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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李 宇 明
内容提要 重叠是近现代汉语及现代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也是汉藏语系、南岛语系、
南亚语系等亚太地区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重叠有非词重叠、词语重叠、语句重复之分，本
文讨论词语重叠。词语重叠的主要表义功能是“调量”，使基式所表达的物量、数量、动量、
度量向加大或减小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文章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汉语的词语重叠现象，刻画
了由词语重叠所表达的语义－语法范畴及引申发展出的若干次范畴，并力图使之成为一个具
有类型学意义的系统。
ABSTRACT Reduplication is the prevailing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s regional dialects, and is also common in the Asian-Pacific languages of Sino-Tibetian,
Malayo-Polynesian and Southern-Asian language familes. Redupli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Morpheme Reduplication, Word Reduplication and Clause
Redupli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Word Reduplication.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Word Reduplication is the adjustment of what is being referred to by the word in terms of size,
quantity, frequency, degree and time-dura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word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exploring the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Word Reduplication,which,in turn,could form a system of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1 词语重叠与“量”范畴
1.1 词语重叠
重叠是使某语言形式重复出现的语言手段，是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又称“马来－玻利
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等亚太地区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重叠之前的形式称为“基式”、
重叠之后的形式称为“重叠式”。由基式到重叠式的生成过程、重叠式的语言表现和重叠的
作用等，异常繁丰复杂，但从语言的不同层面看，大约可分为非词重叠、词语重叠、语句重
复三类：
a）非词重叠
非词重叠的基式为一个音节（如“猩、乎”）或一个语素（如“哥、妈”），重叠后构成
一个词（“猩猩、哥哥、妈妈”）或一个构词成分（“乎乎”）。显然非词重叠是构词法领域的
重叠。
b）词语重叠
词语重叠的基式为一个词或一个短语，重叠后构成一个超词成分。如：
（1）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2）通红──通红通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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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口──（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家、通红”都是词，“一口”是数量短语，它们的重叠式都不是一个词，而是超词。于此
可见，词语重叠不是构词手段，而是属于构形法和句法领域的语法手段。
c）语句重复
语句重复的基式是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乃至一个句群，重叠之后构成一个短
语、一个句子、一个句群、甚或语篇，属于句法和超句法领域的重叠。语句重复的特征之一
是重叠式中间可以有停顿，如：
（4）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
（5）走哇走哇，一直走了三天三夜。
“放下！放下”中间用“！”标明停顿；“走哇走哇”也可以说成“走哇，走哇”，中间可以
有停顿。因此，从本质上说，语句重复与前两种、特别是词语重叠的最大差别，不在于基式
和重叠式所代表的语言单位的大小，而在于这种停顿所包含的许多语法性质的不同。
本文主要在普通话的范围内讨论词语重叠现象。考虑到关于重叠形式的研究已有不少，
本文把讨论的重点放在重叠的表义功能上。
1.2 重叠意义的确定
确定重叠意义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基式和重叠式的表义差异，这种意义差异就被认作是
重叠的意义。因此，基式和重叠式的确定都相当重要。在确定基式和重叠式上必须注意：
a）词语重叠的基式必须是一个词或短语。如“红通通”的基式是“通红”而不是“红
通”，因为“通红”成词而“红通”不成词。所以“红通通”是 BAA 式重叠而不是 ABB 式
重叠。
b）注意多义基式和同形重叠式。当基式不只一种意义或用法时，重叠只可能在一种意
义或用法上进行。如“精神”是多义词，分属名词和形容词；“精精神神”是在形容词的意
义和用法上的重叠。再如“上上下下”是同形重叠式，一是双音节方位词“上下”的 AABB
式重叠，重叠式含有“所有、每一”
（“上上下下都是一条心”
）；一是动词“上”和“下”分
别重叠以后再并立合用到一起的，重叠式表示多次反复（“他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等。
c）没有基式就没有重叠式。如“热腾腾”从表面形式看与“红通通”相似，但是“热
腾”、“腾热”都不成词，因此，“热腾腾”不是词语重叠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d）共时性观念。本文不把基式和重叠式看作语言发生学上的历时性概念，而是看作语
言共时系统中的两种相关的现象。比如“喷香”，即使是在语言发展史上后于“香喷喷”产
生，仍把它看作是“香喷喷”的基式。
不同的语言手段可能与重叠同时或先后发生作用，因此有必要甄别哪些意义是重叠造成
的，哪些是其他语法手段造成的。比如：
（1）短短儿的眉毛黄黄儿的脸
（2）短眉毛黄脸
“短短儿、黄黄儿”同“短、黄”比较，有程度减弱、情感亲昵等差异。不能把这两种差异
都看作是由重叠造成的。短短儿、黄黄儿”是先重叠后儿化，因为有
（3）短短的几个月人就变了个样。
（4）脸黄黄的，难看死了。
等只重叠不儿化的现象存在，而没有作形容词用的“短儿、黄儿”等形式存在。把（1）同
（3）（4）比较就看得清楚，重叠的作用只是减弱程度，亲昵是由儿化造成的。
重叠的语法意义是有层次的，本文试图把不同层次的语法意义梳理成由基本意义引申发
展而形成的系统，并希望这一系统对汉语的方言和其他语言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一目标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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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在确定基本意义、引申意义和引申方式时，不仅要有系统的观念，而且也要有类型学的
观念，即不仅要有普通话的根据，同时也要有方言和其他语言的旁证，虽然文章中并不一定
要处处把旁证材料都列举出来。本文重在考察重叠的语法意义，但是，也兼顾到哪些对于确
定基本意义、引申意义和引申方式有帮助的语用意义，
1.3 “量”范畴
“量”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范畴，这种认知范畴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语言的范畴。
表达量范畴的语言手段很多，词语重叠就是这诸多手段中的一种。所有的词语重叠都与量的
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词语重叠是一种表达量变化的语法手段，“调量”
是词语重叠的最基本的语法意义。
不同词语的重叠、词语的不同重叠方式、重叠式出现的不同的句法位置，都会带来表量
的各种差异和由之而生的其他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a）次范畴不同。量的次范畴可以分为四种：物量、数量、度量、动量。
b）量变维度不同。量变维度有两种：加大、减小。
c）引申的语法意义不同。
d）附加的情感色彩不同。
下面分别讨论四种次范畴的具体情况，并注意量变维度和引申意义，必要或方便时也兼
顾情感色彩。

§2 物量
具体事物都具有空间性，空间性是指事物的长、宽、高及由之形成的面和体等。空间性
具有一定的量，这种量称为物量。物量的变化从理论上讲有加大（空间的拓展）和减小（空
1 ，只有减小的。如：
间的收缩）两个维度，但是由词语重叠所表达的物量变化没有加大的○
（1）纸条儿－－纸条儿条儿（手里攥了一把纸条儿条儿）○
2
烟末儿－－烟末儿末儿（漏下来的都是些烟末儿末儿）
水泡儿－－水泡儿泡儿（河里冒出很多水泡儿泡儿）
圆圈儿－－圆圈儿圈儿（纸上画满了圆圈儿圈儿）
（2）洞儿－－洞儿洞儿（小洞儿洞儿里掏出个大螃蟹）
面儿－－面儿面儿（石头都碾成了细面儿面儿）
（1）类的基式是双音节儿化名词，采用 ABB 方式重叠后一儿化音节。
（2）类的基式是单
音节儿化名词，采取 AA 式重叠；在实际话语中，重叠式前常带有形容词修饰语。两类基式
的意义都表示细小的事物，其重叠式的意义比基式更显细小。在西北和西南方言中，这种重
叠相当普遍，并具有极强的构词和构形功能；徐州话甚至还可以有“边儿边儿边儿、头儿头
儿头儿”的 AAA 式重叠；但普通话中却相当有限，这大约是普通话中有较为发达的“子”
尾，在形式和需要上限制了这种重叠的运用。

§3 数量
事物、处所、时间、行为等，都可以以一定的单位进行多少的计量，这种量可称为“数
量”。物量表达的是物体自身的大小，数量表达的是物体等的多少，二者是不同的“量”。词
3 ，有“多数”
、
“所有”
（包括“每一”）
、
语重叠表达的数量变化，基本上是向加大的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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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反复”、“逐一”等次数量范畴。
3.1 多数
“多数”是词语重叠数量变化的核心的语法意义，量词、数量结构、个别数词、代词等
重叠都可以表示多数。
表多数的量词重叠式一般用作描述性谓语和定语。能这样用的量词是一部分单音节的自
然量词，包括借用的名量词。度量衡量词、多音节量词无此用法。例如：
（1）白云朵朵，锣鼓声声。
（2）阵阵春风拂面，缕缕清香扑鼻。
数量结构常用 ABB 式重叠，也可用 ABAB 式重叠。数词限于“一”
，量词的范围比上
述量词单独重叠时稍宽。这种类型的重叠式常作定语和状语，但有时也可作谓语。例如：
（3）一枝枝怒放的梅花，争艳斗丽。
（4）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5）脸上被荆棘划破，一道道的渗出血来。
（6）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
（7）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的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
一茬的赶上了。
（8）电话线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
“数量名”结构也可重叠表多数，例如：
（9）他只管一封信一封信地往外寄，不管人家看不看，回不回。
数量结构的 ABAB 式重叠和“数量名”结构的重叠，其间常可加进“又、接、连”等词语。
能重叠表多数的数词不多，常见的是由两个位数词构成的合成词“千万”、“万千”的重叠，
4
如“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千千、万万千”等。○
“谁、什么、哪里、哪儿、怎么”等；“这么、这么着、某、某人、如此、等”等代词
重叠可以表示虚指的多数，这与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如臧语、傈僳语、载佤语、景颇语等）
用疑问代词重叠表示“复数”是同一现象。一般是重叠两次，但也可见到重叠三次的，重叠
三次所表的数量并不比重叠两次的更多。例如：
（10）他们一见面，就是谈论谁谁买了什么什么，谁谁又怎么怎么了。
（11）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
（12）谁谁谁去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镇南堡，谁谁谁朝东北方
向追。
3.2 “所有”和“每一”
“多数”是一种模糊量，当对多数引进新的计量观念时，就会由之衍生出一些新的语法
意义。一是把多数推向极限引申出“所有的”周遍意义，一是引入“批量”的观念而引申出
“定量反复”的语法意义。先说极限引申。
词语重叠可以由表“多数”衍生出表“所有的”周遍意义。单音节的具体名词、时间词、
5 。重叠式一般是作主语、定语和状语，作定语和状语时一般不能
量词等，都有此种重叠式○
6 。例如：
加“的”或“地”，一般不单独作宾语○
（1）人人都是英雄汉。
（2）篇篇文章都充满了激情。
（3）这种事总不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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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多音节词，只选用其中的一个语素进行重叠，如“学校、商店”只能重叠为“校校、
店店”。
单音节方位词不能重叠，用对举方式构成的双音节方位词可有 AABB 式重叠，如“里
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等。这种重叠同“家家户户、村村户户、秒秒分
分、岁岁年年”等不同，
“家户、村户、秒分、岁年”都不成词，可见它们是 AA 重叠式的
7 其功能与 AA 式大体相当。
合用，○
“所有”和“每一”是对周遍意义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表述，前者的着眼点在总体上，后
者的着眼点在个体上。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凡有此种重叠式的都往往表示“所有”和“每
一”两种意义，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
3.3 “定量反复”和“逐一”
“定量反复”是由“多数”加入“批量”观念后衍生出的一个次数量范畴。数量结构的
AABB 式重叠和数量名结构的重叠，都可以表达这种语法意义。例如：
（1）饭不能两口两口地吃，要一口一口地吃。
（2）时间很紧，得三辆车三辆车地并排往前开。
当数词是“一”时，常可由“定量反复”引申出“逐一”的意义，数量结构也可采用 ABB
式重叠。例如：
（3）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搜过来，看他往哪儿躲。
（4）车厢一节节地搜过来，看他往哪儿躲。
单一个数词“一”重叠，也可表达“逐一”的意思：
（5）他把事情一一交待清楚了才离开。
表达“定量反复”和“逐一”的词语重叠式，多作状语，并常带“地”字。

§4 动量
动量○
8 ，是指动作行为的力度、涉及的范围、活动的幅度、反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长等。
动词是句子组织的中心，句子中所出现的成分几乎都可能与动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
此，物量、数量和下面要讨论的度量的变化，都可能与动量有关。这里主要讨论动词重叠对
动量的影响。
能重叠的动词主要是可控性动词。单音节动词有 AA、A 一 A、A 了 A、A 了一 A 等重
叠式，一般的双音节动词有 ABAB、AB 了 AB 等重叠式，“理发、游泳、鞠躬、睡觉、散
9 动词重叠最常见的作用是“减小动量”
，即赋予基式所代
步、结婚”等用 AAB 式重叠。○
表的动作行为以反复次数少（次少）、持续时间短（时短）的意义。但也有“加大动量”的
现象。
4.1 次少时短
一般说来，持续性动词的重叠，多表示持续的时间短，非持续性的动词具有可反复性，
10 但是，动词的持续性与否不是一刀两断的。许多动词在不同的
重叠多表示反复的次数少。○
角度看或在不同的语境下，或是持续性的，或是可反复性的；如“闻”，在“闻了一会儿”
中是持续性的，或是强调它的可持续性的一面；在“闻了一次、闻过几回”中，是反复性的，
或是强调它的可反复性的一面。有些动词是持续性的还是可反复性的，其特征并不明显，可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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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兼而有之，如“动员、理发”等。因此，许多动词重叠式可以兼表次少时短，或不能
清楚地分出是表次少还是表时短。例如：
（1）她凑近玫瑰花闻了闻，香，真香。
“闻了闻”既表示闻的次数少（至少一次），也表示闻的时间短，难以分清或根本不需要分
清是表示次少，还是表示时短。
动词加“着”常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它的重叠式不仅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而且还意味着
有一个新的事件出现。例如：
（2）说着说着，他就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3）扯着扯着，就把衣服给扯破了。
这是减小动量在进行体中的一种表现。而且持续性和非持续性的动词都有此种用法，因为持
续的时间短，必然是持续，反复的次数少，必然在反复。持续和反复都可能与进行体发生关
联。属于南岛语系的台湾高山族布嫩语、百宛语等，可用重叠动词词根的方式表示进行体，
可见从语言类型学上看，动词重叠本身就可能与“进行体”有关联，只不过它在普通话中还
没有发展为一个语法范畴。
4.2 轻微和尝试
表示次少时短，并不必然地伴随着动作的力度小、幅度小，例如：
（1）陶坷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庄严”这一修饰语说明“点头”的力度和幅度不会小。但是，表示次少时短的动词重叠式，
在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包含着动作的力度和幅度的减小，从而使这些重叠式具有“轻微”、
“不
经意”等意味和使语气缓和、委婉的作用，并成为祈使句的一种重要的礼貌表达式。例如：
（2）进屋避避雨吧！
（3）请您给咱看看，指点指点。
当人们表意的侧重点转移到这些伴随性的意义、色彩上时，次少时短的意义就会退居到
次要的地位上或这完全被忽视，于是便可能引申出新的语法范畴。“尝试”就是从中引申出
11 。动词重叠一般表示命令、请求、或者希望进行的尝试，其后可加“看、
的一个语法范畴○
看看、试试”等。例如：
（4）不信，你病病看？要不了三天你也得瘦一圈。
（5）你踩踩试试，破不了，结实着呢。
能这样用的动词范围较大，一些非可控动词（如“病、咳嗽、梦、醒”等）也可重叠表尝试。
重叠式嵌“了”，可在一定语境中表示刚进行过的尝试。例如：
（6）他踩了踩，没破，还算结实。
（7）我试着张了张嘴，果真张不开。
此外，一些跟心理感受有关的双音节动词或形容词的ＡＢＡＢ式重叠（如“高兴高兴、
欢喜欢喜、喜欢喜欢、快乐快乐、舒服舒服、新鲜新鲜、幸福幸福、温暖温暖”等），当带
有“使动”意味时，常表示让他人或自己有某种体验或经历，例如：
（8）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
（9）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吗？
这种重叠意义虽然与上面所言的“尝试”有所不同，但也可归入广义的尝试范畴。
4.3 多量
动词重叠也有“加大动量”的情况。两个意义相近、相反的单音节动词重叠合用，表示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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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繁多，如“吵吵闹闹、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来来回回、上上下
下、出出进进”等。
两个动词重叠式的先后位置，理论上是不固定的，但有一些在习惯上是有序的，如“吃
吃喝喝、说说笑笑、来来回回”等一般都不倒过来说。这常使人们把这种重叠合用式当做一
个整体看待，生发出一种整体的抽象或比况的意义，某些动词的意义也逐渐非实指化。并促
成 A1A2 的词化，使 A1A1A2A2 与 AABB 重叠式之间出现一些纠葛。
动词或简短的动宾结构重叠三次以上，表示反复的次数多，并有厌烦之意。例如：
（1）结婚结婚结婚，一张口就是结婚，烦死了。
（2）吵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叫人耳根清静一会儿不行吗？
这是典型的口语格式，在许多方言中也都可见到。
4.4 惯常
动量加大并不必然地伴随着动作的力度和幅度都加大。只表示反复次数多但不表示动作
的力度和幅度加大、并附带有“轻微”或“不经意”意味的动词重叠，可以表示经常性、习
惯性或悠闲性的动作行为。这种语法意义可以成为“惯常”。例如：
（1）人老了，养养鸟，种种花，下下棋，聊聊天，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2）清晨起来，到处走走，打打拳，踢踢腿，一天都舒服。
大约是受“养养鸟、种种花”之类重叠方式的影响，一些动宾式的双音节动词多依 AAB 方
式进行重叠，如“上上课、唱唱歌、跑跑步、动动员、起起草”等。

§5 度量
形容词和一些副词，用来表示事物和动作行为等的各种各样的性状。性状各异，有色度、
深度、长度、亮度、硬度、速度……，但都具有一定的程度性。度量就是指这些各种各样的
程度的高低。刻画度量有多种语言手段，但无疑重叠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表达度量的重叠
以形容词重叠为主，因此，下文主要讨论形容词重叠，其他词类的重叠随文说明。
形容词常分三大类：非谓形容词或称“区别词”），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非谓形容词
12 ； 重 叠 式 也 可 合 用 为
不 能 重 叠 。 单 音 节 性 质 形 容 词 多 数 能 重 叠 ， 重 叠 方 式 为 AA ○
A1A1A2A2，如“瘦瘦小小、胖胖大大、高高大大、高高低低、红红绿绿”等。一些单音节
13 ，
副词也可 AA 重叠，如“最最、白白、狠狠”等。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约有 1/6 可以重叠○
主要重叠方式为 AABB；一些消极意义的形容词可有 AXAB 式重叠，且含贬义，如“马里
14 ，如“干净净、硬棒棒、
马虎、土里土气、糊里糊涂”等，个别形容词还可有 ABB 式重叠○
暖和和”等。
在状态形容词中，后加叠音语缀或无意义音缀的不能重叠，如“水汪汪、臭哄哄、黑咕
隆冬、酸不啦唧”等；其他常用 ABAB 的方式重叠，如“雪白雪白、碧绿碧绿、笔挺笔挺、
15 ；个别可有 BAA 重叠式○
16 ，如“喷香→香喷喷、闪
通红通红、喷香喷香、锃亮锃亮”等○
亮→亮闪闪、冰凉→凉冰冰、崭新→新崭崭”等。
5.1 程度加强
度量的重叠形式虽然复杂多变，但表达的意义却比较单纯，一般都是表程度加强。双音
节重叠式都加强程度，例如：
惧闲聊斋供稿

7

李宇明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1）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2）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
（3）当孩子的时侯，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
（4）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
（5）暖和和地睡一觉。
副词“非常”和许多带程度副词的形容词短语也可这样重叠表程度加强，如“非常非常（聪
明）、最大最大、很高很高、顶红顶红”等。两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重叠合用表示复杂多样，
这也是程度加强的一种表现。例如：
（6）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
（7）路面高高低低，崎岖难走。
（8）入夜，红红绿绿的彩灯，编织着城市的梦。
单音节形容词和副词，重叠后作状语或补语，一般表程度加强。例如：
（9）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
（10）他悄悄过去，冷不防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
（11）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2）断头处燎得黑黑的。
（13）把钢盔压得低低的。
此外，单音节拟声词可用 AA 式重叠，如“啪啪、叮叮、嘀嘀”等。有时还可有 AAA
式重叠，例如：
（14）接着格格格地笑起来，……
双音节拟声词有 AABB 和 ABAB 两种重叠方式，如“叮叮当当／叮当叮当、咕咕噜噜／咕
噜咕噜、劈劈啪啪／劈啪劈啪”等。拟声词重叠有使所拟声音加长、多变的作用，意义与上
述的形容词重叠大体相似，也可归入形容词重叠这一类中。
5.2 程度减弱
单音节形容词，有不少并不是因调量的需要而重叠的，而是句法上要求重叠。例如：
（1）远远向将军伸出一支干瘦的小手。
（2）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一夜之间化为霜雪。
（3）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
以上句子中的形容词不重叠，句子就不成立或不顺畅。在此种情况下，重叠式也可能兼表程
度加强，也可能不明显地表示程度加强。虽然“远远、短短、空空”都可能表示较大的度量，
但在程度上与其基式“远、短、空”有多大的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最大的差异主
要是“生动”与否。这种现象为重叠表示程度减弱提供了重要的中介。
朱德熙（1956）指出，性质形容词重叠式用作定语和谓语，“不但没有加重、强调的意
味，反而表示一种轻微的程度。”这些被称为“形容词生动形式”的重叠式作定语和谓语是
描写性的，从而加强了本有的“生动性”。而且这些位置上的形容词重叠式在口语中常要儿
化，于是便衍生出“合适”、
“亲昵”等色彩，给人以程度减弱的印象。如果不儿化，程度减
弱就不明显或根本不减弱。比较：
（4）a 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
b 短短儿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
（5）a 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
b 圆圆儿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
（6）a 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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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长长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
这些重叠式都在定语位置。“短短儿、圆圆儿”比“短、圆”程度弱，但“短短”的程度并
不明显弱于“短”，
“圆圆、长长”甚至比“圆、长”的程度有所加强，以至于“长长”在 b
句中根本不能儿化。如此看来，就减弱程度而言，儿化比句法位置的作用也许更大些。因此
可以说，减弱度量是形容词重叠式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上由多种因素作用而形成的语法意义的
变体。

§6 总结
词语重叠的主要表义功能是“调量”，使基式所表达的物量、数量、动量、度量向加大
或减小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
词语重叠对物量的调整非常有限，只能让它向减小的维度变化，表达空间缩小的意义。
对于数量，词语重叠只能让它向加大的维度变化，核心语义是表“多数”，并由“多数”
加入定量观念而引申出“所有”（包括“每一”）、“定量反复”和“逐一”等次范畴。
对于动量，词语重叠可让它向减小和加大两个相反的维度发生变化。减小动量的基本语
义是表示“次少时短”（动作反复的次数少、持续的时间短）。由次少时短派生出“轻微”、
“不经意”的语用含义，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尝试”语法范畴。加大动量的基本语义是表
“多量”，并由多量与“轻微、不经意”结合引申出“惯常”的语法意义。
对于度量，词语重叠主要是让它向加大的维度变化，表达“程度加深”。由于句法和儿
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在特殊情况下词语重叠也可使度量向减小的维度变化，具有“减弱程
度”的功能。
词语重叠的表义体系可以简略图示如下：
减小
┌──物量────空间缩小
│
│
┌──所有（每一）
│
加大
定量 │
├──数量────多数────┤
│
└──定量反复───逐一
│
加大
轻微
调量─┤
┌───多量──────惯常
├──动量─┤
│
│减小
轻微
│
└───次少时短────尝试
│
│
加大
│
┌───程度加深
└──度量──┤
│ 儿化
└─── 程度减弱
句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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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
1 用词语重叠表示物量加大变化的现象，在全世界语言中也很罕见。原因大约是语言中有大量的表示
物量变化的手段，如数量词语的修饰描述、形容词及其重叠式的修饰描述等。因此，下文要谈到的用词语
重叠表示物量减小变化的现象虽然存在，但也相当不发达。
○
2 凡用例标出“儿”的是必须儿化的，其他情况一般不标出。
○
3 “一点儿点儿”也许是个向缩小的维度变化的特例。
○
4 参见卢卓群（1979）。“三三两两”因“三两”不成词，不属此类。
○
5 在河南泌阳话中，不仅有 AA 式重叠，还有 AAA 式重叠，而且重叠式中的每个音节都可儿化。AAA
比 AA 多点强调意味，因为 AA 已表“所有的”，不可能再增加数量。徐州等方言也有 AAA 式重叠。
○
6 汉语的主语位置一般是有定的，宾语位置一般是无定的。周遍意义属于有定范畴，因此作主语最为
顺当。“把”的宾语可以是有定的，“你总不能把篇篇都读到”也成话，但不如“你总不能篇篇都读到”来
得自然。至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说法，只是特例。
○
7 这种形式应记为 A1A1A2A2。但是，这种形式与 AABB 式的分野也不是绝对的。在语言的发展演变
中，“日夜、分秒、村寨、时刻”等，已经成了词或逐渐词化，“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村村寨寨、时时刻刻”
也便可以视为 ABAB 式重叠。
○
8 朱德熙（1982: 66-67）把动作反复次数的多少称为“动量”，把动作延续的时间长短称为“时量”。
本文“动量”的含义与之不同。
○
9 动词的这些重叠式，在动量的表达和其他语法功能上都有种种差异。萧国政、李汛（1988）就曾讨
论过动词 V 一 V 式重叠与 VV 式重叠的不同。因篇幅所限，本文对这些差异不作深究。
10刘月华（1983）指出：
○
“如果动词表示的是持续性动作，重叠后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如果动
词表示非持续性的、但可以反复进行的动作，重叠后表示动作进行的次数少。”
○
11壮语、布依语、畲语、拉珈语等语言，都有动词重叠表尝试的现象，不独汉语一种语言所有。此外，
黎语动词重叠表示“不经意”，跟尝试也相当接近。
12徐州方言可有 AAA 式重叠。厦门方言可有 AAAAA 式重叠。
○
13见李大忠（1984）。形容词能否重叠的规律尚不明晰，大约与四个因素有较密切的关系：音节数目、
○
意义类属、内部结构、语体色彩。
14在中原官话等方言中，ABB 式相当发达，如“整齐齐、结实实、四方方、现成成、囫囵囵”等。李
○
宇明（1995a）曾对河南泌阳话中的这种重叠式进行了论述。
15有些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也可 ABAB 重叠，重叠之后所表意义类似于动词重叠的“尝试”义，如“漂
○
亮漂亮、辛苦辛苦、痛快痛快”等，是形容词的动词化的一种表现。李宇明（1995b）已专文讨论。
16吴方言浦田话等方言中，还有大量的 AAB 式重叠，如“血血红、碧碧绿、笔笔直”等。在浦田话中，
○
双音节的性质形容词甚至也可较自由地 AAB 式重叠，如“认认真、大大方、普普通、狡狡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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