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在日语和汉语中，既存在「二人」与“两个人”、

「三人」与“三个人”等表示确数的数量词，也存在

「何人」与“几个人”、「数人」与“数人”等表示概数

的数量词。本文将前者称为“确数数量词”，后者

称为“概数数量词”。在日语和汉语中，确数数量

词可以后置于「たち」与“们”，构成「NたちQ」与“N

们Q”结构，N表示名词，Q表示确数数量词。让我

们先来看看日语的情况。

（1）長姉は苦笑しながら肯いた。私たち三人は、

みんな親孝行なのだと、その時は思った。

(『殺意の風景』宮脇俊三)

（2）亜紗見たち三人は、複雑な心境にかられ

ていた。 (『壊滅！臓器密売ルート』龍一京)

在例（1）和例（2）中，确数数量词「三人」分别

后置于「私たち」和「亜紗見たち」，构成「NたちQ」

结构。N除了用例中的「私」和「亜紗見」这样的代

名词和固有名词，也可以是普通名词。

（3）杏子が言っているところへ、三沢が学生

たち三人を連れてやって来た。

（『あした来る人』井上靖）

如例（3）所示，「学生」是普通名词。另一方

面，汉语“N们Q”结构中的N只限于代名词和固有

名词，不包括普通名词。

（4）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

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

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

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 （《歧路佳人》苏青）

（5）可是，鸿渐们四个男人当天还一起到镇上去

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

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晚七时半在联谊

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亭先生。

（5’）*可是，学生们四个（人）当天还一起到镇

上去理发洗澡。……。 （《围城》钱钟书）

例（4）和例（5）句子均成立，“我”和“鸿渐”分

别是代名词和固有名词，例（5’）中的“学生”是普

通名词，句子不成立。

另外，日语中还存在确数数量词前置于「た

ち」的「QノNたち」结构，如下例所示，N只限于普

通名词，代名词和固有名词均不成立。

日语「たち」汉语“们”与确数数量词的同现研究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郭蓉菲

[摘 要] 本文从日汉对比的角度，根据代名词、固有名词、普通名词等不同情况，探讨了「たち」和

“们”究竟是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解释了「たち」和“们”前接这三类名词时与确数数量词同现或不

同现的原因，并概括了集合标记、复数标记和确数数量词的各自特征：集合标记存在代表性成员，且个

体之间具有可区别性；复数标记不存在代表性成员，且个体之间具有不可区别性；确数数量词具有定

量性的特征，且所修饰的名词必须同属性。

[关键词] 确数数量词 集合标记 复数标记 定量 不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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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そして、かれがやすらかな寝息をたては

じめたころ、座敷に、五人の男たちが姿を

みせた。浪人、旅商人姿の男たち。平漢

の輩下であった。（『虚陰十郎必殺剣』峰隆一郎）

（1’）*長姉は苦笑しながら肯いた。三人の私

たちは、みんな親孝行なのだと、その時

は思った。

（2’）*三人の亜紗見たちは、複雑な心境にか

られていた。

例（6）（1’）（2’）均是确数数量词前置的「Qノ

Nたち」结构，只有例（6）「五人の男たち」成立，例

（1’）（2’）的「三人の私たち」和「三人の亜紗見た

ち」均不成立。

另一方面，在汉语中不存在确数数量词前置

于“们”的“QN们”结构，不管N是代名词、固有名

词或普通名词，均不成立。

（4’）*三个（人）我们一同到那时装店去，……。

（5’’）*可是，四个（人）鸿渐们当天还一起到镇

上去理发洗澡。……。

（5’’’）*可是，四个（人）学生们当天还一起到

镇上去理发洗澡。……。

如上所示，日汉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

文将日语的「たち」和汉语的“们”作为研究对象，

试图解决下列三个问题。

（Ⅰ）在日语和汉语中，当N为代名词或固有

名词时，确数数量词能够后置于「たち」与“们”，为

何不能前置？

（Ⅱ）在日语中，当N为普通名词时，确数数量

词为何能够后置也能前置于「たち」？

（Ⅲ）在汉语中，当N为普通名词时，确数数量

词为何既不能后置也不能前置于“们”？

本文将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对各自

的原因进行解释。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日语「たち」的文献综述

日语的前期研究主要围绕单数和复数问题展

开讨论。

以山田（1936）为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日语中

不存在单复数，主张使用叠词或添加结尾词。

国語の名詞には文法上の数の区別をなすの

必要なし。若しその特に多数なることを示さ

むとせば、その語を重ねて示すか、或いは多数

を示す接尾辞を添へざるべからず。[1]

楳垣实（1961）指出，在日语中存在名词的「数

表現」，而且使用复数形式的名词绝大部分都是表

示人的名词。

日本語でも、名詞での数表現がないわけで

はない。…注意すべき点は、第一に、この種の

複数表現が用いられる名詞は、主として人間

を示すもので、事物を示すものは少ないこと

であり…。[2]

森山卓郎（2014）也指出，日语中存在「厳密な

複数性」和「厳密でない複数性」，有必要从整个背

景和文脉进行把握。

2.2 关于汉语“们”的文献综述

关于汉语“们”的前期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一部分学者主张接在普通名词后面的

“们”是集合标记（collective marker）（赵元任，1980；

Iljic1994，1998）。Cheung（2003）也指出接在代名

词和固有名词后面的“们”是集合标记，张谊生（2001）

认为汉语中的“们”不是表示复数的语法形式。

Li（1998）最先指出“们”不是集合标记，而是

复数标记（plural marker）。储泽祥（2000）也主张

汉语中的“们”是复数标记，可以接在人称代词或

人名后，表示人的个体数量多于“一”，并指出确数

数量词不能和复数标记“们”同现。伍雅清、胡明

先（2013）认为汉语、日语和韩语中都存在量词系

统，也存在复数标记“们”「tachi」「-tul」。

此外，杨炎华（2015）指出，“们”前接普通名词

时，是复数标记，前接固有名词时，是集合标记，前

接代名词时，既可以表示复数，也可以表示集合。

2.3 前期研究的问题点

在日语关于单复数问题的讨论中，虽然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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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たち」，但是没有根据名词的性质细分为代名

词、固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去展开讨论。如同序言

中所讲述的那样，确数数量词和「たち」的同现情

况确实会因代名词、固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在汉语中，虽然有依据名词的性质

讨论“们”究竟是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的相关研

究，却没有将确数数量词和代名词、固有名词、普

通名词结合起来，根据名词的不同性质去探讨确

数数量词和“们”的同现或不同现情况，也没有分

析原因。

实际上，「たち」和“们”是否能够与确数数量词

同现，不仅与其自身究竟是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

有关，而且与确数数量词究竟是前置还是后置也有

关。同时还会受到「たち」或“们”前接名词性质的

影响。因此，本文将根据代名词、固有名词、普通名

词等不同情况，讨论日语的「たち」和汉语的“们”究

竟是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重点考察当「たち」

和“们”接在这几类名词后面时，与确数数量词的同

现或不同现情况，并分析具体原因。

3 考 察

在这里，把名词分为“代名词或固有名词”、

“普通名词”两种，分别讨论「たち」和“们”究竟是

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重点考察与确数数量词

的同现或不同现情况，并解释原因。

3.1 当N是代名词或固有名词时

3.1.1日语的「たち」

当接在代名词或固有名词后面时，「たち」是

一个集合标记。

（7）別れ際に私たちは『協力して』この偉大な

原典の完全な、ありのままの、改竄しない

訳本をこしらえようということに意見が

一致し、友は散文を、私は韻文の部をうけ

もつことになった。

(『探検家リチャード・バートン』藤野幸雄)

（8）「そうですか」早瀬は飛鷹をちらりと見た。

「で、木村さんたちとはよくいっしょに行

動していた、と」「ええ、しょっちゅう三人

で飲みにいってました」

(『アナザヘヴン』飯田譲治，梓河人)

例（7）「私たち」中的「私」是代名词，「私たち」

指「私＋友」，表示「私」和「友」组成的一个群体，并

且这个群体存在代表性成员，即「私」。因此，「たち」

在这里是集合标记，集合内部代表性成员「私」和

其他个体「友」之间是可区别的。例（8）「木村さん

たち」中的「木村さん」是固有名词，「木村さんた

ち」也指「木村さん＋他の誰か」组成的一个群体，

该群体也存在一个代表性成员，即「木村さん」，因

此，「たち」也是集合标记，此时代表性成员「木村

さん」和其他个体「他の誰か」之间也同样是可区

别的。安藤贞雄（1996）讲述到，「花子タチハ、モ

ウ京都へ着イタカシラ。」中的「花子タチ」，并不

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花子」，而是指「花子を

含むグループ」或「花子とそのグループ」。而且，

还指出即便其中混有男孩子也无妨。因此，日语

的「たち」不管是接在代名词后面，还是接在固有

名词后面，都是集合标记，表示以该代名词或固有

名词为代表性成员的一个集合，集合内部代表性

成员和其他个体之间具有可区别性的特征。

确数数量词可以后置于“代名词或固有名词＋

「たち」”，与之同现，此时，确数数量词表示对前置

集合内部成员的具体数目进行陈述，起到一个补充

说明的作用。让我们再看看序言中的两个例子。

（9=1）長姉は苦笑しながら肯いた。私たち三

人は,みんな親孝行なのだと,その時は

思った。

（10=2）亜紗見たち三人は,複雑な心境にから

れていた。

在上面两例中，「私」是代名词，「亜紗見」是固

有名词。「私たち」和「亜紗見たち」分别组成两个

集合。前一个集合以「私」为代表性成员，后一个

集合以「亜紗見」为代表性成员。两个集合后面都

有确数数量词「三人」，此时，「三人」分别对前置集

合「私たち」和「亜紗見たち」内部成员的具体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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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陈述，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确数数量词虽然可以后置于“代名词或固有

名词+「たち」”所形成的集合，却不能前置。

（9=1’）＊三人の私たちは,みんな親孝行なの

だと,その時は思った。

（10=2’）＊三人の亜紗見たちは,複雑な心境

にかられていた。

刚才上面讲到，当「たち」后置于代名词或固

有名词时，是集合标记，表示以该代名词或固有名

词为代表性成员组成的一个集合，此时集合内部

代表性成员和其他个体之间具有可区别性。但

是，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确数数量词所修饰的名

词是同属性的，即名词之间是不可区别的。而在

上述例句中，确数数量词「三人」所修饰的后置名

词「私たち」和「亜紗見たち」具有可区别性的特

征。这样一来，「三人」与「私たち」「亜紗見たち」

中存在的代表性成员「私」和「亜紗見」相冲突。因

此，句子不成立。

3.1.2汉语的“们”

汉语的“们”前接代名词或固有名词时和日语

的「たち」一样，也是一个集合标记。此时，“我们”

“你们”“他们”或“她们”分别表示“我+其他人”，

“你+其他人”，“他+其他人”或“她+其他人”所形成

的集合，集合内部存在一个代表性成员“我”“你”

“他”或“她”，代表性成员和其他个体之间是可区

别的。如：

（11）“君凡他们来了”屋里的雷洛对雷震东说

道：“我去停机坪迎接他们”雷震东迫不及

待的催促，“那就快去” （《烈火青春3》左晴雯）

（12）比如说：找个高丽人来，专管东楼，东楼上五

个单间专招待日本人—不论是单人，还是成

对儿的。这样，有高丽棒子作招待，大概中

国人就不敢来了，连小陈们也没了办法。

（《浴奴》老舍）

例（11）中的“他”是代名词。“他们”表示“君

凡+其他人”组成的集合，代表性成员是“君凡”。

例（12）中的“小陈”是固有名词，“小陈们”同样也

是表示“小陈+其他人”组成的一个集合，代表性成

员是“小陈”。

若在“代名词或固有名词+们”所形成的集合后

添加确数数量词，句子仍然成立。此时的确数数量

词也是对该集合内部成员的具体数目进行陈述。

这里，我们再列举序言中的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13=4）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

“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

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

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

（14=5）可是，鸿渐们四个男人当天还一起到镇上

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

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晚七时

半在联谊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亭先生。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和“鸿渐们”分别

表示以代名词“我”和固有名词“鸿渐”为代表组成

的两个集合。此时的确数数量词“三个人”和“四

个男人”后置，分别对前置两个集合“我们”“鸿渐

们”的内部成员具体数目进行陈述，对其进行补充

说明。与日语一样，确数数量词也不能前置于“代

名词或固有名词+们”。

（13=4’）*三个（人）我们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

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

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

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

度的垫高也减掉。

（14=5’’）*可是，四个（人）鸿渐们当天还一起到

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

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

同学今晚七时半在联谊室举行茶会，

欢迎李梅亭先生。

汉语的“们”也和「たち」一样，当前接代名词

或固有名词时，是集合标记，该代名词或固有名词

是代表性成员，代表性成员和其他个体之间具有

可区别性的特征。而另一方面，确数数量词要求

被修饰的名词具有相同的属性，即不可区别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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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代表性成员的存在。因此，上述（13=4’）（14=5’’）

两个例子中的“三个（人）”和“四个（人）”分别与

“我们”“鸿渐们”两个集合中的代表性成员“我”和

“鸿渐”相冲突，句子均不成立。

3.2 当N是普通名词时

3.2.1日语的「たち」

当N是普通名词时，「たち」不仅可以作集合

标记，也可以作复数标记。刚才前面讲到，当存在

代表性成员，且个体之间具有可区别性特征时，是

集合标记。那么与此相对，不存在代表性成员，且

个体之间具有不可区别性的特征时，是复数标

记。如：

（15）ところで女性たちはよく,「女は敏感だか

ら夫の浮気にすぐ気がつくなど,男の人

は鈍感だから妻の浮気になかなか気がつ

かないわ」などといいますが,これは女性

の思い違いで,…。 (『男というもの』渡辺淳一)

（16）この巡礼も〈マルタ〉同様，制服姿が町の

通りを埋め尽くし，社会を守る強く責任

ある男たちの姿をアピールする。

(『ヨーロッパ人類学』寺戸淳子)

以上两例中的「女性たち」和「男たち」分别表

示「女性 1＋女性 2＋女性 3…＋女性 n」和「男 1＋男 2＋

男 3…＋男 n」，即不管是「女性 1」，还是「女性 2」，或

者「女性 n」，都被看作同属性的「女性」。「男 1」「男 2」…

「男 n」亦是如此，不存在代表性成员，个体之间是

无法区别的，此时的「たち」是复数标记。

桥本万太郎（1978）指出，日语或阿伊努语中，

说到「おじさんたち」，当然可以指「三人のおじ

さん」，但是通常情况下是指「おじさんとその家

族や友人のこ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日语的

「たち」接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不仅可以像上

述（15）（16）那样表示不可区别性，也能表示可区

别性。例如说到「社長たち」，既可以都指「社長」，

也可以指「社長＋他の人」，即以「社長」为代表性

成员组成的一个集合。因此，「たち」既可以是复

数标记，也可以是集合标记。此时，如果确数数量

词后置，句子是成立的，确数数量词仍然表示对

「普通名詞＋たち」的具体数目进行陈述。如：

（17=3）杏子が言っているところへ､三沢が学

生たち三人を連れてやって来た｡

例（17=3）中的「学生たち」即可以理解为可区

别的「学生＋他の誰か」，也可以理解为不可区别

的「学生１＋学生２＋学生 3…＋学生 n」。因此，「た

ち」既可以看成集合标记，也可以看成复数标记。

此时，不管是集合标记，还是复数标记，后置的确

数数量词都表示对前面名词的具体数目进行陈

述，对其进行补充说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18=6）そして,かれがやすらかな寝息をたて

はじめたころ,座敷に,五人の男たちが

姿をみせた。浪人,旅商人姿の男たち。

平漢の輩下であった。

例（18=6）中的「男たち」只能理解为不可区别

的「男 1＋男 2＋男 3……＋男 n」，不能理解为可区别

的「男＋他の人」。这是因为此时的「男たち」受到

前置确数数量词「五人」的制约。前面讲到，当确

数数量词修饰名词时，要求被修饰的名词是同属

性的。因此只有当被修饰的「男たち」表示同属性

时，确数数量词才能前置与之同现。如果「男た

ち」是表示可区别的「男＋他の人」组成的集合，那

么确数数量词便会与其代表性成员「男」相冲突，

句子则无法成立，因此此时「たち」只能看作复数

标记，不能看作集合标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当「たち」是复数标

记时，不仅适用于例（17=3）中「学生たち三人」的

「NたちQ」结构，也适用于例（18=6）中「五人の男

たち」的「QノNたち」结构。

3.2.2汉语的“们”

当前接普通名词时，与日语的「たち」不同，汉

语的“们”只能作复数标记。如：

（19）“脏是脏了一点，不过，劳动哪有不脏的？

工人们，农民们，他们的手是脏的，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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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灵是最美的、最洁净的。”

（《非常十年第2部》林正德）

（20）我仿佛看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美丽的面

孔，像花儿一样开放着，还有哺育着花朵的

园丁，我们学院的老师们。

（《人民日报》1990-10-23）

例（19）和（20）中的“工人们”“农民们”和“老

师们”分别表示「工人 1＋工人 2＋工人 3＋…工人 n」

「农民 1＋农民 2＋农民 3＋…农民 n」和「老师 1＋老

师 2＋老师 3＋…老师 n」。“工人 1”也好，“工人 2”也

好，“工人 3”……“工人 n”也好，都是“工人”，彼此

之间属性相同。“农民 1”“农民 2”“农民 3”……“农民 n”

也是一样，都是“农民”。例（20）亦是如此，彼此性

质相同，属性一样。因此，此时的“们”是复数标

记，成员之间属性一样，不存在代表性成员，个体

之间具有不可区别的特征。

我们再来看看序言部分的例子。

（21=5’’’）*可是，学生们四个（人）当天还一起

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

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

文学系同学今晚七时半在联谊室

举行茶会，欢迎李梅亭先生。

（22=5’’’’）*可是，四个(人)学生们当天还一起

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

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

文学系同学今晚七时半在联谊室

举行茶会，欢迎李梅亭先生。

刚才我们讲到，当“们”接在普通名词后面

时，是一个复数标记。那么，为何上述例（21=5’’’）

和（22=5’’’’）两个句子均不成立呢？储泽祥

（2000）指出，由于“们”可以与“一些，一帮，一班，

这些，那些”“许多，任何，所有，好多”“全体，全

部，各位，诸位”等表示不定量的表数词语同现，

因此“N们”自身表示不定量。在这里，笔者还想

进一步补充，此时的N仅限于普通名词。即当N

是普通名词时，“N们”表示不定量。既然它表示

不定量，当然不能与确数数量词同现，因为确数

数量词具有“定量性”特征，即确数数量词表示的

量是固定值，是能够把握的。因此，如例（21=5’’’）

中“*学生们四个（人）”的确数数量词后置也好，

例（22=5’’’’）中“*四个（人）学生们”的确数数量

词前置也好，其定量性特征都会与“普通名词+

们”所具有的不定量特征相排斥。所以，上述两

种说法均不成立。

4 比 较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将集合标记、复数标记和

确数数量词的特征概括如下：

（Ⅰ）集合标记：存在代表性成员，且个体之间

具有可区别性的特征。

（Ⅱ）复数标记：不存在代表性成员，且个体之

间具有不可区别性的特征。

（Ⅲ）确数数量词：具有定量性的特征，且所修

饰的名词必须同属性。

接下来，将第3节的内容归纳在下页表1中。

如下页表 1所示，首先，不论是日语，还是汉

语，当N 是代名词或固有名词时，确数数量词后

置的「私たち三人」「亜紗見三人」和“我们三个

（人）”“鸿渐们四个（人）”均成立。此时，「たち」

和“们”都是集合标记，与前面的代名词或固有名

词组成一个集合，后置的确数数量词表示对前置

集合内部成员的具体数目进行陈述，起到补充说

明的作用。当确数数量词前置时，如「*三人の私

たち」「*三人の亜紗見たち」和“*三个（人）我们”

“*四个（人）鸿渐们”所示，均不成立。这是因为

此时在「私たち」「亜紗見たち」和“我们”“鸿渐

们”四个集合中，各自存在代表性成员「私」「亜紗

見」“我”“鸿渐”。当这些集合被确数数量词修饰

时，代表性成员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可区别性特征

会与确数数量词所要求的不可区别性特征相冲

突，因此不成立。

其次，当 N 是普通名词时，汉语的“们”是一

个复数标记。刚才提到，此时的“普通名词+们”

具有“不定量”的特征。而确数数量词则表示“定

量”，因此，如“*学生们四个（人）”“*四个（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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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所示，确数数量词前置也好，后置也好，都

不成立。与此相对，当N 为普通名词时，日语的

「たち」不仅可以作集合标记，也可以作复数标

记。如表 1所示，当「たち」是一个集合标记的时

候，「社長たち」形成一个集合，后置的确数数量

词「五人」对前置集合「社長たち」的具体人数进

行陈述，对其进行补充说明；而当确数数量词前

置时，它所要求的不可区别性特征与「社長たち」

的可区别性特征相排斥，因此如「*五人の社長た

ち」所示，无法成立。

另一方面，当「たち」作为复数标记的时候，与

汉语的“*学生们四个（人）”“*四个（人）学生们”均

不成立相对，日语的「社長たち五人」和「五人の社

長たち」均成立，这是为何呢？浅见（2006）指出

「日本語は数に重点を置かず,むしろ形にこだわ

る。…そもそも,数を表現するより先に,名詞が

何を示すのかに注目している」。笔者认为出现

如上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对待事物的定量或

不定量问题上，日语和汉语所体现出来的差异。

日语对事物数量究竟是“定量”还是“不定量”不太

关注，因此，无论是「社長たち五人」，还是「五人の

社長たち」，日语侧重的是「社長」这个事物，而非

「社長」的个体数量「五人」。因此，即便确数数量

词表示定量，也能与表示不定量的「普通名詞＋た

ち」同现。但是与此相对，汉语则关注事物的“定

量或不定量”问题，在“*学生们四个（人）”和“*四

个（人）学生们”中，汉语侧重的是事物的个体数量

“四个”，而非“学生”这个事物，因此，表示不定量

的“普通名词+们”会受到具有定量性特征的确数

数量词的制约，“*学生们四个（人）”“*四个（人）学

生们”均不成立。

我们也可以以此来解释为何在日语光杆名词

前，很多时候都不出现“—+量词”，而汉语则往往

带有“—+量词”。如：

（23）机の上に書があります。（桌子上有一本书。）[3]

（24）「あの,わたくし女の子がほしいと思って

いましたの」

（我想要一个女孩子。）

「女の子？」（女孩子？）

「ええ，女の子がほしいわ，かわいい女の子が」

（是的，我想要一个女孩子，一个小女孩子。）[4]

如上所示，日语原文中都没有出现“— +量

词”，而汉语的译文中则添加了“一本”“一个”等数

量词。

通过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中

日对译语料库》（2002）进行调查，笔者发现出现了

“—+量词”的汉语存在句一共有 859例。具体对

译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中日对译语料库”汉语原文中“— 量词”存在句的汉日对译情况

存在句

「一+量詞」

的对译情况

汉语原文出现

“—+量词”

日语译文省略

“—+量词”

597

69.50％

汉日都出现

“—+量词”

138

16.07％

汉语原文出现

“—+量词”

日语译文意译

124

14.44％

合计

859

100％

如表 2所示，在 859个出现了“—+量词”的汉

语存在句中，汉语原文和日语译文中都出现“—+

表1 「たち」/“们”与确数数量词的同现/不同现情况

たち

们

代名词或固有名词

集合标记

NたちQ

私たち三人

亜紗見たち三人

集合标记

N们Q

我们三个（人）

鸿渐们四个（人）

QノNたち

*三人の私たち

*三人の亜紗見たち

QN们

*三个（人）我们

*四个（人）鸿渐们

普通名词

集合标记

NたちQ

社長たち五人

复数标记

N们Q

*学生们四个（人）

QノNたち

*五人の社長たち

复数标记

NたちQ

社長たち五人

QN们

*四个（人）学生们

QノNたち

五人の社長た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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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的仅有138例。而汉语原文出现，日语译文

省略的却有597例，占到了69.50%。如：

（25）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

水，……。（台所には水がめがあり、バケツ

四杯分ぐらい水が入る。） （《钟鼓楼》刘心武）

（26）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

方被烧红了一块。（彼女たちのそばには大

きなストーブがあって、その表面の一部

が真っ赤に続けていた。）

（《插队的故事》史铁生）

（27）她的祖上有一位大官，代表皇帝到琉球国

封王。（先祖に偉い役人がいて皇帝の特使

として琉球国へ渡り、王を封じた話。）

（《活动变人形》王蒙）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汉语原文中有“一口”“一

个”“一位”等数量词，但是在日语译文中却没有出

现对应的数量词。对于这种现象，中川・李

（1997）解释为「個と類の区別」，但笔者认为，究其

原因，还是在对待事物的定量或不定量问题上，日

语和汉语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日语不太关注事物

数目究竟是定量或不定量，在对所存在的事物进

行描述时，比较关注事物的种类，因此数量词经常

省略。与此相反，汉语则对事物的定量或不定量

问题比较关注，侧重于事物的具体数目，因此，常

常带有数量词。

5 结 语

本文从对比的角度，通过分析「たち」和“们”

与确数数量词的同现或不同现情况，注意到了日

语和汉语在对待事物定量或不定量问题上所体现

出来的差异。在本文开头部分曾提到日汉语中除

了本文探讨的确数数量词，还存在例如「何人」“几

个人”、「数人」“数人”等概数数量词，它们与「た

ち」“们”的同现情况如何，另文将再作讨论。

[本文为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日数量

名结构的对比研究”（项目批准号：17YBA423）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项目主持人：郭蓉菲；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名词性成分指称功能对比

研究”（19YJC740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郭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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