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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名量词“sen41”和汉语名量词
“条”的名词搭配类型比较

李丽美

摘要

本文以“sen41”和“条”为研究对象，从“sen41”和“条”的语义和使用情况

入手，探讨二者的名词搭配，并对二者的名词搭配进行分类，以及对二者的名词搭

配类型进行比较与分析，最后探讨二者共有的名词搭配类型，即“sen41”特有的

名词搭配类型和“条”特有的名词搭配类型。这将有助于泰国汉语教学。

关键词: 名量词；“sen4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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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泰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中最特殊的词类就是量词。量词又可分为很多种类，

比如：名量词、动量词、复合量词等类别。“名量词”就是量词划分出来的类别之一，它是

用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数量单位的词，在泰语和汉语系统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虽然泰语和汉

语都是有量词的语言，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言系统的不同，无论在哪个方面上，都存在一定

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泰语和汉语名量词的异同对汉语国际教育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具

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泰国汉语教学不断的发展，针对泰国和中国语言名量词比较的研究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主要成果有： 袁炎、龙伟华(2006) 在《汉泰名量词比较研究》中，从泰国学生

汉语量词习得的偏误入手，探讨两种语言名量词类型、语义、结构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杨彩贤(2009) 在论文《现代汉语和泰语名量词比较及对泰汉语名量词教学》一文中，

对汉语和泰语名量词进行比较研究，并在二者的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对泰国汉语名量词教学

的图书规律；王美珍(2013) 在论文《汉泰常用名量词比较研究》中，对汉泰常用名量词进

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泰两种语言在语义和语法上的不同点。

     泰语和汉语名量词比较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单独的名量词的对比研究可谓少见，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泰语名量词“sen41”和汉语名量词“条”的名词搭配类型比较，进一

步深化对泰语和汉语名量词的整体研究，也希望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提高泰国汉语名量词教

学。

“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类型
     1.“sen41”的名词搭配类型

     泰国学界一般认为，泰语名量词“sen41”用于长条形的物体，表示计量或计数长

条形物体的单位。本文根据The Royal Institute(2013) 的《Noun Classifier in Thai》

、《皇室用语与量词》和《泰语量词》文献所标记“sen41”的语义和使用情况，然后，从

这些文献中把和“sen41”所搭配的名词列出，再根据名词的语义、概念和用法进行分类，

最后得出“sen41”的名词搭配类型，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和建筑物名词搭配：tʻa:ŋ33[路]、tʻa33non14[街]

 （2）和器官部位或有关人体名词搭配：nuo:t21[胡子]、sen41pʻom14[头发]

、kʻon14[毛]、sen41 en33 [肌腱]、sen41lɯa:t33[血管]、sen41pra33sa:t33[神经]

     （3）和食物名词搭配：wun41sen41[粉丝]、kʻa33nom14tɕi:n33[泰式米线]

     （4）和植物或植物部位名词搭配：fa:ŋ33[稻草]、ja:41[草]tʻau14wan33[藤]

、tʻuo:21 ŋɔ:k33[豆芽]

      （5）和穿戴用品名词搭配：kʻem14kʻat33[腰带]、sip45[拉链]、nek45tʻai45 
[领带]、srɔ:j41 [项链]

     （6）和家庭用品或杂物名词搭配：sa:l33fai33[电线]、lua:t41[铁丝]

、tɕʻɯa:k41 [绳子]、da:l41[线]、sɛ:41 [鞭子]、ja:ŋ33woŋ33 [橡皮筋]、rib45bin41[

缎带]、so:41 [锁链]

 （ 7）和交通工具或交通工具配件名词搭配： j a : ŋ3 3 r o t 4 5 [ 轮胎 ]

、sa:l33pʻa:n33rot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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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转动带]、so:41rot45[车链子]

     （8）和文书符号名词搭配：sen41pra33[泰文填字线]

     根据以上，对“sen41”的名词搭配进行分类后，我们可以看到与“sen41”搭配的

名词都凸显了其细小而长条的形状特点，另外，与“sen41”所搭配的名词都是具体名词，

抽象名词一般不与“sen41”搭配。

     2.“条”的名词搭配类型

     吕叔湘先生(1999:9) 指出“汉语的特点在于量词应用的普遍性。”尤其是名量词，

丰富多彩。汉语名量词“条”是我们在日常交际中较常见的名量词之一。“条”的原型是长

条物，“条，小枝也。”---《说文》，由名词“树枝”引申而来，一般多用于长条形的物

体，表示计量单位；在江蓝生、谭景春、程荣主编(2014:1291)《现代汉语词典》和刘子平

(2013:213)《汉语量词大词典》也都这样认为，并解释“条”为用于长条形的物体。

 汉语中可以和“条”搭配的名词很多，本文根据江蓝生、谭景春、程荣主编

(2014:1291)的《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2013:709-715)《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名词、量

词配合表和何杰(2008:295-320)《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的名词、量词搭配表所标记“条”的

语义和使用情况，然后，从这些文献中把和“条”搭配的名词列出，再根据名词的语义、概

念和用法进行分类，最后得出“条”的名词搭配类型，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和地理名词搭配：山脉、河流、江、沟、瀑布、河道

     （2）和建筑物名词搭配：铁路、小路、大街、大道、跑道、胡同、堤坝、河堤

     （3）和家庭用品或杂物名词搭配：板凳、扁担、电线、橡皮筋、缎带、麻袋、肥

皂、绷带、鞭子、被子、线、铁丝、毯子、锁链、绳子、褥子

     （4）和自然现象名词搭配：彩虹、虹

 （5）和器官部位或有关人体名词搭配：血管、神经、肠子、腿、胳膊、眉毛、舌

头、伤疤、疤、伤口、皱纹、嗓子

     （6）和食物名词搭配：肉、黄瓜、玉米、粉丝、米线

     （7）和抽象或分项的事物名词搭配：计划、规定、意见、优点、罪状、新闻、命

令、好嗓子、错误、法令、法则、理由、谜语

     （8）和人、生命名词搭配：好汉、硬汉、命、人命

   （9）和动物名词搭配：鱼、毒蛇、鳄鱼、狗、龙、驴、虾、蚕、虫子

      （10）和植物或植物部位名词搭配：根、木头、树枝

 （11）和交通工具或交通工具配件名词搭配：船、轮船、渡船、轮胎、汽车转动

带、车链子

  （12）和穿戴用品名词搭配：项链、皮带、领带、拉链、裤子、围巾、裙子、红领

巾、毛巾

     “条”特有的名词搭配，包括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无论是抽象名词还是具体名

词，在人脑里，这些名词都明确的具有长条形的概念。此外，在这些名词里面，有一些名词

看来不是长条形的，比如：“命令、意见、计划、命、汉子、好嗓子、肥皂”等，而为什

么“条”可以和它们搭配？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命令、意见、计划”等，都是从口头说出而传递的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信息被

记录在书面上而表现为连写成长条的文字，像一条线一样，因此，它们和“条”搭配并没有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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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人的一生有起点有终点，就像我们在路上从一个地方

走到另一个地方一样，要经历过一段路程才能到达终点，人的经历就像一条长条形的路线，

因此，“条”可以和“路”类似名词搭配，也可以和“命”类似名词搭配；   

       “汉子”有汉族男子、男人等含义。是古时北方民族对汉族男子的称呼。也有勇

敢、坚强、强壮、有力、尚武的含义。汉代人见这些类似的人都称汉子。汉子的身形多为长

条形，因此，“条”可以和“汉子”类似名词搭配。

       “好嗓子” 指说话或唱歌的声音好听。人能发出好声音要借助嗓子（喉），气流

经过发音器官之后才能发出声音，因此，借用嗓子管来表现长条形状，“嗓子”就可以和“

条”搭配，说成“一条好嗓子”。

       “肥皂”看来不是长条形，而为什么“条”可以与它搭配？“条”看似该与其他

长条形的东西搭配才对。但是因为这里的“肥皂”是指两块或两块以上包连成一条，由

此，“条”可以与“肥皂”搭配，做计量单位。

        总之，由于和“条”搭配的名词有各种各类，有抽象名词，也有具体名词，有

的名词凸显了长条形状，有的名词却不是长条形的，无论这些事物有没有凸显长条形，但它

们一定与“条”的本义有关。

“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类型比较与分析

     “sen41”和“条”是泰语和汉语交际中较常用的一个名量词，与它们搭配的名词

都是长条形的事物，如，绳子、电线、腰带、领带等名词，这些例子是“sen41”和“条”

共有的名词搭配，但实际上除了它们共有的名词搭配以外，它们还有自己特有的名词搭配，

这就是“sen41”和“条”特有的语法特征。何杰(2008:266)《现代汉语量词研究》 认为：“

在面临一种新的语言编码时，一定要运用母语思维，要寻找等值的解码。然而，在两种语言

中，意义的等值是少数的，非等值却是大量的。思维方式不同，歧解就难以避免。”为了让

读者更容易的理解两种语言名量词的使用方法，本文将对“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类

型分为：“sen41”和“条”共有的名词搭配；“sen41”特有的名词搭配；“条”特有的名

词搭配三类，具体内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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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符号的是“sen41”和“条”共有的名词搭配类型，但这两类的名词，有的可以和“sen41”搭

配，不可以和“条”搭配，有的可以和“条”搭配，不可以和“sen41”搭配，这就是“sen41”和“条”特有的

名词搭配。）

     根据表1，对“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进行比较后，发现泰语和汉语中可以

与“sen41”也可以与“条”搭配的名词有，tʻa:ŋ33[路]、tʻa33non14[街]、sen41lɯa:t33[

血管]sen41pra33sa:t33[神经]、wun41sen41[粉丝]、kʻa33nom14tɕi:n33[泰式米线]

、tʻau14wan33[藤]、kʻem14kʻat33[腰带]、sip45[拉链]、nek45tʻai45[领带]、srɔ:j41[项
链]、sa:l33fai33[电线]、lua:t41[铁丝]、tɕʻɯa:k41 [绳子]、da:l41[线]、sɛ:41[鞭子]

、ja:ŋ33woŋ33[橡皮筋]、rib45bin41[缎带]、so:41[链]、ja: ŋ33rot45[轮胎]

、sa:l33pʻa:n33rot45[汽车转动带]、so:41rot45[车链子]，这些名词都是长条形的东西，

符合了“sen41”和“条”的语义和用法，可以直接与“sen41”和“条”搭配。

     名词中只可以和泰语“sen41”搭配，不可以和汉语“条”搭配的名词有，nuo:t21[

胡子]、sen41pʻom14[头发]、kʻon14[毛]、sen41 en33[肌腱]、tʻuo:21 ŋɔ:k33 [豆芽]

、fa:ŋ33 [稻草]、ja:41 [草]、sen41pra33[泰文填字线]；是因为泰语认为这些名词都凸

显长线而细毛形状，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名词来和“sen41”搭配；汉语却认为，虽然这些

名词都是长条形的，但它们不能独立的展示自己，它们本身都和“根”具有紧密的联系，有

了根才能长出其他的部分。因为和“根”有关，所以，汉语把这些名词来和名量词“根”搭

配，不和“条”搭配。

     “sen41pra33 [泰文填字线]”是泰语书面中特有的符号，指在下横线一个点一个

点地连写成长线的符号，可以在这个符号上面填写信息或资料，泰语中用“sen41”来和它

搭配。

 

 

类型 “sen41”和“条” 

共有的名词搭配 

“sen41”特有的 

名词搭配 

“条”特有的 

名词搭配 

*1.建筑物名词 

*2.器官部位或 

    有关人体名词 

*3.食物名词 

*4.植物或植物部位名词 

*5.穿戴用品名词 

*6.家庭用品或杂物名词 

*7.交通工具或 

    交通工具配件名词 

8.文书符号名词 

9.地理名词 

10.自然现象名词 

11.抽象或 

    分项的事物名词 

12.人、生命名词 

13.动物名词 

tʻa:ŋ33[路]、 

tʻa33non14[街]、sen41lɯa:t33[血管] 

、sen41pra33sa:t33[神经]、 

wun41sen41[粉丝]、 

kʻa33nom14tɕi:n33[泰式米线]、

tʻau14wan33[藤]、kʻem14kʻat33[腰带]、 

sip45 [拉链]、nek45tʻai45[领带]、

srɔ:j41[项链]、sa:l33fai33 [电线]、

lua:t41[铁丝]、tɕʻɯa:k41 [绳子、

da:l41[线]、sɛ:41 [鞭子]、

ja:ŋ33woŋ33[橡皮筋]、 

rib45bin41 [缎带]、so:41 [锁链]、 

ja: ŋ33rot45 [轮胎]、

sa:l33pʻa:n33rot45[汽车转动带]、

so:41rot45 [车链子] 

nuo:t21[胡子]、

sen41pʻom14[头发]、

kʻon14[毛]、 

sen41 en33[肌腱]、 

tʻuo:21 ŋɔ:k33 [豆芽]、

fa:ŋ33 [稻草]、 

ja:41 [草]、 

sen41pra33 [泰文填字线] 

跑道|胡同|堤坝|河堤| 

肠子|腿|胳膊|眉毛|舌头

|伤疤|疤|伤口|皱纹|嗓

子|肉|黄瓜|玉米|根|木

头|树枝|裤子|围巾|裙子

|红领巾|毛巾|板凳|扁担

|麻袋|肥皂|绷带|被子|

毯子|褥子|船|轮船|渡船

|山脉|河流|江|沟|瀑布|

河道|彩虹|虹|计划|规定

|意见|优点|罪状|新闻|

命令|好嗓子|错误|法令|

法则|理由|谜语|好汉| 

硬汉|命|人命|鱼|毒蛇|

鳄鱼|狗|龙|驴|虾|蚕| 

虫子 

 

 （注：有“*”符号的是“sen41”和“条”共有的名词搭配类型，但这两类的名词，有的可以和“sen41”搭配，不可

以和“条”搭配，有的可以和“条”搭配，不可以和“sen41”搭配，这就是“sen41”和“条”特有的名词搭配。） 

     根据表 1，对“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进行比较后，发现泰语和汉语中可以与

“sen41”也可以与“条”搭配的名词有，tʻa:ŋ33[路]、tʻa33non14[街]、sen41lɯa:t33[血

管 ]sen41pra33sa:t33[ 神 经 ] 、 wun41sen41[ 粉 丝 ] 、 kʻa33nom14tɕi:n33[ 泰 式米 线 ] 、

tʻau14wan33[藤]、kʻem14kʻat33[腰带]、sip45[拉链]、nek45tʻai45[领带]、srɔ:j41[项链]、

sa:l33fai33[电线]、lua:t41[铁丝]、tɕʻɯa:k41 [绳子]、da:l41[线]、sɛ:41[鞭子]、

ja:ŋ33woŋ33[ 橡 皮 筋 ] 、 rib45bin41[ 缎 带 ] 、 so:41[ 链 ] 、 ja: ŋ33rot45[ 轮 胎 ] 、

sa:l33pʻa:n33rot45[汽车转动带]、so:41rot45[车链子]，这些名词都是长条形的东西，符合

了“sen41”和“条”的语义和用法，可以直接与“sen41”和“条”搭配。 

     名词中只可以和泰语“sen41”搭配，不可以和汉语“条”搭配的名词有，

nuo:t21[胡子]、sen41pʻom14[头发]、kʻon14[毛]、sen41 en33[肌腱]、tʻuo:21 ŋɔ:k33 [豆

芽]、fa:ŋ33 [稻草]、ja:41 [草]、sen41pra33[泰文填字线]；是因为泰语认为这些名词都凸

显长线而细毛形状，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名词来和“sen41”搭配；汉语却认为，虽然这些名

词都是长条形的，但它们不能独立的展示自己，它们本身都和“根”具有紧密的联系，有了根

才能长出其他的部分。因为和“根”有关，所以，汉语把这些名词来和名量词“根”搭配，不

和“条”搭配。 

     “sen41pra33 [泰文填字线]”是泰语书面中特有的符号，指在下横线一个点一个点

地连写成长线的符号，可以在这个符号上面填写信息或资料，泰语中用“sen41”来和它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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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可以和“条”搭配的名词很多，特有的可参照以上的表1。

 泰语和汉语都是有量词的语言，量词的数量有很多，能与它们搭配的名词也很丰

富，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本文所列出“sen41”和“条”的名词搭配类型也是如

此；“sen41”和“条”的语义和用法相同，都是用来计量长条形物体的名量词，因此，可

以来与“sen41”和“条”搭配的名词一定要凸显长条形状，才能符合“sen41”和“条”的

语义和用法。但在汉语中，有些名词，它们并没有凸显长条形状，则可以来与名量词“条”

搭配，这是因为量词在汉语中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它属于语法范畴，而语法范畴也是离不开

语义的，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语法运载语义而语义选择语法的形式来进行运载；宗守

云(2012:100)《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指出“一个量词，它可以和哪些名词形成语义上的选

择关系，往往取决于该量词的范畴化情形”，而这个量词的范畴化情形也是从量词的原型成

员开始，经过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向前扩展延伸，从而使量词所表示的意义越来越复杂，产

生了一个名量词可以与许多名词搭配的情况，而可以与名量词搭配的分为凸显长条形状的名

词和无凸显长条形状的名词（包括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最终也导致了泰国人认知的混

乱；另外，由于泰语和汉语的不同，使两种语言的每个词的定义、概念和用法有的相同，有

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导致泰国人使用汉语名量词“条”的偏误，因为当泰国

人不知道要选择哪个名词来与“条”搭配的时候，他们总把与泰语名量词“sen41”搭配的

名词作为与汉语名量词“条”搭配的名词，比如，“sen41”和“条”都用于长条形的东西，

泰语名词“sen41pʻom14[头发]”可以和“sen41”搭配，他们就以为“sen41pʻom14[头发]”

在汉语中也可以和“条”搭配，在交际中他们就会说成“一条头发”，但这样的说法是不符

合语法规律的，因为汉语中不说“一条头发”，而说“一根头发”等例子。

     在此，无论是在教学、工作或学习上，使用和“条”搭配的名词之前，需要先了解

泰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异同，了解与“sen41”和“条”搭配的名词的异同，并清楚名词的

语义、概念和用法，以免出现错误，并能在实际交际中正确地使用，从而达到更高的汉语水

平。

结论
     泰语和汉语都是量词丰富的语言，在过去，泰语和汉语名量词的比较研究方兴未

艾，但对于名量词的单独比较研究可谓少见，因此，本文将对“sen41”和“条”的名词搭

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sen41”和“条”是泰语和汉语中常用的量词，二者的基本义相同，都是表长条

形状，并用来计量长条形物体的单位，因此，可以和二者搭配的名词往往是长条形的物体。

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除了二者的相同点之外，它们在用法和语义上又各有特征，因此，本

文将在以上所提的文献的基础上，对“sen41”和“条”进行分析，并从文献中把“sen41”

和“条”的名词搭配进行列出，再根据名词的语义、概念和用法进行分类，得出“sen41” 

和“条”的名词搭配类型，最终，对“sen41” 和“条”的名词搭配类型进行比较与分析，

通过比较后我们可以把名词搭配类型分为三类：一、“sen41”和“条”共有的名词搭配。

二、“sen41”特有的名词搭配。三、“条”特有的名词搭配；第二类、第三类的名词搭配

作为“sen41”、“条”特有的，也可以说是二者的用法特征，而这些用法特征都是二者的

本义演变而来的，它们都与“sen41”和“条”具有的本义以及在“sen41”和“条”转化过

程中所遵从的引申线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外，也是因为“sen41”和“条”的意义演

变史不同，使二者所表示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各自各有特征，从而产生了“sen41”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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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名词搭配的现象。最后，可以和“sen41”搭配的名词都是具体名词，而“条”，抽

象名词、具体名词都可以和它搭配。最后希望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成果将对今后的泰国汉语学

界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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