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屯戍漢簡副詞連用考察 
田佳鷺① 

摘  要：通過對五宗西北屯戍漢簡的考察，在統計出了其中的副詞個數、類別及其用法

的基礎上，着重對其中的副詞連用現象進行描寫和分析，歸納出兩種副詞連用的現象即同類

副詞連用和異類副詞連用，並對這兩類副詞連用現象的的類別、特點及其演變規律、發展原

因進行分析說明。 

關鍵詞：西北屯戍漢簡；副詞連用；類型；特點 

 

副詞連用，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副詞，在形式上同時相連出現在同一個謂語之前，來

修飾限定謂語的現象。和現代漢語一樣，古代漢語也有副詞連用的現象，衹是沒有現代漢

語那麼靈活多樣。本文主要就“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額濟納漢簡”

和“肩水金關漢簡”
②
等五批西北屯戍漢簡中的副詞連用進行考察。據我們統計，上述西北

屯戍漢簡中共有 154個副詞。其中居延漢簡出現 113個；居延新簡 132個；敦煌漢簡 85個；

額濟納漢簡 28個；金關漢簡 50個。在這些副詞中存在一些兩個或三個副詞連用的現象。 

一、西北屯戍漢簡同類副詞連用 

同類副詞連用，即屬於同一類別的兩個副詞連用現象。同一類別，指其功能特徵和語

義特徵相同或相近。 

（一）同類副詞連用的類型 

在西北屯戍漢簡中用例不多，共有如下四種類型： 

1.語氣副詞+語氣副詞 

（1）充伏地再拜：中卿足下，辱幸賜記，教以屬。（居延漢簡 34.22） 

2.範圍副詞+範圍副詞 

（2）·凡并直六千五百一十二。（居延新簡 EPT 50.136） 

（3）第廿五 卒唐憙自言：貰賣白紬襦一領，直千五百，交錢五百。·凡並直二千 （居

延新簡 EPT 51.302） 

（4）七月十日，鄣卒張中功貰買皁布章單衣一領，直三百五十三，堠史張君長所，錢

約至十二月盡畢已，旁人臨桐史解子房，知券□ （居延漢簡 262.29） 

（5）常，及客民趙閎、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居延新簡 EPT 68.60） 

                                                           
①  田佳鷺，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重慶  400715。 
②  由於肩水金關漢簡尚未出齊，本文統計數據僅源自《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2011年）

一書，不代表整批金關漢簡的最終數據。 



（6）謹驗問，恩辤，不當與粟君牛，不相當穀廿石。又以在粟君所器物直錢萬五千六

百；又爲粟君買肉，䊮穀三石；又子男欽爲粟君作，賈直廿石；皆盡償所負粟君錢畢。（居

延新簡 EPF 22.31- EPF 22.32） 

3.時間副詞+時間副詞 

（7）第五： 表書插，顛願重該，已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
③
觀朢（居延漢簡 9.1A） 

以上三種同類副詞連用表達的意義相當於連用的單個副詞的意義，如“凡並”，範圍

副詞“凡”和“並”連用，“凡”和“並”都是用來統計事物數量的範圍副詞，二者連用

表達的意義與“凡”和“並”是相同的。 

4.否定副詞+否定副詞 

（8）明詔有驩欣嘉詳吉事，賞賜未尚
④
不蒙恩也，恩德固可毋報哉？（居延新簡 EPT 

59.9A） 

（9）兼甲臨兵，兩軍相當，兩期相望。鼓以前，未毋乍，方此步賢（敦煌 1410A） 

（10）累偉少，多請，已足之，不敢忽它。毋勿可已。（居延新簡 EPT 51.98A） 

（11） 令一當雜身，忠心非不慄，然次何時。（居延漢簡 551.4A） 

否定副詞連用，即在形式上連用兩個表示否定的副詞。這與前三種同類副詞連用是不同

的。在結構上，否定副詞連用的兩個副詞之間並不是並列的，二者有層次的區別；在表達的

意義上，前三種同類副詞連用表達的意義與連用的單個副詞的意義是相同的，但否定副詞連

用表達的意義與單個否定副詞的意義相反，即表達肯定的意思。如例（8）中的“未尚不”，

“未尚”是一個獨立的複合詞，表示謂語所述的事情過去從未實施，是對動作或形狀的全然

性否定。“未尚”和否定副詞“不”連用，在結構上，“不”修飾動詞謂語“蒙恩”，“未

尚”修飾的是“不蒙恩”；表達的意義是肯定的，相當於“一直都”，“未尚不蒙恩”即“一

直都蒙恩”。肯定的語氣用兩個否定副詞連用來表達，比一般的肯定句的語氣更加委婉，平

和。因此這種用法一經產生，就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且一直沿用到現代漢語中。 

（二）同類副詞連用的特點 

通過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同類副詞連用有如下幾個特點： 

1.從意義上來看，除否定副詞連用以外，其他同類副詞連用表達的意義與單個副詞的

意義是一樣的，去掉其中任何一個對句子的表達不會造成影響。但否定副詞連用表達的意

義與單個副詞的意義是相反的，去掉其中任何一個將會使句子意義截然相反。 

2.從句法結構上來看，除否定副詞連用以外，其他同類副詞連用的兩個副詞之間是並

列的，共同修飾謂語，無層次區分。但否定副詞連用的兩個副詞之間並不是並列的，二者有

層次的區別。 

                                                           
③ “趣”和“遽”都用作時間副詞，表示動作行爲迅速發生。 

④ “尚”，通“嘗”。 



3.連用的副詞都是很常用的，單個的使用頻率都相當高，至少有一個是同類副詞中使

用頻率極高的詞。如“不”是西北屯戍漢簡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副詞，用例高達 1218次。使

用頻率高，說明常用，自然就容易被人用來連用。 

（三）同類副詞連用在後世消失的原因 

現代漢語還有兩個否定副詞連用以表肯定的現象，並且還很常見，但其他同類副詞連

用的現象已經消失了。據楊榮祥先生（2005）考察，副詞並用現象先秦時已出現，兩漢六朝

迅速發展，宋朝開始走向衰落。楊榮祥先生講的副詞並用，即除開否定副詞連用的其他同

類副詞連用的現象。同樣是同類副詞連用，否定副詞可以沿用至今，而其他同類副詞連用

卻僅僅存活了幾百年。究其原因，我們認爲有以下三個方面： 

1．除否定副詞以外的其他同類副詞連用現象，不符合語言經濟性原則。 

可以用一個副詞就能表達的意義，卻用兩個副詞連用來表達，這就違反了語言的經濟

性原則，必然有所淘汰。如“凡并”，連用時表示對事物數量的統計，這和“凡”或

“并”單獨來用時表達的意義是完全一致的，並且在語用上也完全沒有區別。所以它的存

在是沒有必要的。而否定副詞連用不一樣，兩個否定副詞連用表達的是肯定的意義，且比

一般的肯定表達顯得更加委婉，語調更加平緩，有時還含有些許強調的意味。這完全符合

歷來崇尚禮儀、講求中庸之道的中國人的需求，因而幾千年來受到人們的青睞，沿用至

今。 

2．除否定副詞以外的其他同類副詞連用現象，不利於人們長期交際。 

古代漢語以單音節爲主，現代漢語以雙音節爲主，在詞彙發展史上，這種從單音節爲主

到多音節爲主的發展趨勢頗具影響，而副詞連用現象應該也是在這一趨勢下出現的。一般認

爲，漢語雙音節化是爲了使詞義更加明確，避免單音節詞語因多義而導致歧義的現象出

現。但長遠來看，除否定副詞以外的其他同類副詞連用卻不能起到這樣的效果，反而會加重

語言交際的負擔。連用的副詞單個使用，其意義和功能都很明確，且一般衹有一個意義，

不會使語言交際產生歧義。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連用，只會造成意義上的多餘，人們在交

際時，直接可以用一個副詞去準確表達意義，卻要找一個同類的副詞連在一起表達，這加

重了人們使用語言的負擔，是不利於人們長期交際，因此最終被人們所淘汰。 

3．從語言本身來講，除否定副詞以外的其他同類副詞連用現象也是不科學的。 

連用的副詞都是很常用的副詞，單個使用的頻率相當高，說明其獨立性相當強。但連

用時，一個副詞可以和多個同類副詞連用，如“皆盡”、“盡畢”，“盡”可以和“皆”

連用，也可以和“畢”連用，結構比較鬆散。單個使用與連用之間，幾個同義副詞連用比

較，要說連用比單個使用更具有優勢，或者哪個連用更好，無從判別，因此在語言發展的

優勝劣汰中，毫無競爭力，必然要被淘汰。 

二、西北屯戍漢簡異類副詞連用 



異類副詞連用，即屬於不同類別的兩個或多個副詞連用現象。不同類別，指其功能特

徵和語義特徵不同。 

（一）異類副詞連用的類型 

由於異類副詞的連用不是單一的，一類副詞往往可以和其他多類副詞連用，且時間頻

率副詞和肯定否定副詞與其他副詞連用時連用順序比較靈活，有時甚至可以互換。如在西北

屯戍漢簡中，語氣副詞可以和時間頻率副詞或否定副詞連用，且語氣副詞和時間副詞連用時，

語氣副詞的位置可前可後。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的異類副詞連用的類型有如下諸類。    

1.關聯副詞+否定副詞 

（1）取之，甚善，曰道遠毋車牛載，即不肯予 （居延漢簡 18.11） 

即，關聯副詞，表示前後兩件事緊緊銜接 

2.語氣副詞+時間副詞 

（2）遣卒來言辦渡道，謹即時往辦之，教欲爲酒勞夫子（居延漢簡 231.13A） 

3.語氣副詞+否定副詞 

（3）●書即日起候官。行兵使者幸未到。願豫自辯，毋爲諸部殿。（居延漢簡 10.16B） 

（4） 宜里，謹毋留，如律令。（居延漢簡 112.26） 

4.時間副詞+語氣副詞 

（5）蕭晏白：李子真屬見，頃伏前暑，不敢卒倍來。（居延漢簡 35.20A） 

5.頻率副詞+語氣副詞 

（6） 起居得毋有它，數辱賜記（居延漢簡 231.115A） 

（7） 毋已又幸賜記志,以卒爰壽不□謹叩右前候（居延漢簡

339.21A,146.56,146.95A） 

 6.範圍副詞+時間副詞 

（8）弘、勝之皆謝賢曰：會坐文事 論，用自給，請今具償責。弘未得責。勝之已得

粟二石，直三百九十；穈三石，直三百六十；交錢三百五十；凡已得千一百，少二千四

百。（居延漢簡 26.9A） 

（9）斧刃二，破。斧頭一，破。皆已易。（居延漢簡 112.23） 

（10）察微 長卑赦之，負夏幸錢五百卅，·負吞北卒□□□□，負吕昌錢二百，五百

五十皆□□。皆已入畢，前所移籍，當去。（居延新簡 EPT 51.77） 

（11） 辭所，唯亟報，毋留，如律令。（居延漢簡 72.11） 

7.範圍副詞+情態副詞 

（12） 長侯倉、候長樊隆皆私去署。（居延新簡 EPF 22.424） 

（13）檄到，各相與邸校，定吏當坐者，言，須行法。（居延漢簡 55.13,224.14,224.15） 

（14）□□它□陰者忍此難，□胡珠 瓊琚，□托王石，它皆具予之，此三。（敦煌

715B） 



8.範圍副詞+頻率副詞 

（15）以檄□史殘曰：食皆常詣官廩，非得廩城官。（居延漢簡 284.4A） 

（16）常爲衆所欺㑄，但數以行亭，君行，以病未能視事（居延新簡 EPT 51.230） 

9.範圍副詞+否定副詞 

（17）及欲請擊者，皆毋得因厩置,騎置驿騎上書言。（居延漢簡※233.2） 

（18） 居延甲渠第卅八 長王承明，未得五鳳元年十月盡二年正月辛酉積三月八日奉

用錢千九百六十·凡未得積十二月十九日奉用錢七千五百八十。（居延新簡 EPT 51.238） 

（19） □□□不辨，吉凶自在，皆毋犯。（居延新簡 EPF 22.299） 

（20）律曰：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敦煌 2325） 

（21）兵、守御器，弩折傷，承弦、糒少，甲、鞮瞀毋裏，皆不應簿。（敦煌 1036） 

（22）卒長盡勿言官署，甲渠候長郭謹白長史 （居延漢簡 206.17） 

（23） 報，唯毋留，如律令。（居延新簡 EPT 51.463） 

（24）·詰尊：省卒作十日，輒休一日。于獨不休，尊何解□ （居延新簡 EPT 59.357） 

10.否定副詞+範圍副詞 

（25）若貪利，欲不盡予安定等錢（居延新簡 EPT 51.120） 

11.程度副詞+否定副詞 

（26）吏，令後歸，尚意中甚不安也。（敦煌 244B） 

（27）告弟子，皆如前，甚毋失期。（敦煌八八 DYTGC：五 B） 

（28） □言不敬，謾，非大不敬。（居延新簡 EPF 22.416） 

12.程度副詞+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29）又尉卿怒，壹何不相克乎？（居延新簡 EPT 49.4A、B） 

13.時間副詞+時間副詞 

（30） 酒一石，丞致。朕且時使人問存 （居延漢簡 5.13） 

（31）檄到，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驚蓬火，明天田，謹迹候候望，禁止往來行者，

定蓬火輩送，便兵戰鬥具，毋爲虜所萃槧。已先聞知，失亡重事，毋忽，如律令。（居延漢

簡 278.7A） 

（32） 四千，已先得錢千 （居延漢簡 17.42） 

（33）聞見，輒亟言。（居延新簡 EPF 22.397） 

14.時間副詞+頻率副詞 

（34）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居延漢簡 502.14B、505.38B、

505.43B） 

（35） 即復取來，輒計爲度，遣使記□。（居延新簡 EPT 51.325B） 

15.時間副詞+否定副詞 

（36） 長，代樊志 二日，當得奉、衣數，詣縣自言，訖不可得。（居延新簡 EPT 49.47） 

（37）臣厶竊不自糧愚奴，誠忿忿。逆虜狡黠忸狀，輒不立殄滅。（敦煌 104） 



16.時間副詞+範圍副詞 

（38） □爲吞北 長，官令乘第四，積且一歲，常獨居亭。（居延新簡 EPT 44.35） 

17.時間副詞+程度副詞 

（39）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貪利貴賈，貰予貧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時驗

問（居延漢簡 4.1） 

18.時間副詞+情態副詞 

（40）蕭晏白：李子真屬見，頃伏前暑，不敢卒倍來。（居延漢簡 35.20A） 

（41）若郡農如玄、便等捕斬反羌免者，不應法令，皆收還玄、便等，及其妻子。其木

官已具言。（居延新簡 EPF 22.691） 

（42） □□叩頭□，頃相見，頃聞馮卿起載□，伏及（居延新簡 EPT 52.192B） 

19.頻率副詞+否定副詞 

（43）將軍復不忍，令得念誨至今。（敦煌 125） 

20.頻率副詞+範圍副詞 

（44）刀、劍及鈹各一。又各持錐、小尺白刀箴各一。（居延新簡 EPT 68.62） 

（45）數皆畢已，書到遣如律令 （金關 73EJT7:112） 

21.頻率副詞+情態副詞 

（46）不以時遣，遣吏卒又私留，不詣官署，以證爲解 （居延新簡 EPT 52.401A） 

（47）主吏七人、卒十八人，其十一人省作校，更相伐，不離署，堠上不乏人，敢言

之。（居延漢簡 127.27） 

22.頻率副詞+程度副詞+否定副詞 

（48） □使，亦大不敬，不 （居延漢簡 146.59） 

23.肯定副詞+否定副詞 

（49）李君房記告成君，齊效卒持葛橐來，須戍急=，必毋亡也。（敦煌 1135） 

（50）務毋令有譴，必坐，願毋忽，毋忽如 （居延漢簡 257.15） 

24.肯定副詞+語氣副詞 

（51）六月四日□□□□□□□□ □獨焦心□□□舉身在羅罔，誠幸爲過塞 □□今

承□地□□作此輩甚蒙□□□ 叩頭，悉言白。（居延新簡 EPT 5.76B） 

25.肯定副詞+情態副詞 

（52） 以月十七日辛丑，遣奉領 奉。誠私留衆駿田舍，解緩衣，積七日（居延新簡

EPT 51.254） 

26.否定副詞+時間副詞 

（53） □□□□不即時誅滅，貰貸榜箠，復反得生見日月，恩澤誠深。（居延新簡

EPF 22.645） 

27.否定副詞+頻率副詞 



（54）至二月中，從庫令史鄭忠取二月奉，不重得正月奉。（居延漢簡 178.30） 

（55）不復與循會，證知者如牒。（居延新簡 EPF 22.62A） 

28.否定副詞+肯定副詞 

（56） 七丞官穀十五石，便取。 其出入毋必令將軍見。（居延漢簡 501.8） 

29.否定副詞+程度副詞 

（57）羣輩賊殺吏卒，毋大爽，宜以時伏誅，願設購賞，有能捕斬嚴、歆、君闌等渠率

一人，購錢十萬，黨與五萬。（居延漢簡 503.17,503.8） 

30.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58）案府籍宣不史，不相應，解何？（居延漢簡 129.22,190.30） 

（59）候長不相與 校，而令不相應，解何？（居延新簡 EPF 22.454） 

（二）異類副詞連用的順序 

任何事物的連用或套用都不是任意的，就像多層定語修飾中心語一樣要遵循一定的原

則，所以副詞的連用應該也有一個規律可循。 

袁毓林先生（2002）根據現代漢語分析，認爲多項副詞共現有三條語序原則：一是範圍

原則，即語義統轄範圍大的副詞排在語義統轄範圍小的副詞前面；二是接近原則，即語義

上有述謂關係等語義聯繫緊密的成份盡可能接近；三是語篇原則，即在語篇上有銜接功能

的副詞盡可能排在最前面。這三條原則是相當科學而合理的，對我們研究西北屯戍漢簡副

詞的連用的順序很有啓發。結合西北屯戍漢簡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爲西北屯戍漢簡中的副

詞連用，其總的規律應該是管轄域大的副詞在前，管轄域小的副詞在後，如果有在上下文

中起銜接功能的副詞則排在最前面。根據分析，我們認爲，西北屯戍漢簡中副詞連用的順

序大致是：關聯副詞、語氣副詞、範圍副詞、程度副詞、情態副詞。時間副詞、頻率副詞

和肯定否定副詞位置比較靈活，有時甚至可以位於語氣副詞前面。  

1.關聯副詞 

關聯副詞表示順承、轉折或加重等，有時還有連接小句的作用。因此它有連接前後分

句的作用，管轄的區域是前後句子，起承上啟下的作用。按理論上來說，如果連用，關聯

副詞會位於最前面，但由於材料有限，我們僅找到一個與否定副詞連用的例子。 

2.語氣副詞 

語氣副詞是表示說話人的態度和情感的副詞，它管轄的區域可以是整個句子，因此如

果連用，它的位置應該僅次於關聯副詞。西北屯戍漢簡由於材料有限，因此語氣副詞與其

他副詞連用的用例不多。通過整理，西北屯戍漢簡中語氣副詞衹有和時間副詞、頻率副

詞、否定副詞連用的情況，且其位置可前可後，這是因爲時間副詞和否定副詞相對比較靈

活。但卻未曾發現有其他副詞位於語氣副詞之前的情況，這說明語氣副詞幾乎位於連用的

最前面，僅次於關聯副詞這一順序是無誤的。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語氣副詞與其他



異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四種，即“語氣副詞+時間副詞”，“語氣副詞+否定副詞”，“時

間副詞+語氣副詞”，“頻率副詞+語氣副詞”。 

3.範圍副詞 

範圍副詞是表示主語、賓語或謂語範圍的副詞，它的語義指向應該是句子的某個成

份，故其位置應該在語氣副詞之後，其他副詞之前。據我們考察，在西北屯戍漢簡中，範

圍副詞可以和時間副詞、頻率副詞、否定副詞和情態副詞連用，且除了否定副詞的位置可

前可後外，範圍副詞都位於上舉副詞之前。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範圍副詞與其他異

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五種，即“範圍副詞+時間副詞”，“範圍副詞+情態副詞”，“範

圍副詞+頻率副詞”，“範圍副詞+否定副詞”，“否定副詞+範圍副詞”。 

4．程度副詞 

程度副詞是表示動作或狀態的程度的詞。其管轄的區域不及語氣副詞和範圍副詞，故在

其之後。在西北屯戍漢簡中程度副詞與其他副詞連用的用例很少，但鑒於其管轄的區域大

小，且未曾出現用於情態副詞之後的用例，故我們將其排在範圍副詞之後，情態副詞之前。

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程度副詞與其他異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兩種，即“程度副

詞+否定副詞”，“程度副詞+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5．情態副詞 

情態副詞是表示動作行爲實施時所採取的方式，或動作行爲進行時所呈現出來的狀

態。其管轄的區域比程度副詞更小，所以與其他副詞連用，皆位於後面。據我們統計，西北

屯戍漢簡中情態副詞與其他異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六種，即“範圍副詞+情態副詞”，

“程度副詞+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時間副詞+情態副詞” ，“頻率副詞+情態副詞”，

“肯定副詞+情態副詞”， “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6．時間頻率副詞 

時間頻率副詞是表示動作行爲或事件發生的時間、次數的副詞。一般位於主語之後，

謂語中心語之前；個別也可用於句首，在句中作狀語起修飾限制的作用。從時間頻率副詞

的規律可以看出時間副詞在句子中的位置是靈活的，當然它與副詞連用時也表現出這一特

性，但沒有出現在程度副詞和情態副詞之後的情況。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時間頻率

副詞與其他異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十種，即“時間副詞+時間副詞”，“時間副詞+頻率

副詞”，“時間副詞+否定副詞”，“時間副詞+範圍副詞”，“時間副詞+程度副詞”，“時

間副詞+情態副詞”，“頻率副詞+否定副詞”，“頻率副詞+範圍副詞”，“頻率副詞+情態

副詞”，“頻率副詞+程度副詞+否定副詞”。 

7．肯定否定副詞 

肯定否定副詞表示對所陳述的事情或狀態的肯定或否定態度。可以表示對謂語所陳述

的事情的態度，也可以表示對事情的狀態的態度，其統轄的範圍可大可小，這也就決定了

在與其他副詞連用時位置可前可後，有些甚至可以在語氣副詞之前，但不能位於情態副詞

之後。據我們統計，西北屯戍漢簡中肯定否定副詞與其他異類副詞連用的情況有如下八種，



即“肯定副詞+否定副詞”，“肯定副詞+語氣副詞”,“肯定副詞+情態副詞”,“否定副詞+

時間副詞”,“否定副詞+頻率副詞”,“否定副詞+肯定副詞”,“否定副詞+程度副

詞”,“否定副詞+情態副詞”。 

（三）異類副詞連用的特點 

西北屯戍漢簡中副詞連用的現象雖不普遍，但用例也不少。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其副

詞的連用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律可循的。其特點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1．連用的副詞都是常用的，至少有一個副詞的使用頻率很高。由於常用，因此很容易

被人們用來連用。 

2．異類副詞連用的生命力很強。異類副詞連用，將所要表達的意義表達得更加準確，

這完全符合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原則，並且順應語言發展的需要，因此現代漢語中副詞連用

現象也十分普遍。 

3．連用的異類副詞之間有很強的粘合性，少數甚至已經演變成一個合成詞。如“更

相”、“未必”等等。要判斷一個詞組是否凝結爲詞，歷來標準不一。我們綜合各家之

言，認爲有如下三個標準：意義上，合成詞的意義要不同於構成成份的任何一個意義；結

構上，合成詞的兩個音節結合緊密，不能拆開或隨意擴展；頻率上，合成詞，不僅在某一

個時期使用頻率很高，而且使用時間要很長。三個標準中，意義標準占首要，輔以結構和

頻率標準。意義上，異類副詞的連用完全符合，此不贅言。因此只要符合結構和頻率標準

的我們都將其視爲合成詞。當然在雙音節化還不發達的漢代，有些合成詞還處於詞組向詞

的過渡階段，我們將其視爲副詞的連用，或者視爲合成詞都是合理的。 

4．異類副詞連用的順序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規律衹是在諸多語言事實的基礎上

總結出來的，衹適用於大多數，並不是絕對的。語言是靈活的，異類副詞的連用也是如

此。異類副詞連用的順序，在不影響語義表達的前提下，可以根據使用者的習慣、風格等

進行調整。 

（四）異類副詞連用在後世沿用的原因 

異類副詞連用的生命力很強，後世一直沿用，甚至在現代漢語中這種現象還普遍存在。

究其原因，我們認爲有如下三個方面： 

1.異類副詞連用符合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原則。異類副詞連用，即屬於不同類別的兩個或

多個副詞連用現象。不同類別是指其功能特徵和語義特徵不同。如“凡已得千一百”，即表

總括的範圍副詞“凡”和表過去的時間副詞“已”連用，這樣不僅從範圍上去修飾限定，而

且從時間上去修飾，這比衹用其中一個副詞所表達的意義要更加準確，更加全面，因此它的

生命力很強，一直沿用至今。 

2.異類副詞連用有利於人們的長期交際。異類副詞連用中的副詞都是比較常用的，連在

一起會使語言表達得更加準確，且異類副詞連用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不必拘泥于一種固定的

格式或順序，因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表達的需要去選擇不同類的副詞進行連用，這樣有利於



人們的長期交際。古往今來，凡是有利於人們長期交際的東西都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在後世

相沿習用而經久不衰。異類副詞連用也不例外，因而沿用至今。 

3.異類副詞連用順應了語言發展的需要。在詞彙發展史上，漢語是在單音節爲主到多音

節爲主這一趨勢下發展的，而異類副詞連用的現象應該也是在這一趨勢下產生的，因而順應

了語言發展的需要。 

三、小結 

通過分析可知，西北屯戍漢簡中也存在副詞連用現象，衹是沒有現代漢語靈活。西北

屯戍漢簡中連用的副詞都是比較常用的，連用的副詞單獨使用的頻率相當高，至少有一個

是同類副詞中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副詞的連用分爲同類副詞連用和異類副詞連用。 

首先，同類副詞連用的情況不多，衹有語氣副詞、範圍副詞、時間副詞和否定副詞有同

類副詞連用的情況。 

否定副詞連用與其他同類副詞連用在意義和句法結構上表現出來的特點是完全不同的。

從意義上來看，否定副詞連用表達的意義與單個副詞的意義是相反的，去掉其中任何一個將

會使句子意義截然相反。從句法結構上來看，否定副詞連用的兩個副詞之間並不是並列的，

二者有層次的區別。 

現代漢語還有兩個否定副詞連用以表肯定的現象，並且還很常見，但其他同類副詞連

用的現象已經消失了。究其原因，我們認爲，除否定副詞以外的其他同類副詞連用現象，不

符合語言經濟性原則，是不科學的，不利於人們長期交際。 

其次，由於異類副詞的連用不是單一的，一類副詞往往可以和其他多類副詞連用，且時

間頻率副詞和肯定否定副詞與其他副詞連用時連用順序比較靈活，有時甚至可以互換，因此

異類副詞連用的類型較多。異類副詞連用的生命力很強，且連用的異類副詞之間有很強的粘

合性，少數甚至已經演變成一個合成詞。 

根據分析，我們認爲，西北屯戍漢簡中副詞連用的順序大致是：關聯副詞、語氣副詞、

範圍副詞、程度副詞、情態副詞。時間副詞、頻率副詞和肯定否定副詞位置比較靈活，有時

甚至可以位於語氣副詞前面。當然，這個順序衹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連用是合成詞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多數的合成詞都經過了連用的階段，特別是副詞

連用，它對合成副詞起着重大意義。因此對各個階段的副詞連用進行研究十分必要而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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