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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与“各种各样”之辨析

杨 安 娜

摘要：现代汉语的“种种”与“各种各样”历来被认为是同义词，所以一直没有学者关注二者的区

别。本文在语料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对二者的句法分布特点进行了描写，并从语义功能的角

度尝试性地做了解释：“种种”语义上倾向于表示“多量”，对事物多样性的描写功能较弱；

而“各种各样”的语义功能倾向于对事物多样性的描写，数量多的概念只是其“背景知识”。

关键词：“数量”特征，有定，无定，描写性

一 引 言

金昌吉先生曾在《汉语数量表现与限定―日本学生作文中的偏误分析》一文1 中提到如下日

本学生所造的病句。（句前的“？”也引自金先生原文）

（1）a．？种种的食物我吃过。

b．？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外国。

金先生分析认为：句（1a）中的“种种”是量词重叠，重叠后的量词放在名词前，汉语是不加

“的”的。此外，量词重叠含有“每”的意思，是逐一全量，后面要有副词“都”做呼应。所以该

句应该改为“种种食物我都吃过”；而对于（1b），应该把“外国”改为“国家”。但金先生认为改

过之后，这两个句子在语法上似乎没问题，语感上还是觉得有点不自然。

（1ʼ）a．？种种食物我都吃过。

b．？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国家。

金先生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是“违背”了 H.P. Grice 提出的“合作准则”(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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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登载于《汉语与汉语教学》（2015 年第 6 号 pp.61-67）。



Principle)中“提供适量的信息”这一准则，因为“‘种种’表示逐一全量，一个人不可能吃过所

有食物，‘各种各样’在汉语中也是概括全量，一个一、二年级的大学生不可能去过那么多国家。”

首先，金先生提出的修改方案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把（1ʼ）中的两句不自然的原因归结为违

背 Grice 提出的“合作准则”，这一点还值得商榷。Grice 的“合作准则”是有关“会话合作的准

则”。其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会话语境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交流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准则，而（1ʼ）的 a、

b两句听起来不自然，似乎跟具体的语境没什么关系，即便是换一个语境（例如，说话人是一个走遍

五湖四海的美食家），句子仍是不自然的。再来看下面两个句子。

（2）a．世界上的种种食物我都吃过。

b．我吃过各种各样的水果。

如果单从句子所表达的客观事实来看，（2a）与（1ʼa）似乎没有多少差别，但（2a）却能成立。

同时如果按照主体行为者是否有能力吃遍所有水果这个语用标准的话，（2b）也应该是不自然的，但

显然与我们的语感不符。因此“种种”和“各种各样”是否为同义词，是否都表示“全量”还有待

商榷。

本文的目的在于弄清楚“种种”与“各种各样”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并尝试对上述现象做

以浅析。

二 以 往 研 究

根据笔者的调查，关于“种种”与“各种各样”之差异的论著并不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辞书中

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仅收有“种种”词条，解释为：“各种各样。”《汉语大词典》对“种种”的

解释同样为：“犹言各种各样；一切。”；对“各种”的解释是“犹言各式各样”，“各样”的解释

是“各不相同的式样、种类。”

可见，词典的解释基本上都是认为二者是同义词。另外，据笔者的调查，到目前为止，涉及“种

种”和“各种各样”的论文也不多见，且都认为二者语义相同，可互换。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金昌吉

（2015）以及杨凯荣（2003）。杨先生在考察“量词重叠（＋都）＋VP”的语义功能时，提到“种种”。

他指出：跟典型的量词重叠形式“个个”的不同之处在于：①“个个”通常只做主语，而“种种”

作为定语成分与被修饰语一起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②“种种”的功能也不同于“个个”，它并非

表示对状态的描写，它凸现的是范畴化的功能，表述的是“各种各样”的意思。

杨先生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也存在几个疑点。①如我们在下文 3.1 中所列举的用例

那样，“种种”不仅可以充当定语，也可以作为中心语出现在主语和宾语以及状语的位置上。②“种

种”不表示对状态的描写，是表“各种各样”的意思，这一表述前后有些矛盾。因为“各种各样”

正是对事物多样性状态的描写，既然认为“种种”的意思等同于“各种各样”，那么也应该认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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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对事物状态的描写。但实际上，正如杨先生本人所论述的那样，“种种”并非表示对状态的

描写，那么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把“种种”和“各种各样”等同，而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功能以及语义功能两方面来考察“种种”和“各种各样”，

探究二者的不同。

三 “种种”与“各种各样”的句法分布

我们在这一节主要考察一下“种种”与“各种各样”在句法分布上的特点。本文所使用的用例

除了特别注明以外，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CC 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3.1．“种种”的句法分布

Ⅰ．作定语

“种种”作定语时可以修饰主语，也可以修饰宾语。

（3）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这样做能得到种种“好处”。

（4）考前的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今年的高分考生将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录取环境。

（5）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

上例中，（3）中的“种种”是修饰宾语“好处”的，例（4）是用来修饰主语“迹象”，而例（5）

则是修饰介词“把”的宾语“出土文物”。

Ⅱ．作主语

（6）过去的种种对现在的你已经毫无意义。

（7）这种种不仅为诗人梦想所不及，她自己也初料不及。

我们发现虽然“种种”可以位于主语的位置上，但很难看到有以光杆形式充当主语的句子，同

时，上述例（6）与（7）中的定语成分“过去的”和“这”也不能省略。

Ⅲ．作宾语

（8）因为街头的锣鼓喧阗，他忆及今夜光明戏院的种种。

（9）记得你曾教会我的点点滴滴，记得我们之间的种种。

Ⅳ．作状语

（10）中国人认为花的香味越文静的，品格越高。再拿颜色来讲，深浅也种种不一。

（11）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

这类“种种”作状语的例句不多。

下面看一下“各种各样”具有怎样的句法分布。

76

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 第 184 号 (2021 年 3 月)

77

“种种”与“各种各样”之辨析（杨 安娜)



3.2．“各种各样”的句法分布

Ⅰ．作定语

同“种种”一样，“各种各样”可以修饰宾语也可以修饰主语。

（12）各种各样的“传闻”，从人们的口里传来传去，弄到后来，大家索性自己发明。

（13）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

Ⅱ．作谓语

我们没有找到“种种”做谓语的用例，但是“各种各样”充当谓语的例子很多。

（14）减肥瘦身是爱美的女生永远的追求目标，但是减肥的方法各种各样。

（15）社会是个万花筒，人们对于购买优惠房的心态各种各样。

我们将二者的句法分布特点做以小结，如【表 1】

【表 1】“种种”与“各种各样”可充当的句法成分

定语 主语 宾语 谓语 状语

种种 ＋ ＋ ＋ － ＋

各种各样 ＋ －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种种”与“各种各样”在句子中的分布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不同。除了都可

以充当定语修饰中心语名词以外，呈现出互补分布的特点。那么当二者都充当定语时，其句法表现

是否完全一样？我们接下来要具体考察一下。

四 “种种”和“各种各样”作定语时的区别

我们发现“种种”和“各种各样”作定语时，其句法形式有所不同。

4.1．二者作定语时在句法形式上的区别

“各种各样”充当定语时，多附带结构助词“的”，而“种种”则大多不带“的”。如下例：

（16）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营各种各样的业务。

（17）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18）她的丈夫，开始吞吃各种各样的中药。

（19）于是我就把种种“罪证”归纳起来，作一综述。

（20）厂里的种种传闻她都知道，她不止一次庆幸自己是女人。

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在语料库里还有一些“各种各样”与其他形容词性成分并列构成多项定

语的句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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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水文化”、“古文化”与“现代化”、“都市化”交织在一起的重重叠叠的矛盾，产生了

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未来“朱家角”。

（22）在“多元化”这面大旗的掩饰之下，很多作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演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

话语游戏。

杉村（2017：204）曾指出：名词并列构成多层定语时，在语用要求的作用下，前面本应带“的”

的名词可以去掉“的”。这跟“把”、“跟”等在具体语境下脱落的情况是类似的，即，如果更大

的句法环境已经包含了下位层次必须的句法成分，那么该句法成分可以脱落。我们认为形容词多项

定语也遵循这个原则。鉴于此，本文为了更明确“种种”和“各种各样”作定语时与“的”的结合

情况，所以仅考察二者紧邻中心语名词的句子，远离中心语的例子不列入考察范围之内。

4.2．二者作定语时，所饰中心语的区别

Ⅰ．“种种”和“各种各样”可以互换的句子

（23）两年前，当十三名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附近摆起第一个茶摊的时候，人们对它存在的价值和

前途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种种）议论和猜测。

（24）李谷一说：“比赛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自己的学生、朋友的子女及种种（各种各样的）‘关

系户’，每天备受感情‘折磨’”。

（25）上述种种（各种各样的）议论虽有些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

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

（26）那些书店书摊上贩卖的种种（各种各样的）书籍，大多数是不合我们的口味。

Ⅱ．“种种”和“各种各样”较难替换的句子

（27）那各种各样的（＊种种）小商店，沿着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地挨挤在一起。

（28）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种种）东西。

（29）我到过各行各业采访，了解过各种各样的（＊种种）人物。

（30）奇奇厨师又端上各种各样的（？种种）糕点来。

（31）有几个人和妈妈念及爸爸的坎坷和种种（＊各种各样的）好处时，不由得落出泪来。

我们通过对语料库的调查发现，“种种”在作定语时，绝大部分用来修饰表抽象概念的名词（如

“议论，猜测，分歧”等），而“各种各样”则既可以修饰抽象概念的名词，也可以修饰表示具体事

物的名词。我们认为这与量词“种”与“样”的语义特征有关系。

吕叔湘（1999：591）曾对量词“种”和“样”的区别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种’与

‘种’之间的区别着眼于内在的性质或作用，而‘样’与‘样’之间的区别则偏于表面的、形式的

方面。”简而言之，“种”语义重点在于内在性质，而“样”指表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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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种种”仍受其基式“种”的语义限制，着眼于事物的内在性质，同时由于重叠，使

其获得“数量”这一语义特征，两个语义叠加，表示“多种内在性质”之义，在语义上与表抽象义

的名词更为和谐，但也存在少数修饰具体名词的例子，如（26）；而“各种各样”融合了“种”与

“样”的双重语义，既可以着眼于事物的内在性质也可以用于描写外在特征，所以抽象名词和具体

名词都可以受其修饰。

我们下面将探讨“种种”和“各种各样”的语义功能有何差异。

五 “种种”和“各种各样”语义功能的差别

我们把三、四节中考察的“种种”与“各种各样”的语法功能差异总结如下：

ⅰ．“种种”可以充任主语、宾语、定语、状语；作定语时一般不带结构助词“的”

ⅱ．“各种各样”可以充任谓语、定语；作定语时多带结构助词“的”

按照功能语法学的观点，句法功能上的差异都可以找出其语义或语用功能差异的理据。所以我

们接下来要分析一下二者的语义功能。在此之前，首先我们想确认一下“种种”在量词重叠范畴中

的位置。

关于量词重叠式的研究，学界已有丰厚的积累。早期的研究（如朱德熙 1982 等）已经指出量词

重叠式可以修饰名词，也可以单独充任句子的主语，但是不能作宾语；其语义功能为表示“周遍

性”，即：某个特定集合的所有成员具有同一种性质，处于同一种状态或执行相同的动作行为（陆

俭明 1986）。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对于量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以及语义功能似乎不能

一概而论。

首先，从句法功能来看，虽然大多数量词重叠式在句中充当“主语”，但也有一些不限于作主

语，还可以充当其他成分，如“个个”只能作主语（杨凯荣 2018），“盏盏”既可以作主语，也可以

作定语以及谓语（张恒悦 2016）2，另外，虽然一般认为量词重叠式可以修饰名词，但其中也存在修

饰功能强弱之分（杨雪梅 2002）3。

其次，从语义功能的角度来看，虽然多数量词重叠式作主语时具有“周遍性”的语义，但也有

量词重叠式不表示“周遍性”，如量词“阵”重叠后，如“阵阵掌声”，不表示周遍性，而是“一

阵一阵”的意思（见石毓智 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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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恒悦（2016：48）中所举“盏盏”的用例如下：

① 120 盏 9 米高的路灯，盏盏都像精致的艺术品。（作主语）

② 幸好周围橘黄色的华灯盏盏，为她的眼睛映出点点暖色。（作谓语）

③ 这一切，是我童年生活道路上的盏盏灯火！（作定语）
3 杨雪梅（2002）中着重调查了“个个”的用例，在她收集到的 223 个句子中，“个个”作主语的有 220 个，其余

3 个句子除了一个用于修辞手段之外，真正作定语修饰名词的例子只有两个，仅占总体的 0.89％。对此，她认为，

“个个”修饰名词的能力弱跟其抽象化程度高有关。一般的量词都或多或少对其所修饰的名词所表事物的性状有

所描述，如“条”用于细长的可以弯曲的东西，“块”用于成块的东西。而“个”语义非常抽象，已经较少有性状

的描述，所以“个个”修饰名词的能力很弱。



由此可见量词重叠式范畴也存在一个典型成员与边缘成员区分的问题。语义功能方面也存在一

个程度问题，构成了一个“连续统”。

我们已经确认了“种种”的句法功能不同于“个个”等典型的量词重叠式，接下来再来看看它

的语义有什么特点。

与大多数量词重叠不同，它并不强调“周遍性”。汉语中表示“周遍性”的手段很多，如句式

手段“疑问词＋都/也＋动词”，词汇手段，如“每，所有，任何”等。我们看一下“种种”与这些

词汇替换后，所表达的语义是否有所变化。

（32）a．有几个人和妈妈念及爸爸的坎坷和种种好处时，不由得落出泪来。（＝例（31））

b．有几个人和妈妈念及爸爸的坎坷和每种（所有/任何一种）好处时，不由得落出泪来。

（a≠b）5

（33）a．考前的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今年的高分考生将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录取环境。（＝例（4））

b．考前的每种（所有/任何一种）迹象都似乎表明今年的高分考生将面临一个非常有利的录

取环境。

（a≠b）

（34）a．那些书店书摊上贩卖的种种书籍，大多数是不合我们的口味。

（＝例（26））

b．＊那些书店书摊上贩卖的每种（所有/任何一种）书籍，大多数是不合我们的口味。

（a≠b）

按照我们的语感，上述句子中“种种”在替换成表“周遍义”的词汇以后，句子的语义都发生

了变化，甚至于替换后的句子不合语法（如（34b））。

我们认为，“种种”虽然在语义上具有“数量”特征，但跟“个个”等典型的量词重叠式有所

不同，它不表示全量，而是一种无法确定范围的“模糊的量”，我们称之为“无定”的量。6

历来，关于“有定/无定”7 都是围绕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指称性而言的，比较有名的论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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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量词“阵”，邵敬敏，刘焱（2001）曾提及“一阵风/雨/雪”的例子，他们认为“风/雨/雪”具有动词的某

些功能，可以接受动量词的修饰，所以严格点说这里的量词“阵”应该看作动量词。我们认为石文中所说的“阵

阵掌声”中的“掌声”也具有动词的特点，所以“阵”实是对动作的量化，而非事物的量化，这可能是其不表“周

遍性”的原因所在。
5 “a≠b”表示 a 与 b 在语义上不等同，下同。
6 如果顾及“种种”，“阵阵”等边缘性量词重叠式的话，我们觉得石毓智（1996）中的结论应该做一些修改。石

文认为，量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为“定量化”即：“指词语通过语法手段赋予其概念以数量特征。”我们赞同量词

重叠式都具有“数量”特征的说法，但不赞成使用“定量化”一词，因为容易让人误解为“有定的数量特征”，至

少就“种种”、“阵阵”而言，其所表量并非“有定”而是“无定”。
7 关于名词指称性的问题，已有很多专题研究，但各家所说都有一些出入。本文采用陈平（1987）的定义：“发话

人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如果预料听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

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我们称该名词性成分为定指成分；如果预料听话人无法将所指对象与

语境中其他同类实体成分区分开来，我们称之为不定指成分。”（这里所说的“定指/不定指”即相当于“有定/无



主语位置上的 NP 表示有定的事物，宾语位置上的 NP 倾向表示无定的事物（朱德熙 1982，李临定

1985 等）。如下例：

（35）a．？？一个客人来了。

b．那个客人来了。/有一个客人来了。

其中（35a）的主语因为是一个不定名词，所以通常认为该句是很难成立的，但如果像（35b）

那样，在前面加“那”、“有”等词将其变成有定名词之后，该句就可以成立了。

而对于数量短语的一般看法是，数量短语是无定标记，一般不会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但正如

金昌吉（2015）所分析的那样：通过附加指示代词、范围副词、人称代词等词汇手段，或者放在一

些特殊的句式结构或语境中也可以使数量短语具有［＋有定］特征，从而使其可以位于动词前。（详

细分析参看金先生原文）

金先生的上述分析十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金文中只言及了“数词＋名词”的情况，而没

有涉及一般具有“数量”特征的词语，如“一些，一点儿，许多，很多，种种”等。―我们暂且称

之为“量化词”。我们发现有些量化词也可以从“有定/无定”的角度来解释一些语法现象。比如，

我们在教学过中经常涉及到的“一点儿”和“有点儿”，虽然都可以翻译成日语的⽛すこし、ちょっ
と⽜，但前者要放在谓语动词（包括形容词）之后，后者要置于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点儿”

表示的是“无定”的量，而“有点儿”表示的是“有定”的量。

另就本文提到的量词重叠式来说，比如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量词重叠式多位于动词前，

原因在于“个个”等典型的量词重叠式表示“周遍义”即“全量”（石毓智 1996，杨凯荣 2003 等）。

而“全量”指的是一个可以确定范围的量，即“有定”，所以通常位于谓语动词之前。而“种种”

表示的是一个很难确定范围的量，是“无定”的，所以一般很难充当主语，需要在其前加修饰语来

将其“有定”化之后，才可以位于动词之前。（如例（6）、（7））。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种种食物

我都吃过”让我们感觉不自然，而“世界上的种种食物我都吃过”就要好得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各种各样”。不可否认，“各种各样”的语义中也隐含了“数量”特

征，但这只是作为“背景知识”存在的8，其语义重心并不在“数量”上，而是对事物“个体”外在

或内在特征的差异的描写，所以“描写性”很强。相反，“种种”的语义重心在于“数量”，强调

“多”的特征，“描写”功能较弱。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尝试解释一下二者的句法功能上的差异。首先，“各种各样”的“描写

性”较强，所以适宜出现在定语和谓语的位置上，而“种种”对事物的特征描写功能弱，不适合出

现在谓语位置上。那么为什么能做定语时，“种种”大多不带结构助词“的”，但“各种各样”却

82

北海学園大学学園論集 第 184 号 (2021 年 3 月)

83

“种种”与“各种各样”之辨析（杨 安娜)

定”―笔者注）
8 就是说，只有一种或两种这样少量事物的话，是不能用“各种各样”来修饰或陈述的。



基本上都要带呢？对此，我们可以参考陆丙甫（2003）中对结构助词“的”的语义功能所作的论述。

陆丙甫（2003）指出，多少带有描写性的定语才能带“的”，而基本上没有描写性的数量词不带

“的”。“各种各样”描写性很强，所以作定语时几乎都要带“的”，而“种种”的数量特征很强，

基本上没有描写性，所以作定语时多不带“的”。

“种种”可以作状语，而“各种各样”不能作状语。“各种各样”所具有的描写性是对事物的

特征所作的描写，而非对动作行为的描写。所以一般不能作状语，“种种”可以作状语，是由于前

面有回指名词，如例（10）中的“深浅”，例（11）中的语境中有“不如他人之事”。因为有回指

名词，所以等于是给“种种”圈定了一个范围，变成“有定”量，所以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作

状语。

至于为什么“种种”和“各种各样”在具体的句子中有时可以替换，而有时不容易替换，这个

问题也可以从二者的语义功能的差异来考虑。比如，例句（27）（28）（30）本身是一个描写句，具

有一定描写性，所以相对于“种种”而言，使用“各种各样”更能达到对事物外在特征进行描写的

语用目的，而如果事物的外在特征较难辨别，只强调“多”这一数量特征的话，则使用“种种”更

为自然，如（31）。如果语境要求不是很明显的话，则二者都可以使用，只不过在语义的表达上存有

差异而已。

我们最后回到引言中提到的另一个病句：“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国家。”为什么听起来没有“我

吃过各种各样的水果。”自然。

我们查看了《汉语大词典》中关于“国家”一词的解释：

❶阶级统制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制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

监狱等组成。❷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

显然，在陈述是否有游历某个国家的经验时，所指“国家”应该指的是❷。我们对“国家”这

个概念的外延通常以“个”来范畴化，因为“国家”是指每个“独立的、个体的区域”，在没有具

体的语境下，通常不会对其进行“种类”或“类别”的划分，如我们一般不会说“一种国家”，除

非在语境中明确给出对“国家”进行种类划分的基准，语义上才有链接性，才会让听者听起来自然。

如：“我去过各种各样风土不同的国家”，或者“我去过各种各样法律制度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像

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去掉“各种各样”，改为“我去过许多（不同的）国家”。

另一方面，“我吃过各种各样的水果”比较容易接受是因为我们通常会很容易意识到“水果”

范畴中的各个种类间的差异，所以会说“一种水果、两种水果…”。因此也不需要特别将划分标准

“语言化”就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当然如上面一样加上分类标准也是可以的，如“各种各样营养

成分不同的水果”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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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语

本文考察了现代汉语中“种种”和“各种各样”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证明二者并非同义

词，而是在语义上存有差异。

“种种”的语义倾向于表示“不定多量”的“数量”特征，描写功能较弱；“各种各样”则是

强调事物间的不同的特征，描写性较强。

二者的语义功能极大的影响了它们的句法特征。

此外，本文在金昌吉（2015）的基础上指出：利用“有定/无定”的这一语义概念除了可以解释

数量短语以外，还可以用来分析一些量化词，当然这一点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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