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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里均有使用询问事物或性质的疑问词表达列举的用法，如： 

（1）什么花儿呀草呀，种了一院子。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484） 

（2）货架上放满了白菜、萝卜、柿子椒什么的。 （同上） 

（3）吃了好多菜，什么海参、虾仁、蹄筋……   （《南京方言词典》：348） 

（4）上街买点萝卜、白菜、藕么事的。/桌子高头瓶子、茶壶、碗么事的一大堆。 

（《武汉方言词典》：108） 

（5）什乇煮饭、洗衣裳、做卫生，伊都会做。/侬人们讲五月节屈原逿掉水!，着要去扒龙 

船什乇/就是唱歌、跳舞什乇。           （《福州方言词典》：407） 

（6）么仂搞柴啊，割草啊，渠都做过。/搞饭，挑水，扫地，洗衣裳么仂的，一日忙到夜。                        

（《绩溪方言词典》：280） 

疑问词有两种句法位置，一种是居于列举项之前，如例（1）、（3）；一种是居于列举项之

后，如例（2）、（4）。例（5）、（6）则显示同一种方言里同时存在前、后置两种形式。 

趙葵欣（2020a）曾就这种疑问词表列举的用法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发现与英语、德

语、意大利语、日语、韩国语等 15 种语言相比，用疑问词表列举的用法在汉语中更常用，且

同时有前、后置两种类型具有特殊性。 

为了更深入了解汉语这一用法的特点，本研究将视线转向汉语方言，在现代汉语这一整体

概念下，考察官话、晋语、吴语、粤语、闽语、湘语、客家话、赣语、徽语、平话这 10 大方

言中“什么”类疑问词表列举的使用情况
1
。 

主要考察“什么”类疑问词列举用法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在句法上是否也

存在两种类型、各种类型在方言里的分布情况及特征。同时也希望了解汉语方言中“什么”类

疑问词列举用法与该疑问词的其他派生用法是否存在相关性；前置型、后置型列举用法之间是

否具有衍生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明了将会帮助解释“什么”类疑问词列举用法的来源，也

 
1.关于汉语方言分区，传统分为七大方言区，分别是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

家话。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晋语、徽语和平话分别被独立出来，现在十大方言的分区结果已为

学界公认，本文的研究采亦用这一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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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完善疑问词语义系统发展的建构提供直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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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田野调查 

对面式口头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底-8 月中旬，调查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和学

生，年龄分布为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调查的方言涵盖官话、晋语、吴语、粤语、闽语、湘

语、赣语、客家、平话 9大方言区，涉及 67个方言点
2
。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给被调查者看普通话里前置型“什么 A、B……”和后置型“A、B……
什么的”例句

3
，询问在被试方言中的表达方式，如果被试显示出犹豫，调查者则放弃例句，重

新设置情境请被试回答在具体语境下方言中如何表达多种事物的列举。并在最后将笔者的理

解用语言表述出来，请被调查者进行最终确认。 

2.2 问卷调查 

追加调查。采用网络问卷形式，具体使用的是腾讯问卷系统，所用问卷见附录 1。调查时

间为 2020年 2 月-3 月。调查对象以第一次被试为主，但为了获得更详细的说明或旁证某些例

句，也询问了相同方言点的其他被试。问卷调查年龄段包括 70岁以上的母方言者。 

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扩展调查内容，对“什么”类疑问词在某一方言点中非疑问用法做

更为全面的把握。第二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4份，涉及方言及方言点如下： 

官话：冀鲁官话石家庄方言 

胶辽官话沂水、威海方言 

兰银官话兰州、宁夏方言 

西南官话成都、重庆、武汉、沙市方言 

江淮官话安庆方言 

晋语：灵石方言、太谷方言 

吴语：绍兴嵊州方言、温州方言 

闽南语：潮汕片揭阳方言 

客家话：江西瑞金方言 

2.3 现有研究成果 

除了以上一手资料以外，本研究还利用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江苏教育

出版社）关于各方言“什么”类疑问词的用法描写和研究成果。《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涉及

42 种方言，具体目录及各方言归属详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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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查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记录补充共得到 81个方言点的有效数据。这 81个

方言点具体如下表 1。 

 
2.有的方言点比如泉州有四位被调查者，统计时按一个方言点统计。 

3.调查例句为：①什么苹果、梨、桔子我都喜欢吃。②货架上放满了白菜、萝卜、青椒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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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涉及方言点的分区及分布汇总表 

 

 

 

 

 

 

 

 

 

 

 

 

3.1总体数据分析 

所有调查数据中无疑问词列举用法、仅有前置型用法、仅有后置型用法和前后置型均可的

比例情况见图 1。 

 

 

 

而在具有“什么”类疑问词列举用法的 65 种方言里，仅有前置型、仅有后置型和两种类型均

有的方言点比例为图 2。 

 

仅有前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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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前置型
仅有后置型
前后置均可
⽆列举⽤法

方言区 方言点数目 方言区 方言点数目 

 

 

 

官

话 

冀鲁官话 3  

 

 

40 

湘语 8 

胶辽官话 5 吴语 5 

西北官话 4 闽语 10 

东北官话 2 客家话 4 

中原官话 6 赣语 3 

西南官话 14 粤语 3 

江淮官话 6 徽语 1 

晋语 6 桂南平话 1 

  总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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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北方言差异 

如表 1所示，本次调查的有效数据虽有 81个方言点，但各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目并不平

衡，因此不适合作各方言区之间的比较。但是如果将官话方言作为一组，其余方言都看作另一

组的话，方言点数目为官话方言 40，非官话方言 41，基本平衡而有了可比性。 

以下考察官话方言与非官话方言在疑问词列举用法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主要包括：①是否

能使用“什么”类疑问词来表达列举；②如果使用的话，是用前置型还是后置型，亦或两者皆

可。考察结果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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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北方言内部在是否和如何使用疑问词表达列举方面也存在差异，详见下图 4和图 5
4
。 

 

  

 

 最后将所有调查数据使用 ArcGIS Online 工具绘制成语言地图如下。 

图 6 汉语方言“什么”类疑问词列举用法类型及分布图 

   

 

 
4.图 4、5中的百分比是以南北方言各自所有方言点（官话方言 40，南方方言 41）为基数的数值。

如果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各自将不使用疑问词表列举的方言点除去，那么北方方言中仅前置型、

仅后置型与两可型比例为：22.2%、30.6%和 47.2%。南方方言三种类型比例分别为：62.1%、13.8%

和 24.1%。 

20%

27%43%

10%

!"#$$%&'()

仅使⽤前置型
仅使⽤後置型
前后置均可
不使⽤

44%

10%
17%

29%

!*+$$%&'()

仅使⽤前置型
仅使⽤後置型
前后置均可
不使⽤



 6 

3.3个案分析 

3.3.1仅前置型：客家话江西瑞金方言
5
 

（7）a.底个系乜[me
44
] 这是什么？ 

     b. 底（个）系乜菜这是什么菜？ 

（8）我班食多子乜再去看电影[θa24
] 我们吃点儿什么再去看电影吧。 

（9）有乜食乜，让般都做得有什么吃什么，随便。 

（10）冰箱坳乜（鬼）都毛休，走去外头食冰箱里什么都没了，去外面吃吧。 

（11）我欢喜食水果，乜苹果、橘子、梨咁个我喜欢吃水果，什么苹果、桔子、梨（啦），都爱吃。 

（12）桌子坳乜（鬼）乱七八糟，书、本子、笔放哩哪都系桌子上乱七八糟，书、本子、笔什么的

到处都是。 

3.3.2仅后置型：冀鲁官话河北无极话 

（13）a.这是嘛？这是嘛耶？  

b.这是嘛菜耶？这是嘛菜焉？    

（14）我们吃点儿嘛再看电影去吧。 

（15）有嘛吃嘛(昂），随便儿。 

（16）冰箱里嘛也没嗹，上外头吃去吧。 

（17）我好吃水果，苹果、橘子、梨呀嘛哩，都好吃。 

（18）桌（子上）烂七八糟哩，书、本儿、笔呀嘛哩任哪都是。 

 

3.3.3 前后型均可：西南官话武汉方言 

（19）a.这是么事？  

b.这是么菜？    

（20）吃点么事再去看电影咧。 

（21）有么事吃么事，随便。 

（22）冰箱窦里随么事都冒得了，去外面吃去。 

（23）我蛮喜欢吃水果，么事苹果啊、橘子啊、梨都喜欢吃。 

（24）桌子高上烂七八糟，书啊、本子、笔么事的到处都是。 

 

3.3.4 前后型均不可：闽南语海口方言 

（25）a.者是乜这是什么？ 

      b.汝问乜事你问什么事？ 

（26）伊侬像谈论乜他们好像在谈论什么。 

（27）乜种出乜秧什么种子出什么秧。 

（28）伊乜都无惊他什么也不怕。 

 
5.以下方言例句被调查者用同音字代替情况较多，本文引用时不更改。 



 7 

 

="23>?;<*

4.1 “什么”类疑问词表达列举时的功能差异*

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有些方言里“什么”类疑问词表达列举时，即使是前置型也必须

与其他语言成分共现。如吴语温州话、西南官话建始话、晋语灵石话等。例句如下（下划线部

分为疑问词）： 

（29）我爱吃水果，像若苹果啊、桔子啊、削梨啊，沃爱吃。（吴语瓯江片温州永嘉县） 

（30）像么子苹果、桔子、梨，……。（西南官话建始方言） 

（31）我喜欢吃水果，甚的苹果桔子梨了叽，都爱吃。（晋语灵石话） 

 

4.2 后置型列举用法的倾向性共性 

汉语方言中前置型疑问词列举用法在成熟后，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词汇手段即可用来表

达列举，这是更多方言所表现的倾向。而后置型除了疑问词以外，各方言点一般都仍需要借助

其他的词汇手段，即必须用“A、B……疑问词+其他词汇”才能表达列举，如前例（4）、例（6）

后半、例（17）、例（24）。不过其他词汇手段不一定在疑问词后，如下面上海话的例子： 

（32）菜、鱼、肉咾啥侪比上海贵。（黄伯荣主编 1996：513） 

（33）绣绣花咾啥蛮灵个。（黄伯荣主编 1996：514） 

但无论如何，后置型疑问词列举形式需要其他词汇手段这一点在本次调查的各个方言点中表

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趙葵欣（2020a）的研究也显示，在英语和日语的“什么”类疑问词列

举用法中，后置型也都需要另外的词汇手段。比如英语要说 and what have you; and what not、

日语的など、なんか从语源上来说是由疑问词なに+と而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共性，

尚需解释。 

 

4.3关于前、后置型列举用法的相关性 

从本次对 81个方言点的调查结果来看，疑问词前置型列举用法与后置型并无直接相关性。

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现无前置型就必然无后置型，或与之相反的情况。这也说明用疑问词表达列

举的前置型和后置型在发展上可能并无继承关系，因此认为“A、B……什么的”列举用法来源

于“什么 A、B……”的说法值得商榷（卢惠惠 2012）。前置型“什么 A、B……”的产生及语法

化过程，卢惠惠（2012）和趙葵欣（2021b）的研究已经基本清楚，但后置型“A、B……什么

的”的来源尚需探讨。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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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年〜2003 年出版）分卷目录 

 

崇明方言词典 张惠英 吴语 太湖片   

苏州方言词典 叶祥苓 吴语 太湖片   

长沙方言词典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湘语 长益片  

厦门方言词典 周长楫 闽语 闽南片 

娄底方言词典 颜清徽、刘丽华 湘语 娄邵片 

西宁方言词典 张成材 中原官话 秦陇片 

太原方言词典 沈明 晋语 并州片 

贵阳方言词典 汪平 西南官话 昆贵片 

南昌方言词典 熊正辉 赣语 昌靖片 

武汉方言词典 朱建颂 西南官话 武天片 

梅县方言词典 黄雪贞 客家话 粤台片 

乌鲁木齐方言词典   周磊 兰银官话 北疆片  

南京方言词典 刘丹青 江淮官话 洪巢片  

丹阳方言词典 蔡国璐 吴语 太湖片   

忻州方言词典 温端政、张光明 晋语 五台片 

柳州方言词典 刘村汉 西南官话 桂柳片 

黎川方言词典 颜森 赣语 抚广片 

西安方言词典 王军虎 中原官话 关中片 

扬州方言词典 王世华、黄继林 江淮官话 洪巢片  

徐州方言词典 苏晓青、吕永卫 中原官话 徐淮片 

金华方言词典 曹志耘 吴语 婺州片 

海口方言词典 陈鸿迈 闽语 琼文片 

银川方言词典 李树俨、张安生 兰银官话 银吴片 

洛阳方言词典 贺巍 中原官话 洛徐片 

哈尔滨方言词典 尹世超 东北官话 哈阜片 

牟平方言词典 罗福腾 胶辽官话 登连片 

上海方言词典 许宝华、陶寰 吴语 太湖片   

宁波方言词典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吴语 太湖片   

万荣方言词典 吴建生、赵宏因 中原官话 汾河片 

南宁平话词典 覃远雄、韦树关、卞成林 平话 

东莞方言词典 詹伯慧、陈晓锦 粤语 广府片  

济南方言词典 钱曾怡 冀鲁官话 石济片 

萍乡方言词典 魏钢强 赣语 宜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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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方言词典 张振兴、蔡叶青 闽语 雷州片 

福州方言词典 冯爱珍 闽语 闽东片 

温州方言词典 游汝杰、杨乾明 吴语 瓯江片 

杭州方言词典 鲍士杰 吴语 太湖片   

广州方言词典 白宛如 粤语 广府片  

成都方言词典 梁德曼、黄尚军 西南官话 成渝片 

于都方言词典 谢留文 客家话 于桂片 

建瓯方言词典 李如龙、潘渭水 闽语 闽北片  

绩溪方言词典 赵日新 徽语绩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