∈ 小动物们’]) 都 (x 在吃饭)
可见，三分结构的第一部分，即量化域部分和句法树中 VP 以上的部分相对应，
而三分结构的第三部分与句法树中的 VP 内部分相对应。也就是说，按照以上的
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很好的统一起来。而这种想法又恰好
和 Rizzi (2004) 中区分 VP-IP-CP 三个层次的思想不谋而合。
上述句法和语义上关于量化结构的对应可以直观地表述成 (2a) 和 (2b) 之
间的对应。
(2) a. [CP…先行词…[DouP 都[VP…变量…]]]
b.

限制域

量化词

约束变量

语义上，我们上述的综述已经表明，关于“都”产生了如此多样的分析，一
方面是由于“都”的分布异常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各位研究者所注重的语言事
实各不相同。例如，说“都”是一个分配算子，是和“都”强制要求它所约束的
对象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 VP 所表示的特征有关。加合算子的想法大致源于对
“每”和“都”的共现和不共现的分析。而把“都”定义为副词或者模态词则和
“都”的句法位置有关，即“都”处于动词之前。我们通过第二章对各种提法的
比较，已经指出，各种提法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广义分配量化理论也很
难解释“都”的非常见用法，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非常见用法中的“都”也许
和常见用法中的“都”已经不是一个“都”，或者采用潘海华 (2006)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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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采用广义分配量化理论似乎是我们较好的选择。
我们选择在广义分配量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下面的研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
的原因。我们发现研究者们争议最大的实际上来源于对“都”的分配对象的处理
差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限制域做一些梳理，也许可以得出最为简单的“都”
的定义。潘海华 (2006) 所构建的“都”的语义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他对量化域
的处理非常巧妙。然而，由于分配算子的提法比全称量化的提法更适合“都”的
实际情况，又因为潘海华 (2006) 没有处理更为复杂的三类解读，分配解读、中
间解读和集合解读，所以我们在本文中吸收了他的处理方法，但是没有完全采用
他的框架。
下面，我们的任务是将“都”的最基本的量化域类型进行梳理，并照顾相关
的分布，以求对“都”进行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
我们将主要涉及“都”的三种典型用法：
1. “都”量化复数 NP 的情况
2. “都”和“每”等 QNP 的共现问题
3. “都”约束 wh 短语的情况
探讨的典型例句如下：
(3) a. 张三和玛丽结婚了。
b. 张三和玛丽都结婚了。
c. 代表们提了两个建议。
d. 代表们都提了两个建议。
e. 小猪坐在椅子上。
f. 小猪都坐在椅子上。
(4) a. 每个代表提了一个意见。
b. 每个代表都提了一个意见。
c. 大部分代表都提了一个意见。
d. ？？一小部分代表都提了一个意见。
(5) a．小动物们都得到了什么礼物？
b．李四下午都吃了什么水果了？
另外，我们也探讨“都”的非典型用法和典型用法之间的关系。非典型用法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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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例子所示：
(6) a. 连张三都通过了这次考试。
b. 现在都十二点。
c. 张三跑步跑得都累垮了。

4.2 “都”的限制域为 NP
4.2.1 “都”的限制域为复数可数 NP
“都”的限制域最常见的类型为复数可数名词短语。文献中对这类复数名词
的处理也最为成熟，甚至对分配算子的定义也基本上基于复数名词的研究。我们
认为“都”的语义构建应该首先考虑的就是最为基本的量化对象是复数可数的
NP。要处理这类名词，首先应该知道复数名词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先简要介绍
以往的研究者对复数名词的研究，以及与复数名词的研究相关的分配计算研究。
4.2.1.1 Link (1983, 1987) 和 Landman (1989a, 1989b)
Link (1983) 认为复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类似，是单数个体的加合或者复数
个体 (sums or plural individuals)。并且，Link(1983, 1987)在复数研究的基础上，
对分配解读、中间解读和集合解读做出了解释。下面是 Link(1983, 1987)所涉及
到的重要概念。
加合算子 (sum operator)。用“⨁”表示，指两个原子个体的加合。例如，
“约
翰和玛丽”可以表示成“约翰 ⨁ 玛丽”，而“约翰 ⨁ 玛丽”不再是两个个体，
而是一个整体。就像不可数名词中，一部分水和另一部分水加合在一起，还是水。
然而，这又和“代表团”这类个体不同，如果某代表团包含约翰、玛丽两个人，
那就用“约翰 + 玛丽”表示；这类名词叫作组别名词 (group terms)。复数名词
和组别名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复数个体，后者是单数个体。
星号算子 (star operator)。Link (1983) 认为复数事件由单数事件复数化
(pluralization) 而得到的，星号算子即一个作用于单数谓词的复数化算子。例如，
“are pop stars”就是由“be pop star”经过复数化得到的，因此记为“*be-pop-star”
。
Link (1983) 也用分配算子 D 来区分分配解读和集合解读。例如，Tom, Dick and
Harry carried a piano upstairs (Tom，Dick 和 Harry 抬一架钢琴上楼) 这个句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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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谓词“carry a piano (抬一架钢琴)”是一个混合性谓词 (mixed type predicate)
31

，所以句子可以得到分配解读，也可以得到集合解读32。为了区分这两种解读，

Link (1983) 在分配解读前加了 D-算子，而在集合解读前没有加 D-算子。分配解
读如 (7a) 所示，集合解读如 (7b) 所示：
(7) a. (tom ⨁ dick ⨁ harry) D (*抬一架钢琴上楼)
b. (tom ⨁ dick ⨁ harry) (*抬一架钢琴上楼)
接着，Link (1987) 和 Landman(1989a, 1989b)发现另外一种解读无法用上述
的理论覆盖，即组别解读 (group reading)。请看下面的例子：
(8) a. 7 以下的纸牌和 7 及以上的纸牌分开了。
a'. S((σx.*x < 7) + (σx.*x ≥ 7)).
b. 10 以下的纸牌和 10 及以上的纸牌分开了。
b’. S((σx. *x < 10) + (σx.*x ≥ 10)).
如果认为“分开了”是作用于每一张纸牌，则 (8a) 和 (8b) 就得到同一个意思，
即每张纸牌都和其他纸牌分开。然而，这不是 (8a) 和 (8b) 的意思，因为“分
开”了不是作用于原子个体，也不是作用于整套纸牌，而是作用于两个分组。在
(8a) 中，数字在 7 以下和数字是 7 及以上的纸牌形成了两个分组；在 (8b) 中，
在 10 以下的纸牌和数字为 10 及以上的纸牌也各自形成了一个分组。“分开”正
是作用在两个分组上。类似的还有 (9) 中的两个句子：
(9) a. 婚后，男人们和女人们仍然得睡在不同的房间。
b. 报社记者们和电视台记者们彼此恨恶彼此。
(9a) 中，“睡在不同的房间”可以分配只分配给“男人们”和“女人们”两个
小组，而一定分配给“男人们⨁女人们”这个复数集合中的所有个体。(9b) 中，
“恨恶彼此”可以指报社记者们彼此恨恶彼此，而电视台记者们也是彼此恨恶彼
此，同时报社记者们和电视台记者们之间没有彼此恨恶。
4.2. 1.2 Schwarzschild (1996)
Schwarzschild (1996) 根据 Link (1983, 1987) 和 Landman (1989a, 1989b) 的
发现，并基于 Gillon (1987) 所提的 D-operator 的说法，提出了广义分配算子
31

Link (1983) 将谓词分为三种，一种是分配性谓词 (distributive predicate) ，例如“睡觉”
，其外延的论元
只能有一个；第二个是集合性谓词 (collective predicate) ，例如“包围”，其外延的论元必须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最后一类即混合性谓词 (mixed type predicate) ，例如“抬一台钢琴”，这类谓词可以是包含一个论元，
也可以包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论元。
32
实际上，按照罗琼鹏 (2009) ，中间解读也大致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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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 distributive operator) 的理论。该理论首先是为了解释一个含有复数
名词的句子为什么可能有三种解读：分配解读、中间解读 (类似于 Landman 所
说的组别解读) 和集合解读。Schwarzschild (1996) 认为这是因为复数名词的语义
内容导致的。他认为复数名词的语义内容是表示一个覆盖 (cover)，关于覆盖，
他给出如下的定义：

(10) C and A are sets, C covers A if:
1. C is a set of subsets of A.
2. Every member of A belongs to some set in C.
3. ∅ is not in C.

也就是说，一个复数名词可以形成在它所代表的集合上一系列的覆盖。这个覆盖
和集合论中的划分 (partition) 不同，因为它允许内容的重复。Schwarzschild (1996)
关于广义分配算子的定义如下 (Schwarzschild 将 D-operator 重新命名为 Part
operator)

33

。

(11) 广义分配算子定义 (Schwarzschild，1996)

34

：

α 和 β 是类型为<e, t>的变量，u, v 为 D*中的个体。对于所有的 α ， β 和 u：
u ∈‖Part(β)(α)‖iff ∀v[(v ∈‖β‖∧ v ⊆ u)→v∈‖α‖]

上述的定义表明，如果对于所有的个体 v，v 属于某一个谓词 β 的外延，而且 v
又属于个体 u，则 v 属于谓词 α 的外延，那么个体 u 属于一个谓词 Part(β)(α)的外
延。Schwarzschild (1996) 认为由于广义分配算子的限制域是一个基于名词所代
表的集合之上的覆盖，而广义分配算子将谓词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哪一个覆盖，
则是由语境决定的。所以，Schwarzschild 将语境因素建构到广义分配算子的定义
中，将上述的定义修改成 (12)：
33

Part operator 和 D-operator 的区别为前者不仅可以量化原子个体，也可以量化一个非原子个体，例如原子
个体的加合；而后者只能量化原子个体。以上区别可以使 Part operator 能够处理中间解读。

34

英文原文：Let α and β be variables whose values are object language expressions of type <e, t> and let u, v be

variables whose values are entities in D*. For all α, β, u:
u ∈‖Part(β)(α)‖if and only if ∀v [(v ∈‖β‖∧ v ⊆ u)→v∈‖α‖]
75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12) 广义分配算子定义 (Schwarzschild，1996，修改)
α 是类型为<e, t>的变量，u, v 为 D*中的个体。对于所有的 α ， β 和 u：
u ∈‖Part(Cov)(α)‖iff ∀v [(v ∈ [[Cov]] ∧ v ⊆ u)→v∈‖α‖]

举个例子，“孩子们推动了这些车”这个句子有下面的语义表达：
Part (Cov) (推动了这辆车)

(孩子们’)

Cov 取“孩子们”在语境中所代表的集合所形成的覆盖中，在语境中显著的覆盖。
因此，上述句子可能有三种解读：
1. 所有的孩子一起推动了这辆车。 (集合解读)
2. 孩子们分成了若干组，每一组都推动了这辆车。 (中间解读)
3. 每一个孩子都推动了这辆车。 (分配解读)
也就是说，Schwarzschild (1996) 将以往所认为的三类不同的解读，用同一种语
义运作表达了出来。
关于语境确定的合适的覆盖这一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降低了 Schwarzschild
(1996) 的广义量化算子理论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

参见 Winter, 2000)。

Schwarzschild (1996) 对语境如何确定合适的覆盖没有进行过形式化的论述，但
是 Schwarzschild (1996) 确实是指出了许多分配量化现象是被语境影响着的。下
面即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为了参照 Schwarzschild 所论述的英语中的
Part operator 来分析汉语“都”的情况，我们把英语“The books in the chart below
complement each other”译成含有“都”的句子)。
与表 6 相应的句子为：组 A 的小说和组 B 的非小说都相互匹配。如果我们
认为“都”只是一个全称量化词或者一个分配算子，那么就无法解释上述的句子
的合法性。全称量化词或者简单的分配算子要求将组 A 的小说”中的每一种小
说，和组 B 中所有的小说相匹配。然而这样上述的句子就不对了。因为根据下
面的列表，Alice in Wonderland 这本小说只和 Aspects 这本非小说相互匹配，而
不 和 其 他 的 书 相 互 匹 配 ； 而 Fantastic Voyage 这 本 小 说 也 只 和 Language
(Bloomfield)这本非小说相互补充，而不和其他的非小说相互补充。其他的小说
也类似。这说明全称量化词或者简单的分配算子的说法在这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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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来源于 Schwarzschild (1996)，为支持分配计算与语境有关这一观点。
组 A: 小说
Alice in Wonderland
Fantastic Voyage

组 B: 非小说
Aspects;
Language (Bloomfield)

David Copperfield,
Hard Times
Oedipus Rex,
Agamemnon
Richard III

Das Kapital,
The Wealth of Nations

Freud’s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Machiavelli’s The Prince

但是，广义的分配算子理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相互匹配需要两个论元，
根据语境，这两个论元的填充内容分别来自于组 A 和组 B。而且根据语境，组 A
中的 Alice in Wonderland 这本小说只能和 Aspects 这本非小说相匹配。其他小说
和非小说的匹配情况也类似。这样的匹配如果对所有组 A 的成员与所有组 B 的
成员都成立，那么这个句子就成立。上述的“相互”的英文“each other”，被
Schwarzschild (1996) 形式化为 paired Part operator (定义请参见 Schwarzschild,
1996, p. 84)。
4.2.1.3“都”的限制域为复数可数 NP 的分析
我们采用 Schwarzschild (1996) 对复数名词的定义，认为它是这个复数名词
所指称的集合上的覆盖。分配算子“都”将谓词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其中在语境
中最为显著的覆盖的所有个体。下面我们举例处理有关“都”的几个例子。
(13) a. 张三和李四都去上学了。
b. 同学们都喜欢李四。
c. 乌龟都爬出了水缸。
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用 Schwarzschild (1996) 的表达方法进行翻译，如 (14) 所示35。
(14) a. ∀X X ∈ Part
b. ∀X X ∈ Part
35

张三和李四
同学们

→ 去上学 X

→ 喜欢李四 X

(14) 及下文的表达式中，大写的“X”表示它是一个分组而非单纯的一个原子，当然一个分组可以只包
含一个原子。也就是说，“X”覆盖了原子和原子组成的分组这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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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

→ 爬出了水缸 X

我们举 (13b) 句为例。如果“同学们”在语境中是指小张，小刘和小王三个人，
那么在“同学们”上的覆盖至少有五个36：
1. {{小张，小刘，小王}}
2. {{小张}，{小刘}，{小王}}
3. {{小张，小刘}，{小王}}
4. {{小张，小王}，{小刘}}
5. {{小刘，小王}，{小张}}
在这个例子中，语境选择第二个覆盖作为合适的覆盖。于是，“都”将谓语“喜
欢李四”这一性质分配给第二个覆盖中的所有个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3c) 句中的光杆名词在汉语中可以指单数，也可
以指复数。如果语境中有 3 只乌龟，则 (13c) 句中的“乌龟”就倾向于指所有
的乌龟。然而，在 (15) 中，“乌龟”也可以不指所有的乌龟。如果 3 只乌龟中
的 2 只乌龟爬出了水缸，(15) 句仍然为真。
(15) 乌龟爬出了水缸。
也就是说，因为加了“都”，光杆名词就必须指所有的 3 只乌龟都具有“爬出了
水缸”的性质。这说明“都”进行分配计算时，同时具有全称量化的能力，或者
说，它需要将性质分配给限制域中的所有个体。这使我们能够在下面的实验中辨
别儿童是否意识到有“都”存在，如果儿童没有意识到“都”的存在或者不进行
处理，那么就能在 3 只乌龟中的 2 只爬出了水缸的情境下，接受 (13c)，并且也
接受 (15)。如果儿童意识到句子中存在“都”，那么儿童就会接受 (13c)，而同
时又拒绝 (15)。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儿童是否习得“都”的基本语义。
汉语中也存在 Landman (1989a, 1989b) 和 Schwarzschild (1996) 所提及的中间解
读。例 (16) 就可能有中间解读。
(16) 孩子们都挣到了 7 美元。
例 (16) 中，假设“孩子们”所指称的对象为 3 个男孩和 2 个女孩，因此在在集
合{[[孩子们' ]]}上的覆盖有许多，这里最有可能的是两种：
覆盖 1：{{男孩 1}，{男孩 2}，{男孩 3}，{女孩 1}，{女孩 2}}
36

由于 Schwarzschild (1996) 的覆盖与代数学上的覆盖性质不同，前者允许重叠覆盖。也就是说，不仅这
里不仅有 5 种覆盖，实际上还应包括{{小张，小王}，{小张，小刘}}这类覆盖。
78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覆盖 2：{{男孩 1⨁男孩 2⨁男孩 3}，{女孩 1⨁女孩 2}}
如果语境取覆盖 1 为显著的覆盖，则结果产生严格的分配解读，即“每个孩子都
挣了 7 美元”；如果语境取覆盖 2 为显著的覆盖，那么结果就产生中间解读，即
“男孩们挣了 7 美元，女孩们也挣了 7 美元”。
我们在综述中还提及一类名词短语，即表示组别的名词短语。英语中，这类
名词短语在句法上带的是单数特征，但是在指称上，却可以视为一个由多个物体
构成的一个整体。例如，
“代表团”，
“球队”
，
“军队”，
“委员会”等等。
“代表团”
中可以有 10 个成员，但是 10 个成员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这类名词在语义上，
一般还是被视为单数名词 (例如 Chierchia, 2010)。因此，虽然汉语缺乏形式的判
断，但由于“都”要求将性质分配给一个具有复数指称的个体，我们还是可以借
助“都”来考察这类组别名词的性质。
(17) a. 代表团都发言了。
b. 球队都在休息。
我们的语感告诉我们，例 (17) 的两个句子中的“代表团”和“球队”应该都是
指多个代表团或者多个球队而言的，而非指一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或者某一个球
队的所有球员说的。也就是说，
“都”无法分配到“代表团”和“球队”等组别
名词的内部结构上。这可能是因为组别名词在汉语中也是单数名词。我们在后面
将会讲到，如果“都”要将性质分配到单数名词的内部结构上，可以在这个单数
名词前加上“整个”等词，例如：
(18) a. 整个代表团都发言了。
b. 整个球队都在休息。
这时，(18a) 即指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发言了，(18b) 即指球队的所有队员都在
休息。

4.2.2 “都”的限制域为单数可数 NP
有时，单数名词可以直接成为“都”的限制域。例如：
(19) a. 这个苹果都被吃完了。
b. 这本书都被他读完了。
(19a) 的意思是苹果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吃完了，而 (19b) 的意思是这本书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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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被他看完了。以往语义学上一般用最小部分 (minimal part) 来定义“组成
部分”的概念，认为“都”将性质分配给所有的最小部分上。然而，这带来另外
一个问题，即最小部分如何定义的问题，即到底什么才是“这个苹果”的最小部
分？是一个化学意义上的分子还是在体积上为某个值的部分？这些都无法用语
义学表达出来（见 Champollion (2010) 及其中所提及的文献，关于最小部分的定
义问题我们在讨论“都”的限制域为地点名词和时间名词时还会涉及)。
Champollion (2010) 认为，为了避免最小部分的定义可能产生的问题，应该引进
分层指称 (stratified reference) 的概念。就如在“复数名词+都”结构中，谓词的
性质是分配给一个复数名词的所有成员，在“单数名词+都”中，谓词的性质是
分配给一个单数名词的所有构成部分。但是如果切分这些构成部分呢？这些部分
应该切分成多长或者多大才算是一个部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hampollion
(2010) 提供了一个分层指称的定义 (p. 116)：

(20) 分层指称定义
SRf,ε(K) P) ≝ ∀x P x → x ∈∗ λy

∧
ε(K)(f(y))

(谓词 P 对于函数 f 和阈限ε K 来说具有分层指称，当且仅当存在一种方法将每
一个项目的指称穷尽地切分成部分 (层级，strata)，这些部分都属于 P，并且只
有非常小的 f-值。非常小的 f-值是指满足ε K 的值。)

上述的定义是在事件语义学的框架下给出的，其意思是，分配量化实际上是将谓
词分配给某个项目的指称的部分上，这些部分的切分是根据于一个函数 f，而这
个函数的值应该满足阈限值ε K 。然而，我们怎么知道阈限值ε K 到底是多大呢？
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Champollion 是认为这个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限制域
(或者叫分配域，distributive key，阈限值函数ε K 中的 K 即分配域的意思) 的情
况而定的。如果限制域是一个复数名词，那么这个阈限值最为自然的就是原子个
体了，根据函数 f(y) 切分出来的部分自然也是一个个原子，所以分配算子将谓
语所代表的性质就分配给一个个原子。但是如果限制域是一个单数名词，例如“一
个苹果”，那么 ε K 就是相对于一个苹果来说很小的部分。具体多小，就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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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和说话人的观点而定了。37
上述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描述“都”的限制域为单数名词的情况。再看前面所
举的例子，编号改成 (21)：
(21) a. 这个苹果都被吃完了。
b. 这本书都被他读完了。
(21a-b) 可以翻译成 (22a-b)
(22) a. ∀x x
b. ∀x x

∧ ∃y[ε 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
这本书

∧ ∃y[ε 这本书

f(y))] ∧ y

f(y))] ∧ y

x → 被吃完′ x

x → 被他读完′ x

(其中，
“ ”沿用 Link (1983) 的定义，即表示“部分” (part of)，但是是配合加
合算子一起使用的，例如“john john ⨁ mary”。)
我们从上述的表达式抽取出适合于所有的“都”分配一个单数名词的情况的
式子：
λP λQ ∀x x

P y ∧ ∃z [ε P y

f(z))] ∧ z

x → Q x ]]

由于在 Champollion (2010) 的理论框架下，多个子事件的加合等于整个事件，
因此，他的理论实际上与 Link (1983) 和 Schwarzschild (1996) 的理论框架大致相
容。
引入 Champollion (2010) 分层指称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下面对不可数名词、
时间名词和地点名词作为“都”的限制域的描述。

4.2.3 “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 NP
“都”不仅可以以可数的复数名词、可数的单数名词为限制域，还可以以不
可数名词为限制域。但是一方面由于以往认为不可数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可数名
词的性质还不可知，汉语中对不可数名词的研究也不成熟，另一方面也由于语义
学上将不可数名词和复数名词等同处理，所以极少看到有文章专门讨论“都”的
限制域为不可数名词的情况。下面，我们将使用上面处理限制域为单数可数名词
的表达式处理不可数名词。

37

与ε K 函数的取值方式类似的有“大部分” (most) 的取值。由于 most 的取值有时并不是简单的指“多
于一半”，还可能和基数的大小以及说话者的不同标准有关，因此在定义“大部分”的语义时，需要将这一
部分留给语境来决定(参见 Cann, Kempson, & Gregoromichelaki, 2009 对 most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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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名词的情况如下：
(23) a. 酒都倒出来了。
d. 茶都沏到茶杯里了。
c. 金子都是黄色的。
d. 咖啡都有提神作用。
我们知道，不可数名词可能有两种解读 (参见 Krifka, 2003; Krifka et al., 1995 等)。
第一种是认为不可数名词表示一般名称 (general term)，表示事物的集合。第二
种解读解读是单数名称 (singular term) 或者类别指称 (kind reference)，表示事物
的加合，类似于不可数名词。例如“金子上面有黑点”中，“金子”可能有两个
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金子这种金属”，第二种意思是“语境中所指称的金子”，
前者是作为类别指称或者单数名称，后者是作为一般名称。上述例句中，(23a) 句
和 (23b) 句是单数名称解读，而 (23c) 句和 (23d) 句是类别指称解读。类别指
称解读类似于复数名词，因为其指称内容实际上可以视为由不同的种类构成的整
体。例如，(23c) 的“金子”即可视为所有种类的金子的集合，(23d) 的“咖啡”
可视为世界上所有咖啡的集合。因此，在下面的表达式中，我们使用 Schwarzschild
(1996) 的表达方法进行表达。
例 (23a) 中的意思，如果按照传统的表示方法，应该表示成：
(24) ∀x x

→ 倒到来 x

酒

(24) 的意思是，对于所有的 x，x 是酒的一部分，那么 x 倒出来了。然而，这个
表达有一个问题。给定一个语境，这个语境中，酒缸里还有少许的酒没有倒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酒都倒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倒出的酒的量比较大，
则句子真值为假。这说明这个句子的真值和酒的部分的阈限值有关，大于某一个
阈限值，则具有谓语所表示的性质，小于某个阈限值，则可以不具备谓语所代表
的性质。
Champollion (2010) 的阈限值ε K 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使用 (25a-d) 的
表达式翻译 (23a-d) 的四个例子，其中 (23a-b) 适用 Schwarzschild (1996)，(23c-d)
实用 Champollion (2010) 的表达方法。：
(25) a. ∀x x

酒

′

∧ ∃z ε

酒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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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 ∃z[ε

茶

f(z))] ∧ z

x → 沏到茶杯里′ x

c. ∀X X ∈ Part

熊猫’

→ 是黄色的′ X

d. ∀X X ∈ Part

咖啡’

→ 有提神作用′ X

可见， (23c) 句和 (23d) 句中，光杆名词的解读是类指解读，其语义不是指“这
里有一些金子，他们的颜色都是黄的”或者“这里有一些咖啡，他们都有提神作
用”；相反，其语义应是“黄金这种物体的颜色都是黄色的”，“咖啡这种物体都
有提神作用”。我们将这种语义转化成，
“世界上所有的黄金类别都是黄色的”和
“世界上所有的咖啡类别都有提神作用”。因此，我们使用 (25c-d) 中的[[黄金']]
和[[咖啡']]指称世界上的黄金和咖啡，然后 Cov 的取值确定类别和类别的大小，
这样，谓语“ 是黄色的′ X ”就指所有的类别都是黄色的，而谓语“有提神作用′ X ”
就指所有的类别都具有提神作用。这正是 (23c-d) 的语义。
同理，可数光杆名词的类别指称解读作为“都”的限制域的情况也可以视为
是“都”分配到光杆名词所指称世界上所有同类物体的类别上，例如 (26) 可以
表述成 (27)：
(26) 熊猫都有两个黑眼眶。
(27) ∀X X ∈ Part
Part

熊猫’ → 有两个黑眼眶′ X

熊猫’ 是指熊猫的所有分类，例如，按其性别分出雄性熊猫和雌性熊

猫，这时得到的合适覆盖是{{雄性熊猫}，{雌性熊猫}}，“都”将“有两个黑眼
眶”的性质分配给这一覆盖的子集，得到的解读是：雄性熊猫有两只眼睛，雌性
熊猫也有两只眼睛。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分类标准，将“个体”作为分类标准，
那么得到的覆盖应该是{{熊猫 1}，{熊猫 2}，{熊猫 3}，……{熊猫 n}}，“都”
同样将“有两个黑眼眶”这一性质分配给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从上述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ε K f(z))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语境来调节最小
部分的值。而在可数名词中，由于它的指称内容中，一个原子个体与另外一个原
子个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Chierchia, 2010)，而这导致原子与原子之间更容易区
分甚至数点(Rothstein, 2010, 2011)，因此，ε K f(z)) 基本上失去了作用。恰恰在
这时，Cov 的概念开始起作用了。因此，引入 Cov 和ε K f(z)) 这两个概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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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能将语言中两个层次的分配计算用语义学的方法表达出来。

地点名词和时间名词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别。这两类名词同时具有可数名词和
不可数名词两种解读。例如，
“三天”这个时间名词，我们可以认为是由三个“一
天”构成的复数名词，也可以认为是“三天这么长的时间”，即是一个不可数名
词。其中，地点名词和时间名词的复数名词解读和普通复数名词一样，可以使用
Cov 的概念进行处理，下面我们将不详细讨论。我们主要讨论地点名词和时间名
词作为不可数名词处于“都”的限制域时，如何用语义学方法进行分析的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对于“都”可以将一个性质分配给一个地方或者一段时间，在以往
的文献中罕有进行详细讨论的。下面先讨论地点名词。
“都”将谓语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一个地点，实际上是将性质分配给一个空
间。有些学者用最小部分的方法来表示关于地点名词分配运算。例如，Landman
(2011) 即探讨最小部分概念在分配运算中的适用性。Landman (2011) 在讨论最
小部分的概念时38，举了图 13 为例。

图 13：来自 Landman (2011)，描述最小部分的划分。

图 13 中，A 和 B 图中所显示的是三角形的墙纸，每一块包含三角形的墙纸的部
分也可以称为三角形的墙纸，例如 B 中切分出的那些部分。Landman (2011) 称
上述 B 图就显示了 A 图的最小部分的概念。因此，可以说 A 图的最小部分即一
个只包含一个三角形的部分，其特点即不可再分出一个包含了三角形的部分。然
而，这个最小部分的概念是在切分之后才确定的，即以 B 图中的切分结果来定
义 A 图的最小部分的意义，我们下面将论述，这在“都”的语义解释中是不可
行的。
38

和 Champollion (2010) 不同的是，Landman (2011)使用最小部分的概念，他根据的判断标准是这个最小部
分是否可以再分成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还保留着其整体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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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以地点名词为“都”的限制域的例子：
(28) a. 这些地方都种了兰花。
b. 这堵墙上都写着字。
c. 房间里都站着人。
d. 房间里都是衣服。
(28a) 句的意思是“这些地方”所指称的每一个地方都具有“种了兰花”这一
性质。也就是说，这时的逻辑表达式类似于普通复数名词的表达式。这类地点名
词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28b-d) 与单数可数名词类似，我们关于“都”的性质
的定义非常适用于这些句子。
首先，我们看 (28b-d) 句的语义。 (28b) 句的意思可以不指墙壁的每一个
空间都写着字， (28c) 句的意思也可以不是房间的所有空间里都站着人 (这也是
不可能的)，(28d) 的意思也并非一定指房间所有的地板空间都放着衣服。那么，
什么样的情况才能使 (28b-d) 为真呢？是否如 Landman (2011) 所说，将这堵墙
分成若干个部分，而每一部分都包含了一个字，这样就可以称为最小部分，而使
(28b) 为真呢？或者将这个房间的空间划分成若干份，只要每一个空间中站了一
个人就可以使 (28c) 为真呢？显然不可以。例如图 (14) 中，我们将墙面切分成
3 块，3 块上都写着字，这可以视为 Landman (2011) 所说的最小部分。但是这并
不使 (28b) 句为真。我们拒绝的理由是，还有很多空间上没有字。也就是说，
上面所切分出来的空间太大了。
天

人

地

图 14：Landman (2011) 的最小部分划分的想法无法解释图 14 的这个现象：将墙
面切分成三块，每一块都包含一个字，却不能使 (28b) 为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都”是将性质分配给一个最小部分，最小部分的
概念又采用 Landman (2011) 的定义，那么，这样的测试就是失败的。相反，我
们知道 (28b) 句是将“这堵墙”切分成许多很小的部分， (28c-d) 句是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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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房间”切分成很小的空间，而这些极小的空间都写着字或者都站着人或者都放
着衣服。至于这个极小的空间到底要多小，这个要根据于墙面的大小和房间空间
的大小、以及说话者的观念而定。因此，这显然应该交由一个由语境进行赋值的
变量进行操作。这个由语境进行赋值的变量用 ε K f(z)) 非常容易表示，我们将
(28b-d) 翻译如成 (29a-c)：
(29) a. ∀x x

这堵墙

∧ ∃z[ε

f(z))] ∧ z

这堵墙

x → 写了字′ x

b. ∀x x

房间

∧ ∃z[ε

房间

f(z))] ∧ z

x → 站着人′ x

c. ∀x x

房间

∧ ∃z[ε

房间

f(z))] ∧ z

x → 是衣服′ x

同理，当“都”的限制域是时间名词时，我们也是将时间切分成若干段。下
例中，“都”的限制域为时间名词。
(30) a. 这三个星期张三都在打理这栋大厦。
b. 这三个星期张三都会收到一张贺卡。
c. 前十分钟张三都在写论文。
(30a)中的“这三个星期”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量度解读 (measure reading)，
指“三个星期”是由三个“一星期”构成；另外一种解读是整体解读 (individual
reading)，意思是“三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39 (Rothstein, 2009)。量度解读的分
析和复数名词。 (30a) 句中，“都”偏向于将“在打理这栋大厦”分配给“三个
星期”这么长时间的每一个部分；而 (30b) 句中，
“都”偏向于将“会收到一张
贺卡”分配给三个星期的每一个星期；因此，(30a) 句中的“这三个星期”偏向
于取整体解读，(30b) 句中的“这三个星期”偏向于取量度解读。我们知道，(30a)
句为真并非要求每时每刻里张三都在打理这栋大厦，然而 (30c) 句却要求前十
分钟张三必须都在写论文。如果有一分钟张三出去干别的事情了，则句子不正确。
我们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 (30a) 句中的“三个星期”的时间跨度
长，所以ε K f(z))所设的标准粒度也大。在这一标准粒度的阈限值以下的时间里
张三没有在打理这栋大厦并不影响真值。相反，由于“十分钟”的时间跨度很短，
ε K f(z))所设定的切分标准粒度也小，可能达到 30 秒左右，因此，如果有 1 分

39

汉语中，我们也可以在许多其他地方看到这类差异，例如，“两斤的西瓜”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某个重两斤的西瓜”，另外一种意思是“西瓜 (可能是半个西瓜) 的重量为两斤”；前者是 individual reading，
后者是 measur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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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左右没有在写论文，那么就超过了阈限值，超过这一阈限值的时间里，不具有
谓语所代表的性质，那么句子的真值自然为假。可见，所谓极小部分的设定应当
考虑语境因素，特别是限制域的内容。
我们可以将 (30a-c) 句的语义翻译成 (31a-c)：
(31)

a.

∀x x

这三个星期

∧ ∃z ε

这三个星期

f z

∧z

x→

∧z

x→

张三在 x 打理这栋大厦
b. ∀x x ∈ Part
c.

∀x x

这三个星期′ → 张三会在 x 收到一张贺卡
∧ ∃z ε

前十分钟

前十分钟

f z

张三在 x 打理这栋大厦

4.3 “都”的限制域为量化名词
可以和“都”共现的量化名词有很多，例如“许多 (的) ”+NP，
“大量(的) ”
+ NP，
“大部分(的) ” +NP，
“所有(的) ”+NP，
“每 (+NUM+CL) ” +NP，
“整
+CL+NP ” 等 等 。 下 面 我 们 先 看 看 S. Z. Huang (1996) 重 点 讨 论 过 的 “ 每
(+NUM+CL)+NP”和“都”共现及不共现的情况。

4.3.1 “每”字短语和“都”
关于“每”的形式化研究，最早应该起源于 Lee (1986)，但是 Lee 没有具体
指出“每”的语义内容。Lee 将“每”和“都”都当成全称量化词。由于 Lee 没
有从组合原则的角度考虑，所以并没有关注“每”和“都”如果都是全称量化词，
那么两者的共现问题该如何解决的问题。S. Z. Huang (1996) 提出了这一问题，
并且对“每”的分布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S. Z. Huang (1996) 认为“每”是一个带有斯科林化要求的算子。她对“每”
和英语的“every”的定义如下：

EVERY (P, f(P)) 为真当且仅当对于每一个 P'，P' ⊆ P，P'是 f(P')的子集，f(P)是
通过一个完全斯科林函数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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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Huang 举了下面“每”的分布为证据，来说明在“每”的辖域内需要有
一个变量，以提供给“每”进行斯科林化：
1. 每(+ Num+CL)+NP……不定指 NP，例子：每个女孩分到一个苹果；每个人交
1000 元房租。
2. 每(+Num+CL)+NP……反身代词，例子：每个代表谈了谈自己。
3. 每(+ Num+CL)+NP……不定副词短语，例子：每个歌星红了一年。
4. 每(+ Num+CL)+NP……都 VP，每个人都在睡觉。
其中，第四种情况下，
“都”取 VP 形成一个事件变量，让“每”进行斯科林化。
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英语中最有可能产生斯科林化函数解读 (functional
reading, Chierchia, 1993) 的在汉语中反而有时不可以：
(32) a. 每个人都喜欢吃他母亲做的菜。
b. ??每个人喜欢吃他母亲做的菜。
(32b) 中，
“他母亲”的解读应该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取值变化而变化，即“他
母亲”参与了斯科林化。然而对作者而言，(32b) 句在语感上难以接受。这说明
“每……自己”能够接受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40。另外，我们也发现“每”后反
身代词并不一定都能使句子完全可以接受：
(33) a. ？？每个警察尊重自己。
b. 每个警察都尊重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将“每个人谈了谈自己”的“自己”换成“张三”，我们感觉两者
在语感的可接受程度上是类似的：
(34) a. 每个人谈了谈自己。
b. 每个人谈了谈张三；每个人谈了谈对张三的感受。
而在英语中，像 (a) 这样的句子也是可以说的，例如“Every policeman admires
himself.”可见，反身代词是否可以和不定 NP 同样处理还很难说。这也说明，
“每”

40

关于“每……自己”的结构的可接受度为什么相对较高，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们认为，
“每……自己”有时可以接受，是因为有个隐含的“不同的”在起作用。例如，
“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承受
力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工作。”这里，虽然没有显性的“不同的”这类词对“每”字短语形成的指称进行分
别陈述，但是，在句子中已经暗含了这一层意思，所以句子的可接受度才会有显著的提高。至于“每字短
语……各不相同”结构在下文中将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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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短语不需要“都”共现的情况并不稳定。我们后面将会提及，还有许多情况下，
“每”字短语似乎也不需要“都”共现，这些情况包括：
5. 每(+ Num+CL)+NP……wh 短语
(35) a. 每个人需要交多少钱？ (百度搜索)
b. 每个女孩喜欢上哪个小伙子？
这个例子可以纳入 S. Z. Huang 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因为 wh 短语可以认为是
一个变量。我们将这个例句和“每个人都需要交多少钱？”进行对比发现，当问
没有都的问句时，问话者极有可能知道每个人要交的钱不一样。只有说话者认为
每个人要交的钱可能一样时，才会使用“都”字。这说明“都”是要突出共同项。
如果没有“都”，“多少钱”的值要随着“每个人”的取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
如果我们认为 wh 短语是一个存在量化的 NP (S. Crain, Khlentzos, Thornton, &
Zhou, 2009; Hamblin, 1973; Karttunen, 1977; Ke & Gao, 2010)，那么其处理方式就
可以和“一个 NP”相同。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 (35) 中的例句是合法的了。
6. 每(+ Num+CL)+NP…… (各) 不一样/各有各的 NP
(36) a. 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 (各) 不一样。 (百度)
b. 每个人各有各的优点。
由于“各”是一个严格的分配算子 (其分配要求比“都”还要强，表现在它和集
合性谓词不相容，请参见 Zhang (2007))。因此，和“都”一样能够和“每”同现。
7. 每(+ Num+CL)+NP……不是 VP1，就是 VP2
(37) a. 每个人不是进来撒个慌，就是进来吹个牛。 (百度)。
b. 临近毕业的时候，每个研究生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准备考研。
“不是 VP1 就是 VP2”是将主语所指称每一个成员进行陈述，分配的 VP1 或者
VP2 中任何一个给这些成员。句子可以接受。
8. “每字短语……总是/无一不是”
(38) a. 每天总是闲不住，不是抹抹桌子，就是晒晒豆子、枣子等等。
（北大语料）
b. 14 年的改革过程中，江苏前进的每一步，无一不是抓住了良机。
（北大语
料）
“总是”和“无一不是”与“都”类似，都能处理“每”字短语所形成的集合中
的每一个子集。
(1) 到 (8) 这八种“每”字短语出现在句子的主语位置，同时又不需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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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的情况的共同点在于，
“每”字短语之后有一个可以对“每(+ Num+CL)+NP”
的指称内容中的每一个项目进行分别陈述 (或说进行分配) 的项目。有两种方式
可以实现对“每”字短语所指称内容的每一个成员进行分别陈述或分配。第一种
是以为谓语部分提供了分配计算或者分别陈述，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每”字短语
之后有存在量化短语，这也可以形成某种的分别陈述（即斯科林化）。其中，分
别陈述又包含两种类型，第一种例如“都”，
“总是”，
“无一不是”等是分配同一
种性质的谓语，而“各不相同”，
“不是 VP1 就是 VP2”分配两种或者更多性质的
谓语。
4.3.1.1 “每”字短语和斯科林化
我们知道，逻辑学上，斯科林化的适用情况是，如果有一个存在量化词处于
一个全称量化词之后，那么其取值就可能依赖于全称量化词的取值，这时，可以
用斯科林函数将这种依赖关系表现出来。例如，
“每个女同学都喜欢一个男同学”
这个句子可以表述如下：
(39) ∃x. ∀y [女同学' (x)∧男同学' (y) → 喜欢' (x, y)]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男同学”的取值取决于“女同学”的取值。如果女同学和
男同学的喜欢关系如图 15 所示，那么当“女同学”的取值为“小红”时，
“男同
学”的取值为“小明”；当“女同学”的取值为“小芳”时，
“男同学”的取值就
为“小明”
。我们可以用斯科林化这一处理程序将存在量化词从表达式中去除，
并将上述一阶谓词逻辑转化成二阶谓词逻辑，如 (40) 所示。

图 15：“男同学”的取值取决于“女同学”的取值。

(40) ∃f. ∀x( female-classmate' (x)∧male-classmate' (f(x))→like' (x, f(x))，其中 f 是
斯科林函数 (Skolem Normal Form)。
但是当“一个男同学”占广域时41，其取值不再依赖于“女同学”的取值，
41

汉语中，许多研究者认为“每……都……不定名词”无法得到不定名词占广域的解读，然而研究表明，
这和谓词的类型有关，例如地点谓词就更容易使句子出现不定名词占广域的解读，
“每个人都去了一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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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只要将上述表达式中的 f 值设为常数即可，或者如 Kratzer (1998, 2003)
所建议的，将 f 视为一个说话者脑中的选择函数 (choice function，我们这里不深
入讨论选择函数的应用，只对斯科林函数进行简单的应用。关于选择函数在自然
语言处理中的应用的细节讨论请参见 Reinhart (1997)，Winter (1997, 2000, 2004)。)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每”字短语之后出现了存在量化短语之后，发生了斯
科林化，这个斯科林函数将存在量化短语所指称的内容映射到一个和“每”字短
语所指称内容相对应的值上。我们认为“每”是一个划分选择算子 (partition
choosing operator)，它区别于普通复数名词的地方在于，普通复数名词能够形成
所有类型的划分，然而，“每”只能形成一种划分。它作用于一个指称的集合，
得到集合的集合，其语义类型为(e→t) →(e→t)。但是“每”不直接作用于一个名
词短语，而是以数量名词为“标尺”对名词的指称对象进行分组。也就是说，
“每”
带着“分组”的能力。分组的单位即为数量名词的指称内容。举个例子：
(41) a. 每一个人都有一辆车。
b. 每两个人都组成一个小组。
上述两个例子中， (41a) 的“每”作用于“一个人”
，得到一个集合的集合，其
所有子集的内容全是“一个人”。 (41b) 中，所形成的集合的子集的单位为“两
个人”。如果语境中，
“人”的指称对象有四个，即{丁丁，冬冬，小明，小红}，
那么，“每一个人”和“每两个人”各自所形成的分组的集合分别可能是：
(42) a. {{丁丁}，{冬冬}，{小明}，{小红}}
b. {{丁丁，冬冬}，{小明，小红}}
我们接着假设，上述分组需要得到处理，这样才能实现“每”的语义。然而，
处理“每”进行了分组的集合，至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即通过斯科林化之后，
“每”字短语的每一个分组和“每”字短语辖域内的存在量化词之间形成匹配；
第二种方式即由“都”等将谓词所代表的性质一一分配给这些分组。如果上述两
种方式都无法提供，则句子将不合法。42
4.3.1.2 “每”的语义
在给出我们对“每”的语义描写之前，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如 Yang (2001) 所

(Jackendoff, 1972; Zhou, 2007; Zhou & Gao, 2009)。
42
我们暂不讨论“各不相同”等如何处理“每”字短语所形成的集合的集合。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与“都”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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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我们不能忽略“每”后需要跟上数量词。数词表示一个分组所包含的原
子数，量词表示后面的名词是以该量词为单位进行数算的。虽然不可数名词的特
征即为不可数算，但是只要前面加上量词，则可使不可数名词成为可数算的。例
如 (43)：
(43) a. 每一杯纯净水含有十毫克钙。
b. 每两箱啤酒有一个得奖的机会。
“杯”和“箱”将“纯净水”和“啤酒”变成可以数算的，所以能够使“每一杯
纯净水”与“每两箱啤酒”和“十毫克钙”以及“一个得奖的机会”形成匹配。
进行上述的讨论之后，我们给出上述 (43a) 句和 (43b) 句的语义表达如下：
(44) a. ∃f ∀X X ∈

纯净水

∧ 杯 X

1 ∧ 十毫克钙 f X

→ 含有 X, f X

b.
∃f ∀X X ∈

∧ |箱 X |

啤酒

2 ∧ 一个得奖的机会 f X

→ 有 X, f X

(44) 所列的表达式中，杯'(x)表示量词“杯”是一个谓词，从一个实体投射到一
个以量词为单位进行数算的实体 (from an entity to an countable entity)。“|X|”表
示 X 这个分组所包含的单位数量。f(x) 是一个语境提供的新函数，即斯科林化
函数。
我们抽取出“每”字短语的语义如下：
[[每一杯纯净水']]：
λR ∀X X ∈

纯净水

∧ 杯 X

1→R X

下面是“一杯纯净水”的语义：
∃P P ∈

纯净水

∧ 杯 P

1

“每”的语义：
λP λR ∀X X ∈ P ∧→ R X
上述对“每”的语义的描述，与 Lin (1996，1998a) 和 Yang (2000，2001) 不
同 (Lin 和 Yang 对“每”的语义描写细节见综述）
。因为上述的语义描述将“每”
作为一个划分选择算子，虽然它作用的对象仍是整个集合，但是其全称要求不是
作用于具体的个体上，而是作用于由 CL+NP 结构形成的分组上 (所以我们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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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的 x，而用大写的 X)。请看 Yang (2001) 的描写：
每

λP λQ ∃X ∀x ∈ X ↔ P x ∧ Q X

我们认为我们的处理更准确地描述了句子的语义。因为类似“每一杯纯净水含十
毫克钙”这样的句子，也许语境中存在一些水放在缸里，另外还有三杯水放在桌
子上。当我们说“每一杯纯净水含十毫克钙”时，和所有的水没有任何关系，只
一杯一杯的水有关。而且，Yang (2001) 的处理是让全称量化首先作用于由光杆
名词所引出的变量 x，然而，按照 Yang 的理论框架，
“每”并不直接取光杆名词
所引出的变量为论元，而是取整个数量名词短语作为量化对象。因此，我们认为
应将整个数量名词短语直接作为全称量化的论元，才符合组合原则。
我们认为斯科林化函数能够处理“每”字短语所形成的具有内在分组结构的
集合。下面我们给出在进行斯科林化后，“含有十毫克钙”等的语义表达：
“含有十毫克钙”的语义表达：
λP ∃f ∀X X ∈ P ∧ 十毫克钙 f X

→ 含有 X, f X

“含有”的语义表达：
λQ λP ∃f ∀X X ∈ P ∧ Q f X

→ 含有 X, f X

“十毫克钙”的语义表达：
λP ∃f ∀X X ∈ P ∧ 十毫克钙 f X
上述的推导表明，斯科林化函数具有(e→t) →(e→t)的类型。这是因为斯科林函
数的功能是将一个集合投射到了另外一个集合上。
图 16 是我们根据组合原则对“每一杯纯净水含十毫克钙”进行推导43：

43

句法规则使用 Chomsky (1981, 1982, 1986) 的句法框架，进行了适当简化。关于这个理论请看 Haegeman
(1991)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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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每一杯纯净水含十毫克钙”的推导式。

但是当“每”和“都”共现时，“每”和“都”各自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请
看下面的句子：
(45) a. 每一个人都走了。
b. 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
上述两个例子似乎说明，“都”和不定名词等的作用类似，两者都能对“每”的
分组进行处理，这也是 S. Z. Huang (1996) 以及罗琼鹏 (2009) 的看法。然而，(46)
的语料似乎表明当“每”所切分出的分组的成员在一个以上时，就无法通过“都”
进行处理了。
(46) c. ？？每两个人都在骑马。
d. ？？每两个人都去过医院。
但是，如果我们将 (46) 中的句子中的“两个人”改成“一个人”，句子就成为
完全可以接受的了。
(47) c. 每一个人都在骑马。
d. 每一个人都去过医院。
这说明，
“每一个人”和“每两个人”的性质可能不同，
“都”与“每一个人”兼
容，但与“每两个人”似乎不兼容。而且，当在宾语位置出现数量名词时，(46)
中的句子也会变为可接受的：
(48) a. 每两个人都骑着一匹马。
b. 每两个人都去过一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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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两张桌子上都站着两个人。
d. 每两个人都打了一次架。
所以，能够处理“每两个”形成的分组的，只有谓语内的数量名词短语。“都”
只能处理形成为原子分组的单位，
“每一个人”形成的分组是以原子个体为单位，
“每两个人”是以两个原子为单位。语言中既然存在“每”所形成的有两个原子
的分组，那么就需要进行处理，
“都”只处理到“每”字短语所形成的子集上，
却无法深入处理子集里的原子。我们用图 17 描述一下“都”处理的过程：

图 17：“都”分配的层次。

也就是说，
“都”将骑着马的性质分配给“两个人”。然而，如果“都”将“骑着
马”分配给所有两个人两个人的小组，我们知道，借用 Link 的 D-operator，其结
果是所有的人都骑着马。这样的处理结果就和“每个人都骑着马”的处理结果一
样了。那么，将“两个人”分为一组也就没能达到分组的效果。我们想语言会不
允许“分组”的无效。因此，需要有个斯科林函数将“每两个人”和“一匹马”
进行匹配。这个函数的映射结果是将“每”字短语形成的分组都映射到数量名词
短语所形成的集合上，因此可以认为“每两个人”所形成的分组得到了处理。这
也解释了在宾语位置，“每一个 NP”可以自由出现，而“每两个 NP”无法自由
出现的情况，如下列对比所示：
(49) a. *张三把这些花送给了每两个人。
b. 张三把这些花送给了每一个人。
(49a) 中“每两个人”处于宾语位置时句子不可接受，而“每一个人”处于宾语
位置时句子可以接受。所以这里的问题并非是类型转换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且，
(49a) 的不合法也再次说明汉语中的普通量化名词不会出现量化词提升现象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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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鹏，2009；蔡维天，2008)。
我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两个人”在宾语位置的可接受度的差异，可能
来源于“每一个人”发生语法化有关。这点我们虽然不知道是否具有来自历史语
言学的证据，但是“每一个人”和“每两个人”的下述对比支持我们的想法：
(50) a. 每一个人 = 每个人 = 每人
b. 每两个人 ≠ 每个人 ≠ 每人
c. 每一个人都很想家。
d. ？？每一人都很想家。
e. 每一个人有一部手机。
f. 每一人有一部手机。
g. 每两个人都分到一台电脑。
h. 每两人分到一台电脑。
(50a) 和 (50b) 的差别表明，
“每一个人”可以进行多种省略，然而“每两个人”
不可以，这说明“每一个人”比“每两个人”在语法化的路程中走得更远。(50c)
与 (50d) 的对比说明，
“每一个人”后面如果没有不定指名词时（即不发生斯科
林化以对“每”字短语所形成的分组进行匹配时，则不可以简化成“每一人”；
而当“每一个人”后有不定指数量名词时，则可以简化为“每一人”(50e-f)，而
且，从例(50g-h) 可以看出，
“每两个人”后有不定指数量名词时，和“每一个人”
一样，可以简化为“每两人”。这说明“每一个人”和“每两个人”不同，前者
似乎可以有两种解读。
我们已经说过，
“每”是一个划分选择算子。它在光杆名词所形成的覆盖中，
按照数量词的要求选择需要的覆盖类型。例如，
“每一个人”中，
“每”根据光杆
名词“人”的指称所形成的覆盖，以“一个”为分组标准，选择由“一个人”为
单位过程的覆盖。例如，语境中，如果“人”指{张三，李四，王五，和阿 Q}，
那么“人”形成的覆盖类型至少包含以下几种：
(51) 1. {{张三}，{李四}，{王五}，{阿 Q}}
2. {{张三，李四}，{王五，阿 Q}}
3. {{张三，李四，王五，阿 Q}}
“每”以“一个”为标准进行选择，所选择的是 (50) 中的第一种划分(或说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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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个人”所选择的划分属于第二种 (我们注意到也许第二种划分中，{张三，
李四}可能不再是一个由原子构成的集合，相反，有可能是整个构成一个原子。
如果是这样，那么“每”更应该被称为分组算子）。显然，
“每一个人”比“每两
个人”所选择的覆盖更容易等同于一般全称量化。
另外，我们发现也许当“每两个人”所形成的分组后有两个论元的谓语时，
句子也可以成为可接受的。请看以下的句子：
(52) a. 操场上每两个人都在跳舞。
b. 教室里每两个人都成为了朋友。
c. 每两个人都在一起跳舞。
d. 每两个人都合用一个厨房。
如果 (52a) 句的场景如图 18 所示，则句子应该可以接受。

图 18：相应的句子为“每两个人都在一起跳舞”。

Lin (1998a) 曾经提起过一个例句，用于证明将“每”处理成分配算子是不适
当的。他举的例子如下：
(53) 每一组小孩都画了一张画。
Lin (1998a) 认为如果“每”是一个分配算子，那么就应该是将“画了一张画”
分配给每一个小孩，然而句子的意思是是“每一组”而非“每一个”小孩画了一
张画。我们的想法虽然结果与 Lin (1998a) 的语感相似，但是，我们认为原因在
于，“每”作为一个划分选择算子，会首先以量词“组”为单位确定原子，然后
以数量词确定每一个小组的原子数量。因此，上述的句子中，原子不再是“一个
小孩”，而是“一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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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处理也避免了 Z.H. Huang & Jiang (2009) 所指出的错误。Z.H. Huang &
Jiang (2009) 认为 Lin (1998a) 和 Cheng (2009) 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如下的对立：
(54) a. *每一个人都是同学。
b. 这些人/他们都是同学。
如果“每”是一个加合算子，那么就使“每一个人”的指称等同于“这些人”或
者“他们”，也表示一个简单的复数名词。然而事实是， (54a) 句不可接受， (54b)
句可以接受。所以 Z.H. Huang & Jiang (2009) 认为应该将“每”处理成分配算子。
我们认为，将“每”视为划分选择算子的想法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上述 (54a) 句
和 (54b) 句的对立。这是因为，(54a) 句中，量词“个”将原子定为“一个人”，
而数词“一”限制了一个分组所包含的原子数量必须是一个。Lin (1998a) 的广
义分配算子理论认为“是同学”需要有两个论元的覆盖。因此，“每一个人”所
形成的分组的内部结构和“是同学”所要求的分组内部结构不相符合，故句子不
合法。然而，“这些人”或者“他们”这些典型的复数名词所形成的覆盖可以是
具有两个论元的覆盖，因此和“是同学”的要求相符合，故句子合法。

4.3.2 “整”字短语和“都”
“整”字短语也可以和“都”共现。“整”和“每”非常相似，两者都可以
后加数量名词短语。但是，由于整后的数词必须是“一”，所以通常可以省略；
而“每”所带的数词可以是“二”或者以上的数字，所以只有在为“一”的时候
可省略，其他情况不可省略。“整”作用于一个名词，将名词所指称的事物的部
分进行加合，并以量词为单位，得到一个单位的整体。例如，“整张桌子”即将
桌子的部分进行加合，得到以“张”为单位的桌子，其数量为一，即以一张桌子
为一个整体。
我们在前面提过单数名词+“都”的情况及其语义表达。有时单数名词需要
前加“整+CL”后才能加“都”。下面我们要分析“整”字短语和“都”共现的
情况。
我们认为“整+CL+NP”和“每+Num+CL+NP”在本质上都是对复数 NP 所
形成的覆盖的选择。不过和“每”不同的是，
“整”的分组对象比“每”的分组
对象低一个等级。我们前面讨论过，
“每”所带的数词，可以是“一”
，也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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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这是因为“每”分组时，是以量词切分原子，然后数词用于定义每一个组
里包含的原子的数量。然而，
“整”一般不带数词 (我们猜测也许隐含了数词“一”，
然而由于这个位置只能出现“一”，不能出现其他数词，所以更为常见的是省略
“一”)，正如例 (55) 所显示的：
(55) a. 整个人都摔痛了。
b. 整 (*两) 个人都摔痛了。
所以，我们认为“整”所处理的范围是量词所定义的单位下的所有组成部分。它
将所有的组成部分组成单一的组。如果我们用集合来表示，假设整个人有四个部
分，那么整个人就可以表示成{{part 1，part 2，part 3，part 4}}。实际上，这等
于是选择了基于这四个部分之上的覆盖中的只有一个分组的那个覆盖。因此，我
们认为“整”的语义内涵即选择只有一个集合的覆盖。如果没有“整+CL”，则
句子会以可数名词 NP 的自然单位 (即以原子为单位) 形成覆盖，例如：
(56) a. 人都摔痛了。
b. 苹果都被张三吃了。
(56a) 句不指人的每一部分都摔痛了，而是指语境中所有的人都摔痛了；同理，
(56b) 句不指某个苹果的所有部分都被张三吃了，而指所有的苹果都被张三吃了。
然而，当 NP 是不可数名词时，由于 NP 本身没有自然单位，因此会形成以组成
部分为单位的集合。
(57) a. 酒都喝完了。
b. 整瓶酒都喝完了。
当语境中，“酒”就是指桌子上的一瓶酒的话，上述两个句子的语义是相同的。
我们将上面的 (55a) 句和 (57b) 的语义翻译如下：
(55a') 整个人都摔痛了。
∀x x

人

′

∧ ∃y ε 人

f y

∧ |个 人 |

1∧y

x → 摔痛 x

f y

∧ 瓶 酒

1∧y

x → 喝完 x

(57b') 整瓶酒都喝完了。
∀x x

酒

∧ ∃z ε 酒

将“整”与“每”的语义相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者有一个相同点，即两
者实际上都是对覆盖的一种选择。这时，我们认为，Schwarzschild (1996)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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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用进行选择的覆盖，在汉语中，可以由一些算子进行选择。“每”和“整”
是对语言中对覆盖的选择。“每”字短语选择了以数量名词短语为基本成员的覆
盖；而“整”是取以量词为单位，将所有该单位下的部分组成的覆盖。明显，
“整”
字短语比“每”字短语更倾向于指称一个整体。而相较而言，“每”字短语更倾
向于注重分组。
请看下面的对比：
(58) a.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条毛巾。
a'. *整个人都贴着一个贴纸。
b. 每只铅笔都扎上了一条彩带。
b'. ？？整盒铅笔都扎上了一条彩带。
c. 每瓶啤酒都盖了一个章。
c'. ？？整箱啤酒都盖了一个章。
可以看到，上述 (58a) 与 (58a')， (58b) 与 (58b') 以及 (58c) 与 (58c') 的对比
说明由于“每”字短语更注重分组，所以更容易产生斯科林化对其分组进行匹配，
而“整”字短语更侧重一个整体，较难产生斯科林化，其优势解读是整体解读。
因此，在语言事实中，我们预测“每”字短语对“都”共现的要求很高，而
“整”字短语则对“都”的共现要求不高。
我们做过一个小型的统计，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CCL 语
料库) 以“每个人”和“每一个人”为查找词所搜索到的第一页语料进行了统计
(平均有 25 例左右)，结果“每”字短语处于主语位置 (或者是嵌入句主语位置) 的
句子中，“都”的出现率为 90%或以上。这说明“每”字短语大致上需要都的共
现。但是对于“整个 NP”来说，我们调查了 142 例“整个 NP”处于主语位置的
句子，其中有 34 例有“都”与之共现，所占比率为 2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 NP”确实与“每”字短语不同，它更强调许多部分构成了一个整体。

4.3.3“所有”、
“大部分”、
“大量”、
“许/很多”、
“三分之一”和“都”
和“都”共现的量化词短语还包括“所有”、
“大部分”、
“大量”、
“许/很多”、
“三分之一”等一系列限制数量的量化词。由于“所有”和其他量化词可以形成
一个等级，所以我们也使用广义量化理论处理“大部分”等词的语义的方法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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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有”，而不使用全称量化算子。下面是这些量化词和“都”共现的例子：
(59) a. 所有的学生都来上魔术课了。
b. 所有女生都批评张三。
c. 大部分大象都生活在热带地区。
d. 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冬天。
e. 很多人都忍受不了张三的呼噜。
f. 许多报社都没有专门的体育记者。
g. 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准备罢工。
h. 一半的贫困家庭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
Lin (1998a) 基于 Yabushita (1989) 而对“大部分”的语义进行了不同的分析，
主要是考虑当谓词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论元时，“大部分”并没有量化到 NP
的原子上。Lin (1998a) 给出的表达式如下：
大部分
|Z|

|X|

⇒ λP λQ ∃Z ∃X P X ∧ ∀Y P Y → Y ⊆ X ∧ Z ⊆ X ∧ Q Z ∧
|Z| ]]]

其中，P(X) 和 ∀Y (P(Y)→Y ⊆ X) 两个条件是为了说明这里的 P(X) 要表示语境
中 NP 的最大化指称；另外，Z 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表示“大部分 NP”的
集合。
我们认为，“所有”和“大部分”等量化词一样，是对它所量化的 NP 的数
量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可以不将“所有”处理成全称量化词，而处理成表示数
量约束的词。实际上，进行这样处理之后，句子的语义并没有变化。下面，我们
给出 (59a) 、 (59c) 、 (59e) 和 (59g) 的语义表达如下：
(59) a. 所有的学生都来上魔术课了。
a'. ∃Z∃X X ⊆

学生

来上魔术课 u ∧ |Z|

∧ ∀Y Y ⊆

学生

→ Y ⊆ X ∧ Z ⊆ X ∧ ∀u u ∈ Z →

|X| ∙ 1

c. 大部分大象都生活在热带地区。
插入说明一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大部分 NP”是指多于一半数量的
NP 并没有问题，然而，有时并不十分准确。例如，当我们有 100 只熊猫，有 51
只熊猫病了，然后我们说“大部分熊猫病了”恐怕有点不能接受，特别是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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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细数，只是凭感觉进行估计时。这在不可数名词上尤为明显，例如，我
们说“把大部分水倒入瓶子里”
，如果一个人只将一半多一点的水倒入瓶子，我
们就要认为他没有遵守指示了(参见 Cann, et al., 2009)。也就是说，实际上，当
说出“大部分”时，说话者脑中有一个标准，只要大于或者等于这一标准就可以
认为是“大部分”。我们可以用 c 来表示这一由语境确定的值。根据这一思路，
我们采用 Cann, et al. (2009) 的表示方法来描写含有“大部分”的句子的语义内
容。
c'. ∃Z∃X X ⊆ 大象′

∧ ∀Y Y ⊆ 大象′

生活在热带地区 u ∧ |Z|

| |∙

→ Y ⊆ X ∧ Z ⊆ X ∧ ∀u u ∈ Z →

，c 由语境赋值，c≥0.5。

c 即语境提供的标准，随着说话者以及语境中 NP 的指称内容的数量而定。
e. 很多人都忍受不了张三的呼噜。
e'. ∃X∃Z X ⊆ 人′

∧ ∀Y Y ⊆ 人′

忍受不了张三的呼噜 u ∧ |Z|

44，c

→ Y ⊆ X ∧ Z ⊆ X ∧ ∀u u ∈ Z →
由语境赋值，c≥2。

由于“很多人”的内涵与说话者的标准，以及语境中 NP 指称内容的数量都很有
关系，我们无法找出一个确定的值，只有由语境进行赋值。然而，我们知道，只
有两个人去上学一定不能说“很多人去上学”
，因此，我们给“很多人”设置了
底线。
g. 三分之一的工人都准备罢工。
g. ∃X∃Z X ⊆ 工人′
准备罢工 u ∧ |Z|

∧ ∀Y Y ⊆ 工人′

→ Y ⊆ X ∧ Z ⊆ X ∧ ∀u u ∈ Z →

|X| ∙ 1/3 。

4.4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
在第三章中我们列出“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 wh
短语在“都”左边，第二种情况是 wh 短语在“都”右边。第一种情况下，wh
短语取自由选择解读，和“任何 NP”具有类似的语义。第二种情况下，wh 短语
取疑问解读。我们这里暂时不处理第一种情况，因为按照 Lin (1996, 1998a)，wh
44

表达式中，我们暂时删除了 Schwarzschild (1996) 所使用的 Cov 这一变量，这和谓词的类型有关，在 4.5
节我们将会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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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的自由选择解读可能是和“无论”有关；或者像 Cheng (1991) 所提的，wh
短语这时是一个变量，“都”是一个全称量化词。我们主要关注第二种情况。请
看下面的例句：
(60) a. 张三都买了什么水果？
b. 蜘蛛侠都找了谁帮忙？
c. 你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
通常认为 (60) 中的“都”的限制域是 wh 短语。我们在第二章中关于“都”
的句法学综述已经提过，“都”的限制域应该由“都”左边的一个成分约束。那
么，(60) 中为什么处于“都”右边的 wh 短语能够成为“都”的限制域呢？文献
中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认为 wh 短语和英语中的 wh 短语一样，在逻
辑式层面 (Logical Form，LF) 要进行位移，附接到 CP 的 SPEC 位置 (C. T. J.
Huang, 1982)。另外一种方案认为在汉语中不存在 wh 短语的 LF 层面隐性移位，
wh 短语与其他量化短语成分之间的辖域关系是由一个疑问算子 (Qu-operator)
决定的 (Aoun & Li, 1993)。由于我们认为 C. T. J. Huang (1982) 的理论更适合我
们的理论框架，所以我们采用 C. T. J. Huang 的隐性移位说。
按照上述的假设，我们发现如果 wh 短语在 LF 层面上经历了隐性移位，那么
在 LF 层面上，wh 短语处于“都”的左边。因此，(60) 中的例句的情况就和复
数可数名词处于“都”的限制域的情况类似了。(61) 是 (60a) 的例子的语义表
达式：
(60) a. 张三都买了什么水果？
(61) ∀x x ∈

水果

∧ 张三买了 x → Qy y

x

其中 Q 表示疑问算子，在这里的意思是“请将 y 的内容告诉我”。
实验三的测试句涉及“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的情况，较这里复杂，请参
看实验三讨论部分的分析。

4.5 统一的分析
我们上面处理了和“都”共现的几种情况，但是读者可能发现，在各个小节
中，由于“都”的分配对象的差异，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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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任务即从这些分析中，抽取出统一的分析，以完成我们对“都”的语义内容
的描述。(62) 的例句中，
“a，b，c”等字母后面的句子表示汉语中含有“都”的
句子，这些字母的左上角加注“'”代表相应的逻辑式表达。例如“a'”就是“a”
后面的句子的逻辑表达。
i. “都”的限制域为可数复数名词
(62) a. 乌龟都爬出了水缸。
a'. ∀X X ∈ Part

→ 爬出了水缸 X

乌龟

ii. “都”的限制域为单数可数名词
b. 这个苹果都被吃完了。
b'. ∀x x

这个苹果 ∧ ∃y ε 这个苹果

f y

∧y

x → 被吃完 x

iii. “都”的限制域为不可数名词
c. 茶都沏到茶杯里了
c'. ∀x x

茶

∧ ∃y[ε

茶

f(y))] ∧ y

x → 沏到茶杯里′ x

特别的，“都”的限制域为地点名词或者时间名词：
d. 这堵墙上都写着字。
d'.
∀x x ∈ Part

这堵墙′ ∧ ∃y [ε 这堵墙′ f(y))] ∧ y

x → 写了字′ x

e. 这三个星期张三都在打理这栋大厦。
e'. ∀x x

∧ ∃y ε

这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

f y

∧y

x→

张三在 x 打理这栋大厦
iv.“都”的限制域为“每”字短语
f. 每一个警察都喜欢抓小偷。
f'. ∀X X ∈

警察

∧ 个 X

1 → 喜欢抓小偷 X

v. “都”的限制域为“整”字短语
g. 整个人都感到痛。
g'. ∀x x

人′

∧ ∃y ε

人′

f y

感到痛′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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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都”的限制域为“所有 NP”、“大部分 NP”等
h. 所有的学生都来上魔术课了。
h'. ∃X∃Z X ⊆ 学生′
来上魔术课′ u

∧ |Z|

∧ ∀Y Y ⊆ 学生′

→ Y ⊆ X ∧ Z ⊆ X ∧ ∀u u ∈ Z →

|X| ∙ 1

i. 大部分大象都生活在热带地区。
i'. ∃Z∃X X ⊆ 大象′
生活在热带地区 u ∧ |Z|

∧ ∀Y Y ⊆ 大象′
| |∙

→ Y ⊆ X ∧ Z ⊆ X ∧ ∀u u ∈ Z →

，c 由语境赋值，c≥0.5。

c 即语境提供的标准，随着说话者以及语境中 NP 的指称内容的数量而定。
vii. “都”的限制域为 wh 短语
j. 张三都买了什么水果？
j'. ∀x x ∈

水果

∧ 张三买了 x → Qy y

x

首先，我们将上述的限制域的情况分成两类，一类是成员之间有明晰界限的，
另一类是成员之间没有明晰界限的。
第一类限制域包括可数复数名词、“每”字短语、“所有”/“大部分”/“很
多”+可数名词。
第二类限制域包括可数单数名词、一般不可数名词45、地点名词和时间名词
的不可数用法、
“整”字短语、“所有”/“大部分”/“很多”+不可数名词。
在上述所有类型的描述中，我们主要使用了两个和语境有关的变量。第一个
变量是 Schwarzschild (1996)意义上的 Cov，作用在于为分配计算选择合适的覆盖；
第二个变量是 Champollion (2010)意义上的ε K f x 变量，主要是为了切分没有
清楚的自然界限的个体(Chierchia, 2010)。
关于第一个变量，Schwarzschild (1996) 认为是由语境赋值，但是至于如何赋
值，Schwarzschild (1996)没有进行正面的陈述。他将 Cov 的赋值与代词的赋值相
比较，提出了几个原则性的思路，这些原则包括 (1) 明确提及。例如句子“男
孩们和女孩们都赚了 7 美元”，可能的解读是“男孩们赚了 7 美元，女孩们也赚
45

由于不可数名词没有原子，所以不能按照原子为标准进行分类。我们这里将不可数名词分入第二类，是
因为它和可数单数名词一样，可以切分成部分。而所有的部分可以加合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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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 美元”，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即“每个孩子都赚了 7 美元”。第一种
解读的来源是所选取的覆盖中包含了两个集合，第一个集合是男孩们的加合，第
二个集合是女孩们的加合。第二种解读是取含有所有的单个孩子为集合所形成的
最大覆盖； (2) 语言线索。句子“蔬菜，包括甜菜和胡萝卜，重 5 磅”中，虽
然“甜菜”和“胡萝卜”明确提及，然而由于它们处于插入句中，因此无法使{{甜
菜}, {胡萝卜}}这个覆盖成为显著的覆盖；(3)语言外因素和文本线索。
Schwarzschild (1996) 确实发现了合适的覆盖的选择有语境因素的参与。然而，
我们从研究中发现，谓语的性质对覆盖的选择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上面举
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赚了 7 美元”这个例子中，“赚了 7 美元”实际上应该归
类于 Link (1983)所分出的混合型谓词 (mixed type predicate，请参看前文对 Link
(1983) 的综述 ) 。 Schwarzschild (2009) 所发现的顽固的分配性谓词 (Stubborn
Distributive Predicate，例如“红色的”)，正是和上述的混合型谓词完全不同的另
一类谓词。这类分配性谓词只允许严格的分配解读，即必须将性质分配给原子，
而不能分配给原子的加合。我们进而发现，Cov 变量只有在谓词为混合型谓词或
者多论元谓词 (或者用 Schwarzschild 2009 的话说，谓词表示的是“多参与者事”
件) 时才有作用。因此，我们虽然可以在所有的语句的表达式中保留 Cov 这个变
量，但是，实际上，当出现单论元的谓词，Cov 所选择的覆盖只能是 Xiang (2008)
所说的最大覆盖，即包含了所有的原子单数集合的覆盖。因此，在“所有+NP”
做“都”的限制域时，我们没有加入划分算子。
为了统一分析起见，我们认为“都”的语义要基于复数名词的覆盖，并且有
一个 Cov 变量帮助选择语境中显著的覆盖。只是我们认为 Schwarzschild (1996)
所谓的语境中显著的覆盖，实际上第一项就应该是和谓词的类型有关。
第二个变量是ε K f x ，这个变量主要是确定对整体进行切分时所采用的
标准的。当限制域的内容是单数名词或者不可数名词时，由于界限模糊
(Chierchia，2010)，所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给划分标准赋一个较小的值。例如有
一瓶水，那么对其进行分配之前要将它划分成许多部分，划分标准是粗粒的
(corase grained) 还是细粒的 (fine grained)，这是要由语境进行界定的。可见，
ε K f x 的取值在没有明显界限的时候，例如不可数名词或者单数名词，能够
确定所切分出来的部分的大小，为分配计算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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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分配计算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子和
原子的加合，第二个层次是原子以下的部分，不可数名词属于第二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适用于 Cov 这一变量，第二个层次适用ε K f x 。这样，我们使用两个
和语境相关的变量，就可以将语言中的两个层次的分配计算用语义学表达出来了。
另外，我们认为“每”和“整”是划分选择算子，他们的功能是直接选择合
适的划分。
“每”所选择的是以数量名词短语为一个小组，对名词的指称内容进
行划分得到的覆盖。
“整”是选择了名词所指称的实体的所有部分构成的集合。
如果我们以原子为界，那么“每”划分的对象是在原子单位以上的部分，而“整”
划分的则是原子以下的部分。所以，“每”对应于分配计算的第一个层次，
“整”
对应于分配计算的第二个层次。可见，汉语提供了区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分配
计算的两个算子。下面的对比说明了“每”和“整”确实所带进的分配计算确实
属于不同的层次。
(63) a. ？？每两个人都骑着马。
b. 每两个人骑着一匹马。
(64) a. 整个人都感到痛。
b. *整个人都感到一次痛。
(63a) 不合法是因为 (63a) 无法对“每两个人”所形成的划分进行处理。当 (63b)
中在“每”字短语的辖域内加入不定指名词时，就能够对“每两个人”所形成的
划分进行处理。而这样的处理是在原子及原子的加合的层次。但是 (64a) 和 (64b)
的对比刚好相反。(64a) 在“整”字短语后没有不定指名词，句子可接受。然而，
当在“整”字短语后加了不定指名词后，句子反而变得不可接受。这说明“整”
字短语所切分出来的部分不能和不定指名词形成匹配关系，而这也说明匹配关系
是属于原子及原子以上层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都”作为一个分配算子，它是将谓语所表示的性质分
配给限制域所指称的内容，然而，语言中的分配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
原子及原子的加合层面，第二个层次是原子以下的层面。在分配运算之前，需要
对限制域进行划分。在原子及原子的加合层次，限制域的划分是根据 Cov 的值；
在原子以下的层面，限制域的划分是根据划分标准ε K f x 的值。这两个层次
恰好对应于汉语中的两个划分选择算子，即“每”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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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都”的语义定义如下：
原子及原子加合层次：
λQ λP ∀X X ∈ Part

P →Q X

原子以下层次：
λQ λP ∀x x

P ∧ ∃y ε P f y

∧y

x→Q x

两个层次中，“都”的基本语义没有差别，都是将谓语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一个
限制域。所不同的是，由于处于限制域的成分可能非常复杂多样，所以在处理限
制域时，需考虑限制域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如果限制域有明晰的界限（或可数
算的性质）
，那么应该适用于原子及原子加合层次的分配计算；如果限制域没有
明晰的界限（或不具有可数算的性质），那么适用于原子以下层次的分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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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的实验研究
理论部分的基本思路是将语言中分配计算的复杂性归因于限制域的复杂性，
同时保持“都”的语义的简洁性。语用只对“都”的限制域起作用，而对“都”
这个分配算子的语义没有影响。从习得的角度来说，儿童可能在对“都”的限制
域进行处理时出错，但是在对分配算子本身的理解并不会出现问题。罗琼鹏
(2009) 提出，语义部分的一些内容，例如全称量化和分配计算，也属于普遍语
法的范围。那么，儿童必定在很早的年龄就掌握分配算子的理解，虽然在涉及限
制域部分时可能产生一定的问题。为验证这一想法，我们首先就需要考察儿童对
“都”的基本语义内涵的习得，然后我们还需要考察儿童对和“都”的限制域有
关的项目的习得。我们预测，如果在限制域简单的情况下，对“都”引入的分配
计算的习得不出错，而在限制域复杂的情况下，对“都”所引入的分配计算的习
得却经常出错或与成人有差异，那么，我们就得到支持性的结论。这样，我们就
将可习得性，即理论的解释充分性标准 (Chomsky, 1957)，纳入了我们的理论构
建和习得实验中。
下面我们先介绍对“都”的基本语义的习得情况，然后再介绍我们的几个和
“都”的限制域有关的实验。

5.1 对“都”的基本语义的习得研究
正如我们文献综述部分所讨论的，有许多研究者已经对儿童习得“都”的年
龄进行了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是 Lee (1986)，其研究结果揭示儿童大致在 4 岁
至 5 岁期间知道“都”是一个全称量化词。他的测试方法是给儿童呈现两幅画有
三只熊猫的图画，其中有一幅图描绘三只熊猫都在睡觉，而另外一幅图描绘其中
的两只在睡觉，还有一只没有睡。测试句是“熊猫都在睡觉。”Lee (1986) 共测
试了两个句子。结果显示，4 岁儿童两个图都做出正确选择的比率是 91%，5 岁
儿童两个图都做出正确选择的比率达到 100%。这说明儿童 4 岁就基本学会了“都”
的全称量化含义。但是，正如 Zhou & Crain (2011) 所指出的，Lee (1986) 的实
验的缺憾在于没有控制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当没有“都”时，类似“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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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了”，而图画中显示两只熊猫睡觉了，还有一只没有睡觉，这时儿童如何选
择。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熊猫睡觉了”，又同时呈现画有三只熊猫的图片时，
我们很容易认为句子中的“熊猫”指的是语境中的所有熊猫。
另外，由于 Lee (1986) 的实验任务是图画选择，因此，我们还需要考虑倾
向性的问题。汉语中，由于单数名词和复数名词没有形式上的区分，我们可以用
“熊猫”来表示很多熊猫，也可以只表示一只熊猫。但是 Grice (1975)的会话合
作原则提醒我们，我们往往倾向于提供最大化的信息，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说话
者期望知道这些信息时 (参见 Ke & Gao, 2010)。同理，听话者对说话者的言语进
行解读时，同样有可能受会话合作原则的影响，进行最大化信息量的解读。因此，
即使在没有“都”时，“熊猫睡觉了”这样的句子，同样倾向于指语境中所有的
熊猫都睡觉了。也就是说，测“都”的作用时，我们还需要选择能够避开倾向性
的影响的实验方法。
为满足上述两个要求，我们需要设置有“都”的实验组，也需要没有“都”
的对照组；另外，我们还需要采用类似真值判断的方法，对有“都”和没有“都”
的句子分别进行真值判断，如果对两者的反应有差异，那么才能说明儿童习得了
“都”。
对于这个问题，因为 Zhou & Crain

(2011) 已经测试过更为复杂的结构，即

“都”量化自由选择项目 (Free Choice item) 的情况，他们发现 4 岁儿童已经很
好地习得了类似“谁都喜欢他” (表示每个人都喜欢他) 和“鳄鱼去咬谁，猫头
鹰村长都找了蜘蛛侠帮忙”46这样的句子。儿童习得这么复杂的结构，很容易让
我们做出这样的预测，儿童在较为简单的“都”的分配域为复数名词时，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只是以正式实验的前后测形式，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测。
我们采用的是真值判断法的一种变体，设置了有“都”和没有“都”的两组句子
作为对照。具体的实验材料和细节请参看实验一和实验二的前测。实验结果显示，
儿童对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的接受率达到 91.7%，而对“光杆名词+都”结构的
非穷尽性解读的接受率为 0%。可见，儿童认识到“都”分配所带进的全称能力。
也就是说，儿童已经习得了“都”的核心运算机制了。

46

注意，这是“都”对一个跨越子句 wh 短语的约束，这样的例子曾被 Lee (1986) 用以证明“都”是一个
非选择性量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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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都”的限制域有关项目的习得研究
下面我们使用三个实验来检测儿童与成人处理和选择“都”的限制域的情况。
我们所设置的测试句均为“都”提供了两个潜在分配对象。第一个实验中，我们
所采用的测试句结构为“NP1……[PP NP2]……都”。这个结构中，NP1 和 NP2 都
是复数名词，因此都可能占据“都”的限制域。实验二所采用的测试句为“NP1……
都……NP2”结构，是为了检测当“都”的左右都有可能成为限制域内容的复数
名词时，儿童和成人对限制域的选择。按照句法的左向约束原则，只有 NP1 才有
可 能 占 据 限 制 域 (Lee, 1986; Li, 1995) 。 实 验 三 进 一 步 检 测 儿 童 和 成 人 对
“NP1……都……wh 短语”结构的解读。这一结构中，语言学理论认为“都”可
以往右约束 wh 短语。我们想测试儿童和成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解读是否会
产生差异。

5.2.1 实验一：“都”对处于其左边的两个潜在分配对象的选择
如我们的理论部分所预测的，我们认为儿童虽然可能在“都”的基本语义的
解读上和成人一致，但在和复杂限制域有关的项目上，儿童还是可能和成人存在
差异，而且我们认为产生这样的差异不应简单归因于没有完全习得“都”的语义
上，而应从多个角度，例如语用因素的参与等角度来综合考虑儿童和成人在“都”
的分配有关项目上的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部分中也曾经提到，研究者们基本同意，当“都”的分配
域为一个普通名词时，其分配域在它的左边。大家通常只将“都”的左边具有潜
在分配对象的情况和不具有潜在分配对象的情况两相比较，认为如果“都”的左
边没有合适的潜在分配对象，就不合法。又因为有些分配对象是处于一个子句之
外，例如 Zhou & Crain (2011) 的测试句“鳄鱼去咬谁，猫头鹰村长都找了蜘蛛
侠帮忙”，虽然对于“谁”在这里到底是受隐含的“无论”约束 (参看 Lin, 1996,
1998b)，还是受“都”约束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如果“都”缺失了，句子
就会被理解成疑问句，这确实为“都”量化跨子句的 wh 短语提供了证据。因此，
许多研究者认为“都”是一个 Lewis (1975) 意义上的非选择性量化词。
如果“都”是一个非选择性量化词，那么应该能约束其辖域内的所有变量。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认为“都”的所有潜在量化对象实际上“都”是语言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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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那么，“都”应该量化其辖域中所有的潜在量化对象。然而，Lee (1986) 认
为“都”的左边存在两个潜在量化对象时，特别是“NP+PP+都+VP”格式，例
如“小熊在瓶子里都插上了兰花”，“都”可以只约束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且，
Lee (1986) 发现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都”可以同时量化两个，因此也可以说“都”
只能量化一个潜在量化对象。这似乎和将“都”作为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的思想
是相左的。Cheng (1995) 的分析也认为“都”可以跨越过一个 PP 约束 PP 之前
的 NP，也就是说，
“都”可以只约束 PP 前的 NP，而不约束 PP 里的 NP。Lee (1986)
还讨论了当“都”的左边有两个 wh 短语时，更是只能约束最近的一个 wh 短语，
例如“什么动物谁都不咬”，这个句子无法得到“任何动物谁都不咬”的解读，
也不能得到“任何动物都不咬谁？”的解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都”只能约束
最近的一个 wh 短语。这些现象削弱了将“都”作为一个非选择性量化词的观点。
然而，当我们考虑儿童是如何习得“都”时，到底将“都”作为什么习得时，
我们就需要谨慎考虑是否儿童会将“都”作为一个非选择性量化词。如果我们从
可习得性的角度出发，那么，儿童所习得的“都”是本来和成人就一致，还是本
来不一致，后来才发展成一致呢？假设儿童本来就认为“都”是一个分配算子，
将谓语所表示的性质分配到它的量化对象的每个原子成员，那么我们预测只要儿
童知道了“都”是个分配算子后，他会与成人一样，只选择一个成分作为“都”
的限制域。但如果儿童和成人在对“都”的解读上有差别，那么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儿童最初所习得的“都”是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而成人认为“都”
是分配算子，到一定年龄之后，儿童才与成人所理解的“都”相同。另外一种可
能是在所测试的项目中包含了“都”的分配语义之外的因素，儿童开始对那一因
素的解读与成人有差异，而对“都”的解读和成人的没有差异。在前一种情况中，
就涉及到可习得性的问题，即“都”的哪一种解读应先习得，然后才能通过语言
材料能够得到刺激，而习得成人的解读 (参见有关语义子集原则 (semantic subset
principle，SSP) 的论述，如(S. Crain, Ni, & Conway, 1994; S. Crain & Thornton,
2006))。在后面一种情况下，儿童只要习得了那个“都”之外的因素，就可以在
该测试项目中表现得和成人一致。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必须首先确定，
儿童和成人对“都”相关的分配计算的解读是否存在差异。
先假设上述讨论的第一种可能，即儿童可能认为“都”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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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词。我们用实验一验证儿童是否认为“都”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还是
一个分配算子。验证的方法即如果儿童认为“都”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
那么，儿童会认为“都”左边的两个 NP 均应该受“都”量化；但如果儿童选择
其中的一个作为限制域，则更有可能认为“都”是分配算子。
从逻辑上考虑，成人和儿童对“都”的解读有两种可能：1. 同时量化两个
潜在量化对象；2. 量化其中一个潜在量化对象。后一种情况还可以分成两类：2
(a)

可以只量化离“都”较近的一个潜在量化对象； (b) 可以只量化较远的那

个潜在量化对象。

实验一目的：
本实验是为测试当有两个潜在量化对象时，4 岁儿童和成人对“都”的量化
域的选择。
实验一被试：
表 7：实验一儿童被试信息
A组
被试号

性 实际年龄

B组
被试号

别

性 实际年龄
别

1

男 4 岁 7 月 11 天

1

女 4 岁 11 月 0 天

2

男 4岁8月3天

2

男 4 岁 8 月 19 天

3

男 4 岁 4 月 23 天

3

男 4 岁 9 月 21 天

4

男 4岁6月9天

4

男 4 岁 8 月 29 天

5

男 4岁1月0天

5

男 5岁1月7天

6

男 4 岁 4 月 16 天

6

女 4 岁 7 月 24 天

7

女 4 岁 11 月 29 天 7

女 4 岁 8 月 19 天

8

女 5 岁 1 月 10 天

8

男 5 岁 2 月 18 天

9

女 5岁3月8天

9

女 4 岁 11 月 22 天

10

女 5 岁 2 月 29 天

10

女 4岁9月0天

11

女 4 岁 11 月 28 天 11

12

女 5岁0月7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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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均年龄

4岁9月9天

平均年龄

男 5 岁 1 月 22 天
4 岁 10 月 25 天

在实验一儿童组实验中，我们分别从北京语言大学附属幼儿园中抽取 12 个
(6 个男生 6 个女生) 和 16 个 (10 个男生 6 个女生) 儿童被试参加实验一的 A 组
和 B 组的实验。其中，B 组实验中的 3 个男孩分别因为无法通过前测、无法胜任
实验任务以及注意力无法集中等问题未完成实验。A 组的年龄段是从 4 岁 1 个月
到 5 岁 3 个月，平均年龄为 4 岁 9 个月 9 天，B 组剩余被试的年龄段是从 4 岁 7
个月到 5 岁 2 个月，平均年龄为 4 岁 10 月 25 天。A 组和 B 组中涉及到的儿童
的年龄和性别信息列于表 7 中。
实验一的成人被试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的在校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
主试主要通过在学生寝室分发问卷来获得实验数据。参与问卷调查的成人被试达
41 人。

实验一实验方法及实验程序
根据图画内容判断句子真值 (源于对真值判断法的修改，真值判断法参见
Crain & Thornton，1998)。在儿童实验中，我们采用严格的面对面运行实验程序
的方法获取数据。我们先将儿童被试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了解过被试的基本
信息并做足够的交流之后，向被试说明实验任务。实验任务描述为：实验中有两
位主试，一位主试给被试和手偶47 (我们的手偶是小老虎，见图 19) 呈现一幅图
画并同时讲一个故事，另外一位主试扮演手偶，输出测试句和干扰项以提供被试
进行判断。讲完故事之后主试要考考小老虎是否听懂了故事。考的方法就是让小
老虎说说故事讲了什么 (这时实际上呈现的是测试句或者干扰项)，被试的任务
是判断这句话符不符合图画或故事的内容，如果被试认为手偶说错了，需要提供
理由。最后，如果被试判断手偶所说的话是错的，那么手偶会受到例如“吃辣椒”
的惩罚；如果被试认为手偶说对了，则手偶会得到类似“吃苹果”的奖励。实验
开始后，我们先给被试呈现一幅图画，让儿童辨认图画中的各个物体的名称，然
47
手偶由另一位主试扮演，专用于产出测试项或干扰项。在实验中设置手偶，可以将实验任务从考被试转
移到考手偶上，因此，被试没有被测试的感觉。我们的实验中，通常告诉被试手偶才 2 岁或 3 岁，比被试
要小很多，因此有时听得懂故事，有时听不懂故事，所以请被试要帮助手偶。这化解了被试在实验中的紧
张情绪。关于真值判断法的优点请参看 Crain & Thornton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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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让手偶说出测试句或干扰项，儿童对手偶所说的句子进行真值判断。
我们的实验所使用的手偶是一只老虎 (图 19)。手偶由一位主试扮演，主要
负责输出测试句或干扰项。

图 19：我们的实验中所使用的手偶。

实验一材料：
如前面所提及的，实验一儿童组包括两组，A 组和 B 组48。因此，测试句也
相应的分成两组，其中 A 组儿童接受条件一下的测试句，B 组儿童接受条件二
下的测试句。
无论是 A 组还是 B 组，实验材料的结构都是 4 个练习项，6 个测试项，6 个
干扰项。练习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测试儿童是否接受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
读，并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第二是为了让被试熟悉本实验的
模式和任务，儿童需要明白处于图画上方的动物是动作的发出者，处于图画中间
一列的动物是方位标示物；儿童也需要熟悉实验程序，即在他判断手偶所说的句
子为错时，给手偶惩罚，而在他判断手偶所说的句子正确时，给手偶奖励。图
20 和图 21 是如何测试儿童是否接受光杆名词和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
例子，图 22 是让被试熟悉本实验的模式的例子：

48
我们将实验一分成两组是因为我们在预实验中发现，由于两个实验条件下的测试句之间的差异比较微妙，
当儿童在接触到一种条件下的测试句之后，又接触另一种条件下的测试句，我们发现他们给出的理由没有
差别，或者开始变得不自信。所以，我们推测也许是两个条件下的测试句混合后，实验任务会变得困难，
于是将实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包括条件一的测试句，另一部分只包括条件二的测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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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测试儿童是否接受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的练习项。图 20 相应的判断
句子是：这是一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恩，小狗旁边有足球。

图 21 测试儿童是否能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练习项。图 21 相应的
判断句子是：这是一个和找苹果有关的故事，恩，小熊都找到了苹果。

图 22：帮助儿童熟悉实验模式和实验任务的练习的例子。图 22 相应的是句子是：
这是一个和埋萝卜有关的故事，恩，狮子在鳄鱼身旁都埋了萝卜。我们需要首先
向被试确认他是否知道动词的意义，然后通过各种问题，确认儿童知道萝卜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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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动物，即狮子埋的，而萝卜是埋在中间的动物，即鳄鱼旁边的。最后，为了
确认儿童理解这两个方面，我们会问说两句话：1. 狮子都种了萝卜；2. 在鳄鱼
旁边都埋了萝卜。按我们的要求，儿童需要拒绝第一个句子，给的理由是第二只
狮子没有埋萝卜，并接受第 2 个句子，给的理由是上面那条鳄鱼旁边埋了萝卜，
下面那条鳄鱼旁边也埋了萝卜。至此，我们就确认儿童已经熟悉了实验任务，能
进入正式实验了。

上面我们陈述了儿童组实验中的情况，前测合格的被试的实验结果才进入统
计。成人实验的情况将在下面介绍。
在儿童组的正式实验中，A 组和 B 组都包含了 6 个测试项和 6 个干扰项，12
个项目的顺序以伪随机的方式排列，见附录。下面的图 23 和图 24 是 A 组的测
试项 (即条件一下的测试项) 和 B 组的测试项 (即条件二下的测试项) 的例子。

图 23：实验一条件一下的测试项的例子。图 23 相应的测试句是：这是个有关种
兰花的故事，恩，乌龟在老鹰旁边都种了兰花。这个测试句中，“乌龟”和“老
鹰”都可以成为“都”的量化对象，但是图画只和“都”量化老鹰相对应。如果
儿童认为“都”量化“乌龟”或者“都”需要同时量化“乌龟”和“老鹰”，那
么儿童将拒绝测试句；但如果儿童认为“都”可以只量化“老鹰”
，就会接受测
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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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实验一条件二下的测试项的例子。图 24 相应的测试句为：小熊在小狗旁
边都摆了椅子。这个测试句中，如果被试认为“都”只能量化“小狗”或者需要
同时量化“小狗”和“小熊”，那么就会拒绝测试句。如果被试认为可以只量化
小熊，那么被试就会接受测试句。

图 23 和图 24 的测试句的模式相同表明，两者的差别不在于测试句本身，而是在
图片和故事所提供的语境上。图 23 提供的语境能使持“都”只量化“老鹰”的
解读的被试判断为对，并使认为“都”应该量化“乌龟”的被试判断为错。而图
24 提供的语境能使持“都”只量化小熊的被试判断为对，并使认为“都”应该
量化“小狗”的被试判断为错。
另外，测试项的图画是按照严格的比率制作的，也就是说，图画是在一个具
有九个相同面积的方格中制作的。我们首先将一幅图画分割成 9 块面积相同的区
域，再将每一只动物或者物体以适当的大小放入这些方格中，因此，各个动物和
物体所占的面积大致相似。
测试项中的测试句所使用的动词是经过筛选的。这些动词的特点是，既可以
和主语搭配，也可以和表地方的 PP 搭配。例如，“摆”这个动词，我们既可以
说“小熊摆了凳子”，也可以说“在小狗旁边摆了凳子”。后者“摆”表示一种存
在。我们在 A 组和 B 组所选择的动词请参看附录。
关于实验一的干扰项，其设置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为了平衡测试项的
真值，这是因为如果被试注意到测试项都是同一个模式，那么就会采用回答策略，
而使我们测不到被试真正的语感，但如果加了干扰项之后，答案既有正确的也有
错误的，因此被试需要集中注意完成测试。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和测试项进行比较，
以确定被试确实是因为“都”的量化的原因。例如，当儿童拒绝图 24 相应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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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项“小熊在小狗身边都摆了椅子”之后，如果儿童在同样的图画下，接受“小
熊都摆了椅子”，同时又拒绝“在小狗旁边都摆了椅子”，并且拒绝的理由与测试
项相似，那就说明不是因为儿童采用了策略或者是没有理解图画内容的外在原因
导致了儿童拒绝了测试句，而是因为儿童认为“都”也应该量化“小狗”
。图 25
和图 26 是条件一和条件二下的干扰项的例子，实验一中的所有干扰项请参看附
录。

图 25：实验一条件一下干扰项的例子。图 25a 相应的干扰项句子为“海盗都放
了箱子”，图 25b 相应的干扰项句子为“在狮子旁边都养了金鱼”。对前者被试应
该拒绝，对后者被试应该接受。

图 26：实验一条件二下干扰项的例子。与图 26a 相应的句子为“松鼠都摆了蛋
糕”与图 26b 相应的句子为“在斑马旁边都撒了草莓”，对前者被试应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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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者被试应该拒绝。

无论是实验项还是干扰项，条件一下物体的摆放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条件
二下物体的摆放上在上边还是在下边，都是经过平衡的。
成人的问卷包含了 6 个练习，6 个条件一下的测试项和 6 个条件二下的测试
项，以及 6 个条件一下的干扰项和 6 个条件二下的干扰项。6 个条件一下的干扰
项中有 3 项其答案为错误，另 3 项答案为正确；6 个条件二下的干扰项也有 3 项
答案为错，3 项答案为对。也就是说，干扰项的答案已经经过平衡了。

实验一结果
实验一的成人问卷中，我们一共发出了 42 份问卷，收回 41 份。其中 5 个被
试在干扰项上的错误在 2 个以上，因此他们的数据没有进入统计。所以正式统计
的成人数据为 36 份。儿童的测试中，A 组测试了 12 名儿童，B 组测试了 13 名
儿童，其中，B 组中有一名 4 月 11 月大的女孩在干扰项上的错误大于 2 个，故
删除其数据。因此 A 组和 B 组正式计入统计的结果都是 12 份。49

表 8：实验一的实验预期
条件一

条件二

被试的解读

对

错

“都”只能量化 NP1

对

对

“都”能量化 NP1 和 NP2 中的任何一个

错

对

“都”只能量化 NP2

错

错

“都”需要同时量化 NP1 和 NP2

在列出我们的结果以前，我们先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实验预期。如果我们把测
试句的模式概括为“NP1+PP (P+NP2) +都+VP”，那么如表 8 所示，我们认为如
果被试接受了条件一下的测试句，同时又拒绝了条件二下的测试句，则可以确定
49

A 组在干扰项上的错误有 2 个的被试有 3 位 (A 组被试在干扰项的错误没有大于 2 个的) ，B 组中在干
扰项上的错误有 2 的被试也占 3 位 (排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有 3 个错误的被试) ，我们将 A 组和 B 组中的这
6 位儿童的数据全部删除以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实验结果。下面分别是 A 组和 B 组在删除数据前和删除
数据后被试对测试项的接受率：A：41.7%，41.7%；B：41.7%，33.6%。所以，我们在分析时，并没有删
除在干扰项上错误数为 2 的被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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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认为“都”只能量化 NP1；但如果被试接受了条件一下的测试句又同时接受
了条件二下的测试句，则可以知道被试认为“都”能量化 NP1 和 NP2 中的任何
一个；如果被试拒绝了条件一下的测试句，又接受了条件二下的测试句，则说明
被试认为“都”只能量化 NP2；如果被试既拒绝条件一下的测试句，又拒绝条件
二下的测试句，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被试认为“都”既要量化 NP1，又要量化 NP2。
下面我们来看看实验一的结果支持哪一种预期。图 27 显示的是实验一成人
和儿童在条件一和条件二下对测试项的平均接受率。

图27：实验一成人组与儿童组对条件一和
条件二下测试句的平均接受率
78.7%
80.0%
60.0%

41.7%

41.7%
22.7%

40.0%
20.0%

成人组
儿童组

0.0%
Accept_Cond_1

Accept_Cond_2

注：Accept_Cond_1和Accept_Cond_2分别指被试对条件一
和条件二下的测试句的接受率。

从图 27 我们可以看出，成人基本接受条件一下的测试句，而拒绝条件二下
的测试句。如果我们把测试句的模式概括为“NP1+PP (P+NP2) +都+VP”，那么，
我们发现成人拒绝“都”量化 NP1 的情况，而接受“都”量化 PP 里的 NP2。这
说明成人认为“都”应该约束最近的那个 NP。儿童既没有完全拒绝条件一下的
测试句，也没有完全拒绝条件二下的测试句——他们对条件一下的测试句和条件
二下的测试句的接受率都接近 50%，因此，我们推测儿童可能无法确定到底 NP1
还是 NP2 能成为“都”的限制域。
对于儿童对条件一和条件二下的测试句的接受率均处于随机水平这一现象，
我们认为这至少表明儿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确定到底测试句为对还是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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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时儿童似乎在判断“都”到底是量化哪一个上摇摆不定。
我们将实验一成人组和儿童组的数据进行独立组 T-检验分析，结果是在条件
一的情况下为 t (51，2) =2.75，P= .015< .05，可见两者对条件一下的测试句的接
受程度有显著差异；在条件二情况下，结果为 t (52，2) = -2.00，P= .05, 刚好达
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对条件二下测试句的接受度上，成人和儿童也有显著
性差异。
本实验所搜集的另外一个重要数据是练习项的数据，要测成人和儿童对光杆
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和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接受度 (关于练习的实验
材料请参看前文对实验材料的介绍部分)。成人组测试中，一共有三个练习项可
以测试成人被试是否会接受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结果表明，36 个被试对
这三个练习项的判断中，一共有 14 个项目被判断为错误，所占的比率为 13%。
因此，成人对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接受度达到了 87%。成人对于光杆名词
+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拒绝率当然是 100%的，所以我们在测试中没有设置项目。
我们再看儿童的数据。儿童的 A 组和 B 组中都有一个项目 (第一个测试项目)
测试儿童是否接受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并都有一个项目 (A 组的第三个项
目，B 组的第二个项目) 测试儿童是否接受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结果
发现，在 A 组和 B 组共 24 位被试中，有两个儿童拒绝了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
读，接受率为 91.7%。而对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拒绝率为 100%。可见，
光杆名词在语境中进行非穷尽性解读是可接受的，对儿童和成人都是如此，而在
我们实验中的 4 岁儿童已经完全掌握了“都”的基本语义。

实验一讨论
成人组和儿童组对实验一的条件一和条件二下的测试句的接受度之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说明，在都有两个潜在量化对象的情况下，儿童确实和成人有不一致
的反应。通过练习项中对成人与儿童对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和儿童对光杆名
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接受度测试发现，儿童和成人一样，接受光杆名词的非
穷尽性解读，而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这已经提示我们，问题很可
能不出现在对“都”的基本语义的理解上，而是出现在量化域的选择上。或者还
有一种可能，儿童所理解的“都”和成人所理解的“都”不同，其差异不是产生
122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于“都”的最基本语义，而是和“都”的量化域选择相关的语义特点上。实验一
帮我们认识到了儿童和成人之间对“都”的量化的不同解读，但是其中的神秘面
纱还没有完全揭开。
我们认为成人与儿童在实验一表现上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对“都”的量
化域选择的差异导致的。本实验告诉我们，当“都”的左边具有两个潜在量化对
象时，在量化对象的选择上，成人倾向于选择离“都”较近的那个量化对象，而
儿童倾向于同时选择两个量化对象，或者无法确定到底要选择哪一个量化对象。
本实验的一个弱点是，由于儿童被试对条件一和条件二的接受度接近 50%，
即接近随机水平，我们通过 T 检验发现这样的接受度与随机选择的差别没有显
著性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儿童认为“都”同时量化两个可量化对象虽然有一定
依据，但是结论比较勉强。如前面所提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由于有两个可量
化对象，儿童无法确定或者无法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然而，这不能应用到
个体的被试上，因为大多数被试有清楚的倾向性，例如 100%认为可以接受或者
100%认为不可接受。也就是说，被试内部个体差异性较大。可以看出，5 岁左右
的儿童正处于发展“都”的量化域选择等知识的阶段中。
另外，实验一也许可以给“都”到底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还是一
个分配量化词的争论提供一点启示。如果“都”是一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副词，
而它的量化域又在“都”的左边，那么我们猜测“都”应该同时量化所有潜在量
化对象。如果不是非选择性量化副词，而是一个分配量化词，那么我们推测“都”
只能有一个量化对象，因为分配量化词作为一个选择性的量化词，只能选择一个
量化域，并将谓词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量化域中的每一个成员。按照这个角度进
行推理，我们发现，如果儿童只将“都”理解为一个非选择性的全称量化副词，
那么结果是“都”要同时量化“都”辖域内的两个可量化对象，如果儿童将“都”
理解为一个分配算子，那么“都”只能量化辖域内的其中一个可量化对象。由于
我们的实验结果更倾向于儿童认为“都”只能有一个 NP 进入限制域，因此，才
会表现出无法选择哪一个 NP 作为限制域的情况。可见，在将“都”理解为分配
算子方面，儿童与成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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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验二 “都”对于量化域的选择——当“都”的左边和右边都
有 NP 时
从实验一的儿童数据中，我们很难确定儿童到底是认为“都”应该同时量化
两个可量化对象，或者是无法确定该量化哪一个可量化对象，虽然数据更倾向于
前者。因此，我们想利用另外的实验，来考察儿童是否真的在有两个可量化对象
时，儿童总是无法选择，以此确定儿童到底是无法确定量化对象，还是认为应同
时量化两个量化对象。
在实验二中，我们将设置一个在“都”的左边有一个 NP 可以作为“都”的
量化对象，而且在“都”的右边也有一个 NP——这个 NP 成人认为不可作为“都”
的量化对象，因为“都”的量化域应处于“都”的左边，我们想考察儿童是否可
能约束处于后边的 NP。

实验二目的
当“都”的左边和右边都出现了复数名词时，测试成人与儿童是否一定要量
化“都”左边的复数名词，还是也可以量化右边的复数名词。

实验二被试：
13 个儿童随机抽取自北京语言大学附属幼儿园。由于有一个被试无法通过关
于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前测，不计入统计范围。剩下的 12 个被试的年
龄范围是从 4 岁 7 月 14 天到 5 岁 1 月 9 天，平均年龄为 4 岁 10 月 22 天。其中
包含 6 个男孩和 6 个女孩 (详细信息请参看表 9)。18 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在
校学生参加了实验二成人问卷测试，另外 10 名北京的大学生参加了实验二成人
面对面测试。

实验二实验方法及实验程序：
实验二仍然采用真值判断法，实验程序与实验一类似，详细介绍请参看实验
一。实验二的儿童组中，我们将儿童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在给孩子展示图片的
同时讲述相关的故事，讲完故事之后，让手偶根据故事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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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句也可能是干扰项。儿童的任务是判断手偶说得对不对 (符不符合故事内
容)。如果说对了，就给予奖励，如果说错了，就给予惩罚。主试记录儿童的判
断及其提供的理由。
表 9：实验二儿童组被试信息
被试号

性别

实际年龄

1

男

5岁1月9天

2

女

4岁9月1天

3

男

4 岁 10 月 11 天

4

男

4 岁 9 月 16 天

5

女

4 岁 11 月 15 天

6

男

4 岁 7 月 14 天

7

男

4 岁 8 月 23 天

8

男

4 岁 7 月 23 天

9

女

4 岁 10 月 26 天

10

女

4 岁 8 月 23 天

11

女

5岁0月7天

12

女

4岁9月3天
4 岁 10 月 22 天

平均年龄

实验二的成人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问卷的形式完成的，另一部分是
通过面对面的测试完成的。

实验二材料：
实验二的实验材料包括一项前测，四项测试项和四项干扰项。前测的目的是
为了测试儿童是否能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干扰项的目的是为了平
衡对错的数量，并使儿童被试无法发现实验目的和实验范式。四个干扰项的答案
分别为错，对，对，错。测试项与干扰项交叉呈现。
前测使用的图片和实验一类似，手偶所产出的相应句子为：小猪都坐在椅子
上。根据我们在实验一的调查，如果这个句子不用“都”，接受率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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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想测试儿童是否能因为加了“都”而拒绝这个句子。

图 28：实验二前测所使用的图片。图 28 相应的判断句子为：小猪都坐在椅
子上。

实验二的测试项有时会使用多幅图画呈现一个故事。讲完故事后，留下最后
一张可以帮助儿童进行判断的图片，并让手偶输出测试句，由儿童进行判断。下
面图 29-30 是实验二测试项的一个例子。在图 30 的讲述过程中，我们采用了非
常灵活的讲述方法，即不会一直以“鸭子找到了电视和床，恐龙找到了电视和冰
箱”这种分项解读的固定说法。有时我们问动物扔掉了什么东西，有时我们反过
来问某一个东西是哪一个动物扔掉的。总之，我们十分注意预防儿童会受影响而
形成某种固定的解读模式。
另外，手偶在产出实验二的测试句时，一项很重要的控制变量是“都”必须
重读。我们会强调“都”的存在，并适当加长“都”的语音延续时间，以确保儿
童能够注意到“都”的存在。这一项的重要性，也许可以从实验三的成人测试的
问卷组和当面测试组之间的反应的差别上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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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实验二测试项所使用的图片举例。图 29 相应的故事内容为：鸭子有
一艘小帆船，恐龙有一艘大帆船。他们要搬家了。由于他们的家在河的那边，所
以他们需要将家具都搬到帆船上运到对岸去。

图 30：实验二测试项举例。图 30 对应的测试项是：小动物们都扔掉了电视、床
和冰箱。其中“都”重读。所对应的故事内容：但是小动物们的家具太多了，船
开到一半的时候漏水了，要沉下去了。所以小动物们赶紧把较重的家具扔掉。鸭
子扔掉了电视，恐龙也扔掉了电视。床是谁扔掉的？鸭子对吧。恐龙还扔掉了冰
箱。

实验二讲完故事之后，主试将让由另一位主试所扮演的手偶说一下这个故事
讲了什么，手偶便输出实验二的测试句。与图 30 相应的测试句为：
这个故事中，小动物们都扔掉了电视、床和冰箱。 (都重读并适当延长语音时间)
这个测试句中，“都”的左边有复数名词“小动物们”，“都”的右边有广义
复数名词，即由三个个体通过合取连接词构成一个复数名词。该测试句的设置符
合真值判断法对所要测试的两种解读的得体性的要求，即既要考虑做出对的判断
的得体性，又要考虑做出错的判断的得体性50。如果儿童认为“都”量化左边的
复数名词，图片中有相应的答案，即小动物们只都扔掉了电视，所以儿童应该拒
绝测试句；如果儿童认为“都”量化右边的复数名词，那么儿童就会接受测试句。
因为按照潘海华 (2006，2011) 的理论，如果“都”量化右边的复数名词，
“都”

50

参见 Crain & Thornton (1998, p. 302) 关于得体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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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已经不再强调是否作用于这一复数名词的每一个原子，而是强调这一复数
名词指称里的所有原子。也就是说，无论“都”量化左边的复数名词或是右边的
复数名词，在语境上都是同样许可的。
实验二的干扰项是为了让儿童无法发现测试项的模式，并测试儿童是否专心
听故事并认真回答问题。下面是实验二的干扰项的一个例子：

图 31：实验二干扰项举例。图 31 相应的故事内容为：小羊和小鹿都得到了一朵
七色花。七色花能够帮助他们变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刚旅游回来，肚子太饿
了。小羊比较喜欢吃葡萄，所以他用七色花变出了一串葡萄，小鹿喜欢吃苹果和
香蕉，所以变出了苹果和香蕉。小羊还变出了草莓。 (这时我们会通过和儿童谈
儿童最喜欢的水果而分散儿童的注意力，以使儿童忘记故事的模式。图 31 相应
的判断句子为“小羊变出了香蕉”或者“小羊变出了草莓”。其中，前者的答案
为错，后者的答案为对。

实验二结果：
18 个成人参加问卷测试，但有 3 个被试是认为测试句和干扰项中的“小动物
们”应指泛指的小动物，而不仅指图片中的两只小动物而已。因此，他们拒绝测
试项，例如图 30 的理由是：
“鸭子和恐龙干了什么事并不代表其他小动物也干了
这些事”。这些被试拒绝测试项的原因不属于本实验研究内容，故其数据未进入
统计。还有一个被试不明白实验任务。所以，剩下的成人被试为 14 个，一共完
成 14 个前测，56 个测试项，56 个干扰项。儿童组中，12 个儿童的测试数据进
入统计，共完成 12 个前测，48 个测试项，48 个干扰项。成人在干扰项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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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1 个以内 (可能因为被试经常出错的干扰项比较微妙，如果没有仔细看很容
易错)，儿童对干扰项的反应正确率为 100%。下面是成人和儿童对前测和测试项
的接受率。

图32：实验二成人与儿童对测试句和前测的接
受率
79%
80%
60%

成人组

40%

7%

20%

0% 0%

儿童组

0%

测试句

前测

注：测试句为 NP1+都+V+NP2 模式，测被试对都的量化域的选择；前测为
NP+都+VP 模式，考察被试是否拒绝 NP+都的非穷尽性解读。

从图 32 所显示的实验二结果可以看到。在前测部分，无论是儿童被试还是成人
被试，都是 100%拒绝了“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可见，儿童对“都”
的理解同成人一致，
“都”是类似一个表全称量化的算子。但是，在测试项中，
两者产生了巨大的差别。虽然这些儿童已经接近 5 岁，但是，这些儿童接受测试
句的比率高达 79%。然而成人接受测试句的比率只有 7%，换句话说，成人绝大
多数拒绝了测试句。
儿童被试中有两位持续地拒绝测试句，一个被试的年龄是 5 岁 1 月 9 天，另
一位被试的年龄是 4 岁 8 月 23 天。两位被试的拒绝理由均是认为如图 30 的测试
句的意思是“每一只小动物都扔掉了电视、床和冰箱。
”而实际上，故事里鸭子
没有扔掉冰箱，而恐龙没有扔掉床。所以被试拒绝了测试句。可见，被试认为“都”
应该量化到“小动物们”的每一个成员处，也就说，他们认为“都”应该量化在
“都”左边的 NP。
成人拒绝测试句也经常提供类似上述两位儿童的理由。但是，除了上述的理
由之外，成人还会提供另外一种理由，即“小动物们只都扔掉了电视”。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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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们没有都扔掉电视、床和冰箱，而只是都扔掉了电视。可见，这些成人所
拒绝的解读还是将“扔掉了电视、床和冰箱”这个谓词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主
语中的每一个成员。虽然两种理由的深层原因类似，但是当我们发现儿童只进行
前一种否定方式，不存在后一种否定方式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虽然我们现在
还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理论上的意义。
另外，成人被试中也有接受测试句的。一共有两个被试，第一个被试在前三
项的测试项中拒绝了测试句，提供了是上述所说第一种理由；但是他在第四个测
试项上，接受了测试项。他提供的理由是，
“小动物是一个整体”。另外一个被试
在前面两个测试项中拒绝了测试句，但是在最后两个测试项中接受了测试句，他
提供的理由是“他们均是警察”，“他们均为小动物”
，也就是说，被试只指出动
作的发出者都是同一种事物。我们推测他们可能是认为两个的动作发出者可以视
为一个整体，因此这个测试句可以接受。这在理论上可能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
认为“都”是一个纯粹的全称量化词，在这里失去了它的分配作用；另外一种可
能是“都”还是一个分配算子，但是由于前面的复数名词是一个整体，可以将分
配结果相加合，于是从“电视和床”和“电视和冰箱”加合得到了“电视，冰箱
和床”51。
成人被试的面对面测试中，我们发现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类似，10 个成人均拒
绝测试句。

实验二讨论：
实验二中儿童组和成人组对测试项的解读再一次出现差异，使我们更加坚定
地相信，实验一所提出的关于儿童在处理“都”的复杂量化域方面还不成熟的观
点。我们认为实验二中儿童之所以接受测试句，是因为儿童认为“都”右边的
NP 也可以作为“都”的量化对象。
按照实验一的结果，儿童被试 90%接受光杆名词的非穷尽性解读，而按照实
验二的前测结果，儿童被试 100%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飞穷尽性解读，这说明儿
童认识到“都”的作用。但是这时“都”的作用可以认为是一种全称量化，或者
是一种最大化算子，其结果是其量化域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与到某类事件

51

感谢周鹏提醒我这第二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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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就是说，这时并不需要认为“都”是一个分配算子。实验二又进一步发现，
当“都”的左边有复数 NP，右边也有复数 NP 时，儿童被试接受 NP1+都+V+NP2
中，NP1 中不是所有成员都具有 V+NP2 的性质。可见，如果这个测试能够反映
儿童的真实语感，那么，我们认为儿童应该不将“都”处理成分配算子。
由于儿童无法告诉我们他们接受测试句的原因，我们想通过成人给的理由，
来看他们接受测试句的可能原因。实验二的结果部分提及了解释个别成人被试偶
尔接受测试句的现象的两种假设：1. 他们可能认为这时“都”可以不是分配量
化，于是不区分 NP1 里所包含的原子，而是将整个 NP1 的指代对象作为一个整
体；2. 他们可能认为“都”仍然是一个分配算子，但是将 NP1 的所有原子视为
一个整体，因此，也将他们所分配到的物体相加，即“电视和床”加上“电视和
冰箱”，因此得到“小动物们都得到了电视、床和冰箱”这句话符合故事内容的
结论。按照成人给的理由，他们应该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然而，成人的这种观
点并不能代表儿童就持类似观点。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成人可能是建立于模糊化
“都”的作用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而对于儿童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
成人的面对面测试中，不再遇见类似的解读。这是因为现时的处理不会绕过“都”
的作用。我们认为儿童的面对面测试也会使儿童不可能绕过对“都”的处理。另
外，成人的这类处理明显较成人拒绝测试句更为复杂，因此，不可能成人儿童的
初始解读。从儿童的实验看来，儿童非常轻松乐意地接受了测试句，并拒绝了干
扰项中的错误选项，这说明儿童不太可能是经过艰难的抉择后，绕过“都”的作
用而得出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说成人接受了测试句是因为绕过“都”的作用的结果呢？如果我
们同意，大多数的成人拒绝了测试句，是因为他们认为“都”是一个分配算子，
将类似“扔了电视、床和冰箱”这个性质分配给“小动物们”中的每一个成员，
那么自然成人应该拒绝。这是我们认为被试是先处理句子，然后将他理解的句子
的意思对照图画内容，而最终进行的判断，因为图画内容告诉我们一只小动物扔
掉了电视和床，另外一只小动物扔掉了电视和冰箱。然而，我们还可以从图画的
角度出发。一只小动物扔掉了电视和床，另外一只小动物扔掉了电视和冰箱，因
为两只小动物可以看成一个整体，所以后面的物体也可以加合成一个整体，所以
我们就可以说“小动物们都扔掉了电视、冰箱和床”。我们推测这就是第二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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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者的思路。
问题在于，第二种解释中“都”的作用是什么？“都”在哪里或哪一个阶段
发挥了作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第一解读发挥了作用，即“一只动物
都扔掉了电视和床”，“另一只动物都扔掉了电视和冰箱”
，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
就是将“都”视为全称量化而不是分配量化；还有第二种可能，即在第二阶段发
挥作用，将一只动物和另一只动物放在一起，用“都”进行量化。如果是后者，
那么我们要问“都”到底是分配量化还是全称量化。显然，这时“都”不可能是
分配量化，它应该是类似加合算子或者是全称量化算子了。
因此，上述的讨论说明，第二种解释虽然可能是个别成人接受测试句的原因，
但是是因为绕过了“都”的分配作用导致的，实际上也是将“都”作为一个全称
量化算子 (或其他能引出穷尽性要求的算子)。因此，儿童更有可能直接采取第
一种解读，即将“都”作为一个全称量化算子，引出穷尽性要求。

5.2.3 实验三：“都”对 wh 短语与 NP 的量化选择
在实验二我们发现，成人只能让“都”量化其左边的可量化对象，而不能量
化“都”右边的复数名词；但是儿童可以量化右边的复数名词。在实验三中，我
们再看看如果在理论上，当成人也可以量化右边的成分时，儿童和成人的反应是
否有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想从第三个角度，来探查儿童对“都”的量化域处理
上是否和成人有差异。
本文的综述部分提到许多学者认为“都”可以量化处于“都”右边的 wh 短
语。Li (1995) 主张量化在其左边 NP 的“都”与量化在其右边的 wh 短语的“都”
是同一个“都”。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也有将两者作为一个“都”进行处理的倾
向 (蒋，1998；潘海华，2006，2011)。我们认为虽然两个情况下的“都”似乎
在重音上有些许的差异，但是从句法上来说，还是可以看为同一个”都”。尚且
从句法语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使用 C. T. J. Huang (1982)提出的理论，即汉语
中的 wh 短语在逻辑形式层面 (Logical Form) 发生了移位，因此还是可以维持“都”
的量化域是在其左边的理论 (参见，蔡维天，2008)。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下面的实验的理论背景基本上是潘海华 (2006，2011)。
潘海华 (2006) 将“都”量化其右边的 wh 短语也视为“都”的全称量化。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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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张三下午都吃了什么水果？”这句话，如果按照潘海华的理论，应表示
成：
Dou x [张三下午吃了 x] [Q y [x = y ∧ thing(y)] )，其中 Q 表示疑问算子。
上述表达式的意思是，对于所有的 x，张三下午吃了 x，y 等于 x，y 是东西，请
告诉我 y 是什么？
上述的表达式与三分结构对焦点的处理有关。这里，潘海华是将“都”后的
疑问短语处理成类似焦点的成分，然后将整个句子映射到量化域部分，核心域部
分则表达了一个问题，由疑问算子所约束。
上述的表达虽然比较好的抓住了“都”量化疑问短语的语义内涵，然而并没
有清楚地说明了当“都”的左边也出现可以量化的对象时，“都”的量化情况。
潘海华 (2011) 基于 (2006) 制定了类似情况下“都”的两种量化的先后次序的
规则。我们发现“都”是否重读与选择哪一种解读很有关系。如果“都”重读，
则倾向于解读为“都”量化其左边的 NP；反之，如果“都”不重读，则更倾向
于量化右边的疑问短语。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是否意味着两个情况
下的“都”不是一个”都”，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正如 Li (1995) 所论证的，由于
句法和语义上，两个“都”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不区分两个“都”。
至于为什么“都”的重音会影响其量化方向，我们暂时认为“都”重音使“都”
之前的成分更为突出，而在非重音的情况下，则疑问词短语更为突出。
下面我们用实验三中所使用的实验句来举个例子，以说明“都”可能量化“都”
之前的 NP，也可能量化“都”之后的 wh 短语。实验句如下所示：
小动物们都找到了什么宝贝？
1. 当都量化“小动物们”时：

Dou x [x∈[|小动物们|]] [x 找到了 y ∧宝贝’(y) ∧Q z [z=y]] ，其中 Q 是疑问算子。
2. 当“都”量化“什么宝贝”时：
Dou [小动物们找到了 x∧宝贝’(x)] [Qy [y=x]]
当“都”重读时，倾向于选择第 1 种解读；当“都”不重读时，倾向于选择第 2
种解读。当被试对实验句的解读是第 1 种解读时，其回答应该是小动物 1 找到了
宝贝 a1，小动物 2 找到了宝贝 a2，……小动物 n 找到了宝贝 a3。但如果被试对
实验句的解读为第 2 种，那么被试的回答应该是“a1，a2，……，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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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C. T. J. Huang (1982)，汉语中的 wh 短语虽然在表层结构中处于原位
(wh-in-situ)，不像英语中会移位到 CP 的 SPEC 位置，然而有证据表明汉语中的
wh 短语在逻辑式层面上会发生和英语一样的移位。如果我们让认为 wh 短语在逻
辑层面上也发生类似英语中 wh 短语和量化短语所发生的移位 (quantifier raising，
参见 May (1977, 1985))，那么，当 wh 短语占广域时，我们应该将实验句的逻辑
表达式写成：
3. 当 wh 短语占广域，“都”量化“小动物们”时：
∃x [宝贝' (x) ∧Dou y[y∈[[小动物们' ]] ∧找到' (y, x) ∧Qz [z=y]]
上述表达式的意思是，存在某宝贝 x，每只小动物都找到了 x，请告诉我 x 是什
么。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介绍实验三了。

实验三目的：
测试儿童和成人在“都”有两个可量化对象，一个是在其左边的 NP，另一
个是在其右边的 wh 短语时，对量化对象的选择。

实验三被试：
实验三儿童组的 16 名被试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附属幼儿园，其中有三个儿
童没有通过前测 (即不能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还有一位被试无法
集中注意力，无法完成实验，因此，有 4 位儿童的测试结果没有进入统计。剩下
的 12 位被试包括 7 个男孩和 5 个女孩，年龄从 4 岁 0 月到 5 岁 2 月，平均年龄
为 4 岁 9 月 (请详见表 10)。
实验三的成人测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问卷调查，另一部分是当面测试。
问卷调查中，有 17 名被试参加测试，他们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当面测试中，
10 名被试均为北京在校大学生。

实验三实验方法与实验程序：
实验三采用提问诱引的方法考察儿童和成人对测试句的解读。这一方法是基
于哲学和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对疑问句及其回答的研究。Hamblin (197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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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enendijk & Stokhof (1984) 认为，对一个问题的合适的回答等同于知道那个问
题 (the proper answer of a question is equivalent to knowing the question)。因此，我
们认为不同的回答形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儿童与成人如何处理“都”与 NP、wh
短语之间的关系。

表 10：实验三儿童组被试信息
被试号

性别

实际年龄

1

男

4岁0月3天

2

男

4岁1月1天

3

女

4 岁 7 月 17 天

4

男

5岁0月5天

5

男

4 岁 10 月 22 天

6

女

4 岁 9 月 27 天

7

男

5岁2月5天

8

男

5岁0月0天

9

女

5 岁 0 月 10 天

10

女

5 岁 0 月 17 天

11

女

4 岁 8 月 19 天

12

男

4岁8月2天
4岁9月3天

平均年龄

在儿童测试中，我们先将被试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与被试交流过他的基本
信息之后，我们开始介绍我们的手偶 (注意，手偶在实验三的任务主要是问问题，
所问的问题即测试项或者干扰项)，并同时介绍我们的实验程序，告诉被试的任
务是什么。在讲解结束后，我们将给被试呈现前测和练习。如果被试胜任前测和
练习中的任务，那么我们将会正式开始实验。正式实验过程如下：先给被试呈现
一幅或者几幅图画，在呈现图画的同时讲述相关的故事；讲完故事之后，手偶将
会向被试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测试句，也有可能是干扰项。然后，
我们请被试帮助手偶回答那个问题，并将被试的回答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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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实验进行了适当的简化，例如成人没有进行前测和后测，只解释了实
验任务；并且成人测试也不借助手偶产出测试项或者干扰项。

实验三材料：
本实验儿童组测试包括 2 个前测 (也当做练习)，4 个测试项和 4 个干扰项。
第一个前测是为了测试儿童是否能对 wh 短语进行穷尽性解读，即能否对 wh
短语回答属于正确答案的所有项目 (参见 Schultz & Roeper，2011；Ke & Gao，
2010)。前测时，我们向被试呈现图 33。

图 33：实验三的第一个前测用图。图 33 相应的问句为：这里有什么动物啊？该
前测是为了探查儿童是否能对 wh 短语进行穷尽性解读。

呈现图片之后，手偶小老虎问：
“咦，这里有什么小动物啊？”儿童提供答
案之后，小老虎进行道谢。并告诉儿童自己很小，有时候听不懂故事讲了什么，
所以请被试一定帮助它。对前测中的问题，如果儿童能够连续说出三只小动物的
名称，则进入下一个前测。
第二个前测的目的是测试儿童对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的是否拒绝。
因为如果儿童没有处理“都”，或者儿童无法处理“都”，则实验三将无法测试出
“都”对量化对象的选择问题。在测试中，我们会先呈现图 34 (同图 28)。然后
主试让手偶说一句和这幅图有关的话。手偶产出如下测试句子：“恩，我知道，
小猪都坐在椅子上”
。然后主试要求被试对手偶所说的话作出判断，并记录被试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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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实验三后测所用图 34 相应的判断句子：小猪都坐在椅子上。

实验三的正式实验包含 4 个测试项和 4 个干扰项，关于这些项目的细节请参
看附录。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先呈现图 35，并开始讲述故事。故事内
容是，猴子得了长鼻子的怪病，大象博士告诉他要是找到森林中的一件宝贝，他
的病就能马上好。森林里的两只小动物，小狗和小猪听到了，都热情地帮助猴子
找宝贝 (这时呈现图 36)。你看，小狗找到了钻石和汽车，小猪找到了钻石和贝
壳 (在说东西的名称之前，先询问过被试他认为是什么东西，然后在故事中采用
被试的命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两只小动物把宝贝带给猴子后，猴子的
鼻子还不见好。

图 35：实验三的测试项用图举例。图 35 的相关故事情节为：猴子生病了，鼻子
变得又大又长。大象博士说只有找到森林里的一件宝贝才能治好他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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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实验三测试项用图举例。图 36 相应的故事内容：小狗找到了宝石，小猪
也找到了宝石；汽车是谁找到了？是小狗吧。小猪还找到了海螺。52图 36 相应
的测试项句子为：这个故事中，小动物们都找到了什么宝贝？其中，
“都”重读。

等故事讲完了，主试让手偶小老虎说说是否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手偶回答：恩，我有一个问题，恩，小动物们都找到了什么宝贝？ (测试句，
“都”重读) 主试记录儿童的回答。
在干扰项中，其他程序都类似，只是所呈现的图片和所问的问题不同。例如，
我们会呈现例如图 37 那样的图片。呈现图片之后，我们问手偶是否有问题要问，
手偶说出干扰项：“恩，我有一个问题，恩，谁找到了帽子？”被试回答问题，
主试记录被试的回答。

52

和实验二相似，主试测试时，注意使用多种方式陈述故事，使儿童不会形成回答的某种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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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实验三干扰项用图举例。图 37 相应的干扰项句子为：这个故事中，小猪
找到了帽子/小猪找到了兰花。干扰项的对错经过平衡，4 个干扰项的顺序是错、
对、对、错。

在成人的问卷调查中，由于成人在拒绝光杆名词+都的非穷尽性解读上不可
能有问题，所以对测试适当进行了简化。成人的问卷调查不包括儿童测试中的前
测和后测。而且，成人的问卷调查中，干扰项的数量也减少到了 2 个。我们保留
这些干扰项的目的一是因为它们可以使问卷的答案多样化，另一个目的则是要检
测被试是否认真完成了测试。成人的问卷调查的具体细节，请参看附录。
成人的面对面测试中，我们只问每一个成人一个测试项，然后记录成人对测
试项的回答。

实验三结果：
关于实验三的第一个前测，我们发现所有的儿童均能提供穷尽性解读。
关于第二个前测，我们发现 15 名完成测试的儿童中，有 3 位没有拒绝测试
句，所以我们不将他们的数据计入统计。因此，儿童组剩下了 12 位被试，每位
被试接受 4 个测试项和 4 个干扰项，得到 56 个测试项的回答和 56 个对干扰项的
回答。
下面先呈现儿童组对测试句的回答。我们将被试的回答分成三类：分项解读、
全部解读和单项解读。拿图 36 所示的测试句做一个例子，如果被试的回答为“小
狗找到了钻石和汽车，小猪找到了钻石和海螺”，或者“找到了钻石，汽车，钻
石，海螺”类似的回答 (有时儿童只是用手指指出) 都归为分项解读类。如果被
试的回答是“钻石、汽车和海螺”，那么就将这样的回答归为全部解读。如果被
试的回答是“钻石”，那么我们就将这样的回答归入单项解读类。
我们先看看调查问卷组成人与儿童组对测试句的回答的比较，结果呈现在图
3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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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实验三儿童组与成人组调查问卷中对测
试句的三种解读各自所占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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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36所示的测试项下，分项解读是指类似“小狗找到了钻石和汽车，小猪
找到了钻石和海螺”，或者“找到了钻石，汽车，钻石，海螺”的这样的回
答；全部解读是指类似“钻石、汽车和海螺”的回答；单项解读是指类似“钻
石”的回答 。

从图 38 可以看出，儿童进行分项解读的机率比成人高 30%左右，而在全部
解读上，成人组又比儿童组接受机率高 20%左右。成人组的单项解读只比儿童组
机率高 10%。我们将成人组和儿童组的三种解读的机率进行独立组 T 检验，检
验结果为：
分项解读：t (27, 2) = -2.134，P= .042< .05，故成人与儿童的解读有显著性差异
全部解读：t (27, 2) = 1.279，P= .212> .05，可见成人与儿童在全部解读上没有显
著性差异
单项解读：t (27, 2) = 1.340，P= .197> .05，可见成人与儿童在单项解读上也没有
显著性差异
我们再将儿童组的分项解读和全部解读之间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其检验结果
如下：
成人组：t (16, 1) = -2.138，P= .05= .05，可见成人组进行分项解读的比率显著地
低于全部解读
儿童组：t (11, 1)= .513，P= .618> .05，可见儿童组进行分配解读的比率和进行全
部解读的比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从上述的 T 检验结果可以见出，成人和儿童只有在分项解读上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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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比起成人来，儿童更倾向于进行分项解读。
而儿童组进行分项解读和全部解读的机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另外，很有趣的是，在成人组的面对面测试中，我们发现在 10 个被试中 (每
个被试只接受一个测试项)，有 8 个被试进行了单项解读，1 个被试进行了全部解
读，1 个被试进行了分项解读。其结果又见表 11。在实验材料中我们提起过，实
验三的面对面测试中，无论是儿童组还是成人组，“都”都要重读，并适当延长
“都”的读音。

表 11：实验三面对面成人测试，“都”重读
被试人数

分项解读人数

全部解读人数

单项解读人数

10

1

1

8

相比成人面对面的测试，儿童对实验句的解读更加类似于成人的问卷调查的
结果。这很可能说明儿童对“都”的重音引起的变化，在行为实验中可能是不敏
感的。

实验三讨论：
联系我们在前面所列出的对实验句的三种解读，其中，分项解读对应于“都”
量化其左边的 NP，而且 wh 短语相对于 NP53占窄域的情况；全部解读对应于“都”
量化 wh 短语的情况；单项解读对应于“都”量化其左边的 NP，而且 wh 短语相
对于 NP 占广域的情况。所以，实验三的结果对应的就是：
和成人被试相比，儿童被试更倾向于进行分项解读，即儿童更容易认为“都”
量化其左边的 NP，并且 wh 短语占窄域。然而，因为儿童组进行分项解读和全
部解读的比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很可能指明在“都”到底量化左边的 NP 还
是量化右边的 wh 短语之间，儿童很难做出抉择。这个实验结果和实验一的结果
遥相呼应，支持了在实验一中，儿童可能很难在两个量化对象之间做出抉择的观
点。

53

Cheng (1995) 根据 Heim, Lasnik, and May (1991) 认为“都”量化了 NP 之后，两者结合成一个整体，在
LF 层面上发生量化词提升 (QR) 。这里我们采用了她的分析。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wh 短语相对
于 Dou NP 占窄域。现为了行文方便，只说 wh 短语相对于 NP 占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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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成人组的全部解读和分项解读之间具有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
成人更倾向于进行全部解读。也就是说，在问卷调查这种没有重音的作用的情况
下，可能 wh 短语更为突出 (salient)，因此从 Schwarzschild (1996) 的理论来看，
“都”量化 wh 短语的可能性更大。
实验结果中比较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儿童组中出现单项解读的机率微乎其微，
只有 2%。由于单项解读对应的是“都”量化其左边的 NP，而且 wh 短语相对于
NP 占广域的情况，所以这个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儿童确实认为“都”可以量化其
左边的 NP，但是却很少有认为 wh 短语相对于 NP 占广域的。这个结果使我们进
一步预测，4 岁 9 个月左右的儿童对于 wh 短语的移位的习得可能还没有完成。
另外，Roeper & de Villiers (1991) 提及 4-6 岁儿童在 wh 和 QP 互动的时候出
现问题。
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在问卷调查中，成人进行单项解读的比率也只
有 13%。如果我们认为单项解读的原因是 wh 短语占广域，那么这么低的比率就
说明，在问卷调查中，wh 短语占广域的机率很小。相反，在面对面测试中，我
们发现“都”的重读使 wh 短语占广域的机会大大提高了，达到了 80%。至于为
什么 wh 短语占广域的机会受“都”的重音的影响呢？我们还没有较为确定的答
案。但是，对“都”加了重音很可能同时强调了共同项，这就导致了共同项占广
域的情况。
如果我们将成人面对面的测试和儿童面对面的测试的结果相比较，就会发现，
实际上，成人和儿童在对实验句 NP+都+V+wh 的解读大相异趣，成人更倾向于
进行单项解读，而儿童更倾向于进行分配解读和全部解读。这说明成人在面对面
测试中，多认为 wh 短语占广域，而儿童在面对面测试中，多认为 wh 短语占窄
域。

5.3 三个实验综合讨论
我们将实验一到实验三所发现的主要结果罗列在表 12 中。
结合实验一和实验三的结果，我们发现儿童组在实验一的反应与在实验三的
反应很类似。在实验一中，儿童无法确定“都”到底量化“都”左边的哪一个
NP，有些儿童认为“都”应该量化第一个 NP，有些儿童认为“都”应该量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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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实验一至实验三的结果与相关解释列表
实验一

结果

解释

儿童组 当“都”左边存在两个可量化的 儿童无法确定量化哪一个 NP
NP 时，儿童对“都”量化前一
个 NP 和“都”量化后一个 NP
的接受度均接近 50%
成人组 当“都”左边存在两个可量化的 成人认为只应该量化最近的一个 NP
NP 时，成人大部分拒绝“都”
量化前一个 NP，接受“都”量
化后一个 NP
实验二 结果

解释

儿童组 当“都”的左边有可量化的 NP， 儿童认为可以量化右边的 NP
右边也有复数 NP 时，儿童大部
分接受“都”量化右边的 NP
成人组 当“都”的左边有可量化的 NP， 成人认为不可以量化右边的 NP
右边也有复数 NP 时，成人大部
分拒绝“都”量化右边的 NP
实验三

结果

解释

儿童组 当“都”的左边有可量化的 NP， 儿童的解读既存在“都”量化左边的
右边有 wh 短语时，儿童既有分 NP，又存在“都”量化右边的 wh 短
项解读，又有全部解读，但极少 语，但是儿童极少有 wh 短语相对于
有单项解读

“NP 都”占广域的解读

成人问 当“都”的左边有可量化的 NP， 成人的解读既存在“都”量化左边的
卷组

右边有 wh 短语，成人既有分项 NP，又存在“都”量化右边的 wh 短
解读，又有全部解读，但全部解 语，但是后者居多。同样，成人也极
读所占比率较大，少有单项解读 少出现 wh 短语占广域的解读

成人当 当“都”的左边有可量化的 NP， 成人的解读主要为 wh 短语占广域，
面测试 右边有 wh 短语，成人的解读主 “都”量化左边的 NP
组

要为单个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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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 NP。也就是说，儿童的表现相当不稳定。我们再看实验三，实验三中儿童
对“都”到底应量化“都”左边的 NP 还是量化“都”右边的 wh 短语，也是难
以取舍，这可以从儿童的回答中，两者所占的比率相近看出来。如果我们接受
C. T. J. Huang (1982) 的观点，认为 wh 短语在 LF 层面上发生了位移，那么这两
个实验的结果之间的相似性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了。这是因为，wh 短语在逻
辑式层面上发生移位，移到了 CP 的 SPEC 位置，那么这时“都”的左边就存在
两个可量化对象了54。那么，这时的情况就类似实验一的情况，所以儿童同样不
知道如何选择哪一个成分作为量化对象。
如果我们采用上述的观点，那么儿童在实验二中的表现也能得到进一步的说
明。由于一个 NP 在“都”的左边，另外一个 NP 处于“都”的右边，因此，两
个 NP 不都处于都的某一边。这样，儿童就觉得判断容易得多了。实验二也说明，
儿童对量化域的选择比成人的自由很多。如果语境许可，他们不仅可以从“都”
的左边选择量化域，还可以从“都”的右边选择量化域。
另外，儿童在实验三中极少有单项解读这一现象说明，虽然儿童的句法中可
能允许 wh 移位，但是，wh 短语似乎不太能占广域。又比较实验三的儿童组和成
人组问卷测试的情况发现，两组中均少有儿童进行单项解读。然而，在实验三成
人组的当面测试中，成人大部分进行了单项解读，这说明在面对面实验中，某些
因素会导致 wh 短语占广域的情况。我们推测，至少有两个可能是导致 wh 短语
占广域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当面呈现测试句时，我们对“都”加了重音，而在
问卷中，则无法呈现这样的重音。可是，我们还没有明显的支持，使我们认为重
音和 wh 短语占广域有关系。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面测试和问卷调查所给被试提
供的语境可能不同。在问卷调查中，由于“都”没有重音，读者更有可能被疑问
词吸引。我们知道，由于格莱斯会话原则的作用，成人对疑问词的解读有强烈的
穷尽性倾向 (参见 Grice, 1975; Ke & Gao, 2010; Schulz & Roeper, 2011)，即成人
这时更愿意回答所有的答案。因此，在问卷调查中，成人更愿意选择那些把所有
的答案都说出来的解读。但是在面对面实验中，由于“都”重读，被试会想“都”
是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的意思，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共同项。因此，在

54

我们认为 wh 短语处于“都”的左边时，并不一定像“谁都有一座房子”中的“谁”一样失去了疑问的
用法。这在 Lee (1986) 中进行过讨论，即“谁都有一座房子”中，谁没有被疑问算子约束，而在“张三都
吃了什么东西？”中，“什么东西”仍然被疑问算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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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测试中，成人被试更愿意选择共同项。可能儿童对“都”的重音所附带的
语用信息并不敏感，或者 wh 移位在早期儿童身上不常发生，导致儿童很少出现
单个解读。
我们再看成人的结果。实验一成人的结果表明，当“都”的左边有两个 NP
可以作为“都”的量化对象时，成人认为“都”只能量化最近的 NP，即 PP 中
的 NP。这和 Lee (1986) 以及 Cheng (1995) 的判断不同。Lee (1986) 认为“都”
可以量化 PP 之前的 NP，因为 PP 是属于句子层面的短语，并不阻碍“都”成为
句子层面的副词。因此，PP 之前的 NP 在“都”的辖域范围内。而 Cheng (1995)
用“都”必须量化一个 NP，以及 Chomsky (1991)提出的派生的经济原则，来解
释下面的两个句子的合法性，
郭靖 [NP 对我们] 都很好。
他们 [PP 对我] 都很好。
Cheng (1995) 认为有两个“对”，第一个“对”没有 PP 作为最大投射，第二个
“对”有 PP 作为最大投射。因此，第一个句子中，
“都”可以量化“对我们”
这个 NP，而第二个句子中，由于有 PP 作为最大投射，“都”无法量化到“我”
这个 NP，因此，派生的经济原则被打破，“都”向前寻找到 NP“他们”作为量
化对象（详细地讨论请参见我们的文献综述）。
然而，Cheng (1995) 没有提及如我们实验一中的句子该如何处理：
[NP1 乌龟]在[NP2 企鹅]旁边都种了兰花。
按照 Lee (1986) 的预测是，
“都”可以量化任何一个 NP，而按照 Cheng (1995) 的
预测是，当“在”有最大投射 PP 时，
“都”可以量化“乌龟”；但当“在”没有
最大投射时，
“都”只能量化“在企鹅旁边”。55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句子中，Cheng
(1995) 的预测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其实，Cheng (1995) 要说的是只能量化其中
一个 NP。Cheng (1995) 的处理将一个句子里的“在”处理成具有“双重身份”(dual
status) 的词，使理论显得有些规定性。
我们的实验一结果显示，对于“乌龟在企鹅旁边都种了兰花”，大部分成人
的解读是“都”只能量化最近的可量化对象，即“企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将“乌龟”和“企鹅”都作为潜在的量化对象 (因为两者在语境中都可以表示复
55

Cheng (1995) 不仅认为“对”有双重身份，她也认为汉语中的介词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所以我们推测
根据 Cheng (1995) ，大致“在”也有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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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那么“都”只能量化最近的一个潜在量化对象。所以，根据实验一的成人
组的结果，Lee (1986) 与 Cheng (1995) 都作出了不准确的预测。
实验一的成人组结果也证实，“都”不是一个非选择性量化副词，因为它不
能同时约束其量化域中的所有变量。相反，
“都”更可能是一个分配算子。这是
因为分配算子的量化域（或说限制域、分配域）只能可能是一个 NP。即使出现
了两个 NP，这两个 NP 也是先经过加合再进入“都”的限制域的 (参见 Link, 1983;
Schwarzschild, 1996)。例如“男同学和女同学都来上课了”中，
“男同学”和“女
同学”先进行加合运算，然后才进入“都”的限制域中。
实验二的结果显示，成人认为虽然“都”的右边具有一个 NP，然而“都”
无法量化“都”右边的 NP。“都”只能量化其左边的 NP。但是实验三显示，如
果在“都”右边的是 wh 短语，则“都”有可能量化这个 wh 短语。我们将这个
实验结果作为对 C. T. J. Huang (1982) 关于汉语中的 wh 短语可能在逻辑式层面
上发生了移位的观点的支持。而且，对于“NP+都+V+wh”有三种解读也说明，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量化词提升在汉语中可能不存在，但是至少 wh 短语在 LF
层面上的移位会产生辖域歧义，如蔡维天 (2008) 所论述的。

结合我们在理论部分的讨论，我们发现，和理论部分的处理一样，我们认为
对分配计算的理解不仅包括对分配算子“都”的理解和解读，更包括限制域的选
择。Gil (1995) 区分了两类的全称量化词，一类是无标记的 (non-marked)，即非
分配的，另一类是标记的 (marked)，即分配的。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因为涉
及到分配核心 (distributive key) 和分配共享 (distributive share) 两者的关系。许
多实验支持这种区分，也发现儿童在前者的理解上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后者的
理解上却有许多问题 (Brooks & Braine, 1996; Stephen Crain et al., 1996; Drozd, et
al., submitted; Geurts, 2003; Philip, 1995; Roeper & de Villiers, 1991)。但是，研究
者对儿童为什么出现量化词泛化 (quantifer spreading，见本文 2.4 节的综述) 还
处于争论中，有些研究者认为 4 岁左右的儿童完全具备了关于全称量化词的知识
(这里的全称量化词在量化词延伸的实验情境下，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量化词)，儿
童出现量化词延伸错误实际上是由于实验情境的设置不符合合理异议条件
(Condition of Plausible Dissent，见 Crain et al. 1996)，即实验情境似乎提示被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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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种反应。如果实验设计中既考虑到被试接受测试句的合理性，又考虑到被试
拒绝测试句的合理性，那么儿童的反应将会大大改善 (Stephen Crain, et al., 1996;
Jensen, Notley, & Stephen, 2010)。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句法上，英语中
的全称量化词“all”和“each”都是浮游量化词 (floating quantifier，可以参考本
论文 2.1.1 节)，因此，儿童产生量化词泛化的错误可能是由于句法上量化词从主
语位置浮游到宾语位置，量化词带有穷尽性要求，会将本来应该作用于主语的穷
尽要求转而作用于宾语，所以儿童就会拒绝宾语非穷尽解读 (Roeper, et al., 2011)。
我们的实验给这一争论增加新的发现和启发。由于“都”无法像英语中的“all”
和“each”一样浮游至宾语位置，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儿童会进行类似的解读。虽
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浮游量化词，但是其浮游位置基本在 VP 之前。
当然，按照 Chiu (1993) 的假设，
“都”的原始生成位置是在 VP 以内，但是根据
Chiu (1993) 的假设，和“都”一起生成的 NP 如果是宾语，那么一定需要移位
到句子 VP 以上的位置；和“都”一起生成的 NP 如果是主语，根据 VP 内主语
假设，也需要移位到 VP 以上的位置。当然，也有可能在儿童语言中，
“都”可
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句子中浮游。我们的实验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
然而，结合 Drozd et al. (submitted) 最近的发现 (见本论文 2.4.2 部分综述)，
以及汉语中对“都”的性质的研究，我们认为“都”更有可能是一个分配算子，
而正是由于其分配算子的地位使儿童习得“都”产生了困难。我们很同意 Philip
(2011) 的观点，认为全称量化词或者分配算子所蕴含的全称量化运算应该是普
遍语法的一部分，儿童在很早的年龄就应该习得，而不会直到 7 岁、8 岁还有问
题。儿童之所以会产生量化词泛化现象，是因为儿童在处理和分配计算或者全称
量化相关的某些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按照我们的实验，我们认为在限制域的选择
上，儿童和成人表现不同。成人更受限制，例如成人也许受 Chomsky (1991) 所
提出的派生的经济性原则的限制，在实验一中倾向于选择与“都”接近的 NP 作
为“都”的限制域。但是儿童在实验一和实验二的表现说明儿童似乎更不受这些
限制。儿童甚至可以不遵守“都”的左向约束原则。
所以，我们认为 4 岁儿童已经习得了“都”的基本语义内涵，例如“都”带
着全称能力，即“都”可以将谓语所代表的性质分配给限制域中的每一个成员。
然而，当有多个成分能够成为限制域时，儿童会面临艰难的选择。儿童的选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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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和成人不同，并不遵守成人所遵守的选择限制。
结合我们在第四章的理论讨论，我们发现儿童在“都”的限制域选择上出问
题很可能是因为汉语中“都”的限制域类型太多，而且区分两个层次的分配计算，
儿童很难掌握其中的规律，并进行系统的处理。Lee (1986) 告诉我们儿童理解
“每……一”结构时和成人差异很大 (见 2.3.1 部分综述)。这很可能是由于儿童
对“每”所带进的匹配解读理解和成人不同。也就是说，当全称量化之外如果再
加入其它的运算过程，儿童就有可能无法胜任。这也近年来第一语言习得的一个
研究结果相符合，即儿童通常在语言接口的项目上出问题 (例如 Sorace &
Serratrice, 2009; Zhou, 2011)。由于在简单的分配计算之外，再加入了限制域选择
的过程，导致儿童无法胜任。

综上所述，我们的三个实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 儿童有能力处理简单的分配计算。
2) 当分配计算时涉及较为复杂的限制域选择操作时，儿童的选择和成人不同，
而且不遵守成人在限制域选择时所遵守的限制 (包括派生的经济性原则和“都”
的左向约束原则）。这是三个实验中儿童和成人的反应产生系统性差异的原因。
儿童对限制域操作无法胜任可能是由于汉语中“都”的限制域情况太过复杂，如
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
3) 从实验一的结果可知，儿童和成人均认为“都”是一个分配算子，而不是一
个非选择性全称量化词。

研究结论深化对产出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第一语言中产出和理解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许多研究告诉
我们，产出并不意味着理解。有些产出是儿童模仿环境语言的产物。例如，儿童
对过去时的习得中，最开始能够正确产出过去式的非典型用法，例如，儿童最初
能够在需要使用过去式的时候能正确使用“go”
（“去”）的过去式“went”，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儿童反而无法正确使用“went”，而使用“goed” (Peccei, 1994)。
也就是说，这时儿童学会了过去时的句法规则是在动词后加“-ed”
。最后，儿童
才重新意识到“went”是正确的过去时用法。也就是说，当儿童首次输出“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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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不意味着儿童具备了过去时的知识。这就是产出和理解的不平衡。
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能够理解分配算子“都”的分配语义，但是却无法完
全正确解读分配计算。根据 Lee (1986)，儿童在 2 岁多就能自然产出含有“都”
的正确句子。这说明很可能在 2 岁至 3 岁时儿童就习得了“都”的分配语义。但
是，儿童知道 7-8 岁还犯和“都”有关的分配计算错误，至少在我们的实验中，
发现接近 5 岁的儿童还是无法正确选择“都”的限制域。可见，产出虽然意味着
理解，但是只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不意味着全部理解。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下一步的改进
由于在实验一中，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可能具有两种解释，这导致实验一不能
直接得出确定的结论，需要实验三作为旁证。这很可能与行为实验无法细致地记
录被试的言语处理过程有关。我们只能知道被试处理的结果，却无法知道被试在
处理“都”的量化的过程如何。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一个类似眼动实验的在
线研究，应该会帮助我们得到更为确定的结论。
另外，实验三中成人行为实验结果和问卷结果有差异，说明很可能“都”是
否重读将影响“都”的量化域选择。实验二中我们也做了成人被试的行为实验，
发现在实验一中，
“都”是否重音对成人没有影响。又根据理论，
“都”的重音与
否可能只和 wh 短语有关，而与普通的名词短语无关。因此，实验一我们只是找
了几个成人被试进行了简单地测试，发现行为实验并没有和问卷所搜集到的数据
有什么差异，另外，也因为时间紧迫，所以没有进行系统而严格的行为实验。
最后，由于关于“都”的量化域选择还有其他形式的，例如当量化对象是一
个量化词短语，例如“每个人”时，儿童如何选择量化对象。另外，当“都”的
右边有结构焦点，例如“小狗都买的蛋糕”中的“的字结构”，儿童如何选择量
化对象？是否和成人有差异？这些问题的系统探究，才能使我们关于 4 岁至 5
岁儿童虽然掌握了“都”的最基本语义内涵，但是在量化域的选择上还没发展成
熟的结论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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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实验一成人组材料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以下语言测试。以下测试是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因此您的答案对我
非常重要；而且，我将根据大家的答案来确定成人的语言处理模式（请大家注意：这不是智
力测试，故没有“陷阱”
），并以此作为儿童实验的参照。所以恳请大家能够认真完成测试。
由于此测试也将用于儿童，所以表达力求简单，大家只要根据语感轻松完成测试即可。

测试一任务：判断句子是否和图片内容相符。符合在括号里打

1. 这是一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狗旁边有足球。
（

，不符合打

。

句子：狮子在鳄鱼身旁埋了萝卜。（
）
5. 这是一个和藏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
句子：小猫在小马身边藏了手表。（

）

2. 这是一个和买运动鞋有关的故事，恩，
6. 这是一个和扔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马买了运动鞋。
（

）

3. 这是一个和捡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海豚在企鹅身旁扔掉了画笔。
（

）

7. 这是一个和栽果树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熊在小狗旁边捡到了苹果。
（

）

4. 这是一个和埋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公鸡在企鹅身旁都栽了果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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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小鹿在大象身边都藏了贝壳。
（

8. 这是一个和放箱子有关的故事，恩，

）

12. 这是一个和开车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海盗都在警察旁边放了箱子。
（

）
句子：警察在海盗身旁都停了车子。
（

）

9. 这是一个和种兰花有关的故事，恩，
13. 这是一个和摘葡萄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乌龟在老鹰旁边都种了兰花。
（

）

）

14. 这是一个和开飞机有关的故事，恩，

10. 这是一个和摆蛋糕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松鼠都在兔子旁边摆了蛋糕。
（

句子：小鸟都在小熊旁边摘了葡萄。
（

）

句子：猴子都在老鹰旁边停了飞机。
（

）

15. 这是一个和钓金鱼有关的故事，恩，

11. 这是一个和藏贝壳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狮子旁边都有小猫钓的金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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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是一个和放香蕉有关的故事，恩，

16. 这是一个和送羽毛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乌龟身边都有鸭子送的羽毛。
（

）

）

21. 这是一个和撒草莓有关的故事，恩，

17. 这是一个和挂辣椒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老虎在鳄鱼身边都挂了辣椒。
（

句子：狮子在老虎身边都放了香蕉。
（

）
句子：斑马身边都有老鼠撒的草莓。
（

）

18. 这是一个和盖房子有关的故事，恩，
22. 这是一个和插红旗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猪在小牛旁边都盖了房子。
（

）
句子：猴子在鸭子身旁都插了红旗。
（

19. 这是一个和贴爱心有关的故事，恩，

23. 这是一个和下鸡蛋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孔雀在小鸟身旁都贴了爱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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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这是一个和养金鱼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兔子在斑马旁边都养了金鱼。
（

）

25. 这是一个和摆椅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熊在小狗身边都摆了椅子。
（

）

26. 这是一个和铺石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恐龙在螃蟹旁边都铺了石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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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实验一儿童组 A 组实验材料

1. 这是一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恩，

5. 这是一个和种兰花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狗旁边有足球。
（

）

2. 这是一个和埋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乌龟在老鹰旁边都种了兰花。
（

）

6. 这是一个和放箱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在鳄鱼身旁都埋了萝卜。（

）

3. 这是一个和藏宝石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海盗都放了箱子。（
句子：小猫都藏了宝石。
（

）

）
7. 这是一个和送羽毛有关的故事，恩，

4. 这是一个和扔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海豚扔掉了画笔。
（

句子：在乌龟身边都有羽毛。（

）
154

）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句子：小鹿在大象身边都藏了海螺（

8. 这是一个和养金鱼有关的故事，恩，

）。

12. 这是一个和挂辣椒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兔子在斑马旁边都养了金鱼。
（

）
句子：老虎在鳄鱼身边都挂了辣椒。
（

）

9. 这是一个和停飞机有关的故事，恩，
13. 这是一个和下鸡蛋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猴子都停了飞机。（

）
句子：恐龙旁边都下了鸡蛋。（

）

10. 这是一个和撒草莓有关的故事，恩，
14. 这是一个和贴爱心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孔雀在小鸟身旁都贴了爱心。
（
句子：在斑马身边都撒了草莓。（

）
15. 这是一个和插红旗有关的故事，恩，

11. 这是一个和藏海螺有关的故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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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猴子在鸭子身旁都插了红旗。
（

）

16. 这是一个和钓金鱼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狮子旁边都有金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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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实验一儿童组 B 组实验材料
5. 这是一个和盖房子有关的故事，恩，

1. 这是一个和买帽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马买了帽子。（

）

2. 这是一个和捡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猪在小牛旁边都盖了房子。
（

）

6. 这是一个和摆蛋糕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小熊都捡到了苹果。（

）

3. 这是一个和埋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松鼠都摆了蛋糕。（

）

7. 这是一个和撒草莓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在鳄鱼身旁都埋了萝卜。（

）

4. 这是一个和扔东西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在斑马身边都撒了草莓。（
）
8. 这是一个和铺石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海豚扔掉了画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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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狮子在老虎身边都放了香蕉。
（
句子：恐龙在螃蟹旁边都铺了石头。
（
）
9. 这是一个和摘葡萄有关的故事，恩，

13. 这是一个和钓金鱼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在狮子旁边都有金鱼。（
句子：小鸟都摘了葡萄。（

）

）

）
14. 这是一个和栽果树有关的故事，恩，

10. 这是一个和送羽毛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公鸡在企鹅身旁都栽了果树。
（
句子：在乌龟身边都羽毛。（

）

15. 这是一个和开车子有关的故事，恩，

）

11. 这是一个和摆椅子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警察在海盗身旁都停了车子。
（
句子：小熊在小狗身边都摆了椅子。
（
）
12. 这是一个和放香蕉有关的故事，恩，

16. 这是一个和下鸡蛋有关的故事，恩，

句子：在恐龙旁边都有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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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实验二成人组测试实验材料

句子：小动物们全找到了水果。

故事一：这是一个和买东西有关的故事，
图一：

故事五：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们用七色花
变出了想要的东西。天鹅变出了画笔和飞机；
猴子喜欢画画和旅游，所以变出了画笔和汽
车。
图五：
句子：小猪坐在椅子上。
故事二：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们在森林里找
宝贝的故事，最后，小狗找到了宝石和汽车，
小猪找到了宝石和海螺。
图二：

句子：小动物们都变出了画笔、飞机和汽车。
故事六：这个故事讲的是奥特曼们救被怪兽
抓走了的小动物的故事，左边的奥特曼救出
了熊猫和大象，右边的奥特曼救出了鳄鱼和
孔雀。
图六：

句子：小动物们都找到了宝石、汽车和海螺。
故事三：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收藏他们喜
爱的东西的故事。熊猫喜欢花，他收藏了兰
花和玫瑰花，老虎则收藏了眼镜和帽子。
图三：
句子：左边的奥特曼救出了熊猫和大象。
故事七：这个故事讲的是警察比赛造东西，
左边的瘦警察造出了房子和相机，右边的胖
警察造出了房子和帆船。
图七：

句子：熊猫收藏了花。
故事四：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帮家里找吃
的，小羊找到了葡萄和草莓，小鹿找到了苹
果和香蕉。
图四：

句子：警察们都造出了房子、相机和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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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八：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搬家的故事。
鸭子和恐龙的新家在大河的对岸，所以要乘
船过去。在河中央时，他们的船都进水了，
为了避免沉船，他们只得把较重的家具扔了。
鸭子扔掉了电视和床，恐龙扔掉了电视和冰
箱。
图八：

句子：小动物们都扔掉了电视、床和冰箱。
故事九：上个故事说到有的小动物搬家的时
候把家具扔了，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从河
边捡东西。小马捡到了魔方和积木，老虎捡
到了螃蟹和鱼。
图九：

句子：小马捡到了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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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实验二儿童组实验材料

故事一：这是一个和买东西有关的故事，
图一：

图四：

句子：小猪坐在椅子上。

七色花有个神奇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小动
物们变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小羊变出了画
笔和飞机；小鹿喜欢画画和旅游，所以变出
了画笔和汽车。
图五：

故事二：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们在森林里找
宝贝的故事，最后，小狗找到了宝石和汽车，
小猪找到了宝石和海螺。
图二：

句子：小动物们都变出了画笔、飞机和汽车。
句子：小动物们都找到了宝石、汽车和海螺。
故事三：小狗和小猪在上个故事找到的宝贝
还是治不好猴子。所以小动物们又去找宝贝。
这次，小狗找到了兰花和玫瑰，小猪找到了
眼镜和帽子。当小猪找到帽子时，猴子的鼻
子突然就好了。

故事五：小羊开着飞机，小鹿开着汽车一起
去很远的地方旅游。路上他们都饿了，所以
想用七色花变出点吃的。小羊变出了葡萄和
草莓，小鹿变出了苹果和香蕉。
图六：

句子：小鹿变出了香蕉。
故事六：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警察进行造东
西比赛，左边的瘦警察造出了房子和相机，
右边的胖警察造出了房子和帆船。
图七：

句子：小狗找到了帽子。
故事四：这是个和七色花有关的故事，小羊
和小鹿都找到了一朵七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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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警察们都造出了房子、相机和帆船。
故事七：两位警察还在争辩谁造的东西最好。
这时，远处传来了小动物喊“救命”的声音。
原来小动物被坏人关起来了。警察们马上去
救小动物，后来，瘦警察救出了熊猫和大象，
胖警察救出了鳄鱼和孔雀。
图八：

了他们的家具了吗？没有。鸭子捡到了魔方
和积木，恐龙则捡到了螃蟹和鱼。
图十一：

句子：恐龙捡到了魔方。

句子：瘦警察救出了熊猫。
故事八：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搬家的故事。
鸭子和恐龙家里都有一艘帆船。
图九：

鸭子和恐龙的新家在大河的对岸，所以要用
船把家具运到对岸去。在河中央时，他们的
船都进水了，为了避免沉船，他们只得把较
重的家具扔了。鸭子扔掉了电视和床，恐龙
扔掉了电视和冰箱。
图十：

句子：小动物们都扔掉了电视、床和冰箱。
故事九：鸭子和恐龙把那么多家具扔了，心
理实在不甘心。所以，他们搬好家以后马上
去河的下游找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找到回
162

BLCU 硕士学位论文

分配算子“都”的限制域及其习得

附录 6：实验三实验材料
故事一：这是一个和买东西有关的故事，
图一：

句子：小猪坐在椅子上。
故事二：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们在森林里找宝贝的故事，最后，小狗找到了宝石和汽车，小
猪找到了宝石和海螺。
图二：

问题：小动物们都找到了什么宝贝？。
回答：
故事三：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收藏了他们喜爱的东西。熊猫喜欢花，所以他收藏了兰花和
玫瑰花；老虎则收藏了眼镜和帽子。
图三：

问题：谁收藏了玫瑰花？
回答：
故事四：这个故事讲的是小动物们用七色花变出了想要的东西。天鹅变出了画笔和飞机，猴
子喜欢画画和旅游，所以变出了画笔和汽车。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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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小动物们都变出了什么东西？
回答：
故事五：这个故事讲的是奥特曼们救被怪兽抓走了的小动物的故事，左边的奥特曼救出了熊
猫和大象，右边的奥特曼救出了鳄鱼和孔雀。
图五：

问题：左边的奥特曼救出了什么动物？
回答：
故事六：这个故事讲的是警察比赛造东西的故事，左边的瘦警察造出了房子和相机，右边的
胖警察造出了房子和帆船。
图六：

问题：警察们都造出了什么东西？
回答：
故事七：这是一个关于小动物搬家的故事。鸭子和恐龙的新家在大河的对岸，所以要乘船过
去。在河中央时，他们的船都进水了，为了避免沉船，他们只得把较重的家具扔了。鸭子扔
掉了电视和床，恐龙扔掉了电视和冰箱。
图七：

问题：小动物们都扔掉了什么家具？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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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论文中使用的部分缩写、简称及重要术语列表

缩写或简称

术语全称

中文翻译

文中解释

AdjP
AspP
c-command
cov

adjective phrase
aspect phrase
category command
cover
Cov
compliment
complimentizer phrase

形容词短语
体短语
成分统治
覆盖
覆盖变量
补足语
标句词短语

见文中 p. 7 第 6 个脚注
见文中 p. 34 和 p. 74 正文
见文中 p. 34 正文

distributivity domain/key

分配域

见文中 p. 3 脚注 1，另见 p. 75 正
文

distributive phrase

分配短语
量化域
分层指称变量
逻辑式层面
最大投射统治
名词短语
划分算子
介词短语
小代语
量化名词短语
量化词提升
限制域
句子
斯科林化
标定语
话题短语

COMP
CP

DistP

domain
ε(K)(f(y)
LF
m-command
NP
Part
PP
pro
QNP
QR

logical form
maximal projection command
noun phrase
partition operator
preposition phrase
samll pronoun
quantified noun phrase
quantifier raising

restrictor
S
SPEC
TopicP

sentence
skolemization
specifier
topic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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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中 p. 3 脚注 1
见文中 p. 3 和 p. 84 正文
见文中 p. 6 第 4 个脚注
见文中 p. 7 第 6 个脚注
见文中 p. 73-75 正文

见文中 p. 6 第 5 个脚注
见文中 p. 3 脚注 1
见文中 p. 89 的 4.3.1.1 节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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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论文终于画上了句号，现在可以感谢那些陪伴我走过这三年学生生涯的老师
们和同学们了。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高立群教授。我曾经直到大学毕业，
还不知道乔姆斯基是谁，不知道世界上存在一个学科叫心理语言学。是高老师将
我领入生成语法的领域，并将第一语言习得美丽的前景展示给我。由于我对自然
科学的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两门学科恰好符合我的兴
趣。这使我乐意将三年时间完全花在这两个领域，时常自得其乐。高老师还在数
不清的细节上对我产生了影响，无论在论文写作的严谨性上，理论的彻底性上，
还是对实验设计的严格要求上，都曾从与他的交谈和讨论中得益。至今还记得
2011 年去广州会议之前，我和高老师说有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高老师立即
约我一起讨论，从上午 8 点多直讨论到中午 12 点，一点一点地讨论了讲义里的
每个细节。另外，高老师也关心我的生活情况，常问我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困难，
需不需要帮助等等。
我也要感谢 Macquarie 大学的 Stephen Crain 教授和 Rosalind Thornton 博士，
他们在北语的讲座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特别要感谢 Stephen Crain 教授，与他
多次公开和私下的交流引起我对知识的热望。由于他对汉语感兴趣，这给我许多
机会向他请教有关汉语的逻辑词问题。他的有关儿童语言习得的前沿研究，直接
促发了我对汉语儿童 wh 短语以及全称量化和分配计算习得的兴趣，而这两部分
是我在北语三年的主攻课题。在北京、香港和广州的会议上，Stephen 给了我许
多的建议，使我受益良多。和我们有合作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行德教授，感
谢他 2010 年在香港会议期间的周到款待，以及在论文摘要修改上的指导。
台湾交大的林若望教授是对我的论文写作影响较大的几位老师之一，可以说
论文理论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从林老师的观点延伸出来的。林老师敏锐的理论直觉、
广博的知识，在形式语义学上精深的造诣，对学生严格的要求都使我受益匪浅。
对于林老师总是孜孜不倦的、即时地回复我的邮件，以及在理论建构上不断给予
指导，我感到由衷地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北语的司富珍教授教我形式句法学。在上她的课程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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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式句法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不太清楚，所以在她的课堂上，或者课后，
我随时准备提问。感谢司老师如此耐心而细致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并不断给我进
一步研究的建议，她的和善以及对学生的关怀和培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
时也感谢北语的吴平教授教我形式语义学。虽然他基本上教授的是事件语义学，
但他的研究思路之清晰严谨，实在是很值得学习的。我曾经就论文中涉及到的形
式化描写咨询过吴平老师几次，感谢他的悉心指导。北语的刘娟教授教授我离散
数学，激发了我对语言的形式化处理的兴趣，也为我学习形式语义学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在这里一并致谢。
最后，还要感谢 UMASS 的 Tom Roeper 教授和他的实验室成员。Roeper 教
授在我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研究计划时，就和我进行仔细地讨论，并将他这方面
的研究文献悉数发送给我，甚至让其同事和学生帮助解决我的问题。对于他的热
情我实在感到高兴，甚至有些许的意外，同时也深深受到鼓励。
另外还有周鹏博士，他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周鹏师兄对我是亦师亦友。
我所感兴趣的领域就是周鹏师兄现在正在研究的。于是，我几乎和他凡事商量讨
教。他给我数不清的指导，有时是面对面的长聊，有时是通过邮件，有时是通过
聊天工具。无论是在实验设计还是在理论构建上，他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尤
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会在他很忙的时候花许多时间仔细修改我的英文文章和摘要。
因为我的英文写作有繁冗的毛病，他总是要全盘修改我的文章。在香港和广州的
会议上，他花了许多时间充当我的听众，让我将讲稿试讲给他听，并帮我修正其
中的错误，使讲稿变得简洁而明确。另外，周鹏师兄实际上成了我这三年时间的
精神指导，因为他对研究的认真态度，他的努力和奋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朋友们用他们的友谊使我的研究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有亲切感，
也同时变得值得留恋，他们是硕士研究生高逢亮、秦佳佳、张海威、郭显辰、龙
江燕、王志明，博士研究生黄爱军（黄爱军师姐曾在论文写作上给了很重要的建
议，祝福她的孩子健康成长！）、战立侃和汪昌松，还有很多很多其余的朋友，感
谢你们所给的珍贵的友情！另外，参与 LARG 小组每周的讨论可以算是我这三
年之内最大的荣幸之一。三年之间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形成了友好的关系，和他们
既是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又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三年期间不间断地给我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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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常常为我祷告。还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我在哪里，你们都是我最亲
的亲人！只要有你们的陪伴，无论遇见多少艰难险阻，都不用惧怕退后，谢谢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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