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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等级焦点算子“更别说 ”的语义解释
刘慧娟
（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对等级焦点算子“更别说”语义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整个等级焦点算子集合的全貌。从三个方面讨
论了和“更别说”相关的理论问题： （ 1） “更别说”等级序列的引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前句引出等级序列，一
种是“更别说”小句引出等级序列，二者所牵涉的焦点及选项成员是不同的； （ 2） “更别说”焦点命题和选项命
题之间存在蕴含关系，但这种蕴含是一种语用的蕴含关系，对句子的真值没有影响； 3） “更别说”句的语义解
释中并不要求等级序列极点的存在，而“预期”要求是和“更别说”的等级序列要求相关的，并不是一个必要条
件。最后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给出了“更别说”完整的语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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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Hierarchical
Focus Operator “GENG BIE SHUO”
LIU Huijuan
（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semantically the hierarchical focus operator “GENG BIE SHUO”is useful to
undrestand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hierarchical focus operators． Three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GENG BIE SHUO”are discussed． First，there are two ways of introducing the rank order related
with “GENG BIE SHUO”，one by the former clause，and the other by the “GENG BIE SHUO”
clause，but their focus and members of the options are different． Second，there is the implication relation between its focus proposition and its option proposition，but this implication relation is a pragmatic one，and has no effect on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ntences． Third，in the sementic interpretation
of “GENG BIE SHUO”，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volve the polar reading，and the concept of “out － of
－ expectation”is not the necessary semantic requirements of “GENG BIE SHUO”． And then，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GENG BIE SHUO”is given against the theoretical questions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ese level focus； “GENG BIE SHUO”； rank order；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一、引言
关于“（ 更） 别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作为话语标记的“（ 更 ） 别说 ”的讨论及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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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9］
应的语法化过程；
另一类是对作为连词的“（ 更 ） 别说 ”进行探讨。
这些研究主要把“（ 更 ） 别
［5］
［7］
说”看做一个连词，连接两个小句，表示反逼递进关系， 承递项关系或预递项关系。 侯瑞芬认为“别
［2］
说”是一个动词，而“（ 更） 别说”是一个连词； 周莉则认为“别说”是一个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 更 ）
［8］
别说”是一个评注副词，表示衍推关系； 也有研究对出现在前句的“别说 ”和出现在后句的“（ 更 ） 别
说”做出区分。
而“（ 更） 别说”句作为一个和“连 … 都 ”结构相对的等级焦点结构，从焦点的角度进行的探讨还不
是太多。本文关注的是出现在后句的“更别说 ”句，因为这个句型是比较典型的等级焦点句，对“更别
说”等级焦点的讨论有助于对等级焦点句的认识 。文章将围绕“更别说的等级序列要求”、“预期与量化
的作用”等问题对“更别说”句的等级焦点结构进行讨论，在焦点理论框架下对“更别说”进行语义解释，
同时讨论“更别说”焦点句和其他等级焦点结构的区别和联系，以更全面地认识语言中的等级焦点结
构。
本文认为“更别说”是一个和等级相关的焦点算子，在等级序列上和“甚至”类焦点处在相对的位置
［11］
上。本文对“更别说”结构的语义解释将在 Ｒooth 的选项语义学框架下进行，在这个框架下，焦点算
子所连接的是整个命题，而且会引入一个和焦点相关的选项集合。“更别说 ”是一个等级算子，在关于
等级焦点算子语义解释的讨论中 ，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 1） 和等级焦点“更别说 ”相关的等级
序列是否对句子的真值起作用； （ 2） “更别说”焦点在等级序列中是否占据极点的位置 ； （ 3） “反预期 ”在
“更别说”语义解释中的作用。厘清这些问题，才能对等级焦点进行更正确的解释，以下将围绕这些问
题对“更别说”的语义进行讨论。

二、“更别说”语义解释中的等级序列要求
（ 一） “更别说”等级焦点句的句法结构
在对“更别说”的英语对应词 let alone 的讨论中，Fillmore 等提出 let alone 句可以有以下两种结构类
型：
（ 1） a． F ＜ X A Y let alone B ＞
I doubt you could get FＲED to eat squid，let alone LOUISE．
b． F ＜ X A let alone B Y ＞
I doubt you could get FＲED，let alone LOUISE，to eat squid． ［10］（ P512）
而中文的“更别说”句却只有 a 类的形式，b 类在汉语中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更别说”总是出现
在第一个小句之后，而不是直接出现在第一个焦点成分之后 。如下所示：
（ 2） a． 让张三同意这项决议都很难，更别说李四了。
b． 让张三，更别说李四了，同意这项决议都很难。
c． 让张三同意这项决议，更别说积极推进了，都很难。
d． 让张三同意这项决议，更别说那项了，都很难。
在形式上，和“更别说”相关联的部分只能是焦点部分，往往是一个句子片段，而非焦点成分则不能
出现，如（ 3a） 中的“更别说 ”所联系的只有焦点成分，所以是合法的，而 （ 3b） 却由于非焦点成分“下不
赢”的出现，导致了句子的不合法。
（ 3） a． 这盘棋连高手都下不赢，更别说刚入门的新手了。
b． 这盘棋连高手都下不赢，更别说刚入门的新手下不赢了。
（ 二） “更别说”句等级序列的引出方式
在“更别说”句中，至少要存在一对焦点对： 由前句中的第一个焦点 F1 和“更别说 ”句的焦点 F2 组
成焦点对〈F1，F2〉。一般来讲，F1 和 F2 在同一个等级序列中占据相对的位置。 这种等级序列的性质在
等级焦点的解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部分要探讨的就是“更别说”句中等级序列的引出方式。
“更别说”句等级序列的引出有两种情况： （ 1） 由前句的焦点算子引出； （ 2） 由后句中的“更别说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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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第一种情况是等级序列由“更别说”的前句引出。看下面的句子：
（ 4） 连刘姥姥都去赏花了，更别说黛玉了。
句（ 4） 说明了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赏花的可能性 ”的等级序列是由等级算子“连 … 都 ”引出的。
只是单说前句“连刘姥姥都去赏花了”，就可以引出“赏花的可能性 ”的等级序列，而“刘姥姥”处于这个
等级序列中较低的点。如下所示：
（ 5） 〈板儿，刘姥姥，袭人，晴雯贾母，宝钗，黛玉，宝玉〉
在这种情况下，“更别说”句的作用是引入了一个比较项“黛玉”，和刘姥姥相比，黛玉去赏花的可能
性更高。在这个等级序列上，“更别说”的焦点占据了比前句焦点高的位置 。
第二种情况等级序列由“更别说”引出，可以以句（ 6） 来说明：
（ 6） （ 李宇春的这个手势） ，估计看过超女的人都知道，更别说玉米了。
句（ 6） 中前句并没有引出等级序列，而是存在着一个表示全集的成分，这个集合中所有的成员都参
与到了事件中。在（ 6） 里，这个全集就是所有看过“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的人，前句说明这个集合中的人
都知道李宇春的手势，并没有引出一个等级序列。 在这种情况下，“知道这个手势的可能性 ”的等级序
列是由“更别说”句引出的。“更别说”的焦点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员。 这个等级序列是关于
“知道李宇春这个手势的可能性”的等级，其中“玉米 （ 李宇春的歌迷的昵称 ） ”是这个集合中最有可能
知道这个手势的成员之一。
和第一种情况不同的是： 前一种情况中，等级序列是由前句引出的，“更别说 ”的焦点只是处在和前
句焦点相对的位置； 而第二种情况下，由“更别说”引出等级序列，“更别说 ”焦点和别的成员相比，处在
等级序列中最高的位置。
另外，“更别说”结构中，前句和后句之间存在着蕴含（ entailment） 关系。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前句
焦点相比“更别说”焦点来讲，处于较低的位置，所以和前句焦点相关的命题蕴含着和“更别说 ”焦点相
关的命题。以（ 4） 为例，如果“刘姥姥去赏花 ”这个命题为真，那么“黛玉去赏花 ”也应该为真。 在第二
种情况下，因为事件的参与者是集合里所有的成员 ，而“更别说”焦点只是这些成员中的其中之一，所以
这个蕴含关系也仍然存在。
“更别说”句的等级序列要求可以解释像（ 7b） 这样的句子的不合法性。
（ 7） a． 他什么都不吃，更别说药了。
b． 他连糖都不吃，更别说什么了。
c． 他连糖都不吃，更别说别的什么了。
在（ 7a） 里，前句的焦点是一个全称量词，指向集合里所有的成员。“更别说”句引出了一个等级序
列，其中“更别说”焦点占据了这个等级序列较高的位置 ，因此符合“更别说”句对等级序列的要求，所以
是合法的句子。而（ 7b） 中，尽管前句引出了一个等级序列，但由于“更别说”焦点是一个全称量词，所以
很难将其放在已有的等级序列上 ，而且前句命题和后句命题之间并不存在蕴含关系，所以 （ 7b） 句是不
合法的句子。而在（ 7c） 句中，将全称量词替换为表示“其他成员”的短语就可以满足“更别说”句等级序
列的要求以及蕴含关系要求，所以它也是合法的句子。
（ 三） “更别说”等级序列对句子真值的影响
和等级序列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更别说 ”等级序列的解释是在语义的层面还是在语用的层
面？ 也就是说，和“更别说”相关的等级序列对句子的真值有没有影响 ？
关于等级焦点词 even 的讨论中，就 even 的等级序列所在的层面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以 Karttunen
＆ Peters 为代表的语用说，他提出了约定蕴含 （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的概念，并区分了蕴含义和真值
［12］
［13］
条件义。 Fauconnier 提出 even 的功能是引出一个和语境相关的语用等级 ， Kay 也认为 even 是一个
［14］
语用的概念。 然而，Lycan 却认为 even 的解释纯粹是一个语义的概念，并提出 even 是对句子的真值有
影响的。他的解释是，由于在句子中加入了 even，句子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蕴含关系，而这种蕴含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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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句子中所没有的。他的例子是，在句子“Even Granny tried the chili”中，如果 “Granny”吃了辣椒
［5］
的话，那么它就蕴含着集合里所有的成员都吃了辣椒 。
作为等级焦点词，“更别说”的语义解释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证明 “更别说 ”的等级序列是
在语用层面，而并非语义层面，也就是说，“更别说”是作用于句子的预设部分，并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
先看句（ 4） 的情况，在这个句子里，“刘姥姥 ”和“黛玉 ”分别是两个小句的焦点。 对这个句子的解
释牵涉两部分： 断言部分和预设部分。
（ 4） 断言（ Assertion） ：
刘姥姥去赏花 ＆ 黛玉去赏花
预设（ Presupposition） ：
刘姥姥和黛玉相比，去赏花的可能性较小。
假设语域是住在大观园或拜访大观园的人 ，比如： ｛ 刘姥姥，板儿，黛玉，宝玉，晴雯，袭人，宝钗，贾
母｝ ，而且“去赏花”的可能性的等级是等级序列 1，从左至右去赏花的可能性逐渐递增 ：
（ 8） 等级序列 1： 〈板儿，刘姥姥，袭人，晴雯，贾母，宝钗，黛玉，宝玉〉
为了使（ 4） 为真，我们只需使命题“刘姥姥去赏花 ”和“黛玉去赏花 ”为真就可以了。 如果二者都为
真，那么整个句子就为真，而如果其中一个为假，那么整个句子就为假。在句子真假值的判断上，等级序
列并没有起作用，它只作用于句子的合适性（ felicity） 。在等级序列 1 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说： “连黛玉
都去赏花了，更别说刘姥姥了”，这个句子为真的条件依然是前句和后句同时为真，但根据等级序列 1，
这个句子是不合适（ infelicity） 的句子。焦点位置的交换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 ，只是影响句子的预设，在
这种情况下，句子的预设就会变为： 和刘姥姥相比，黛玉去赏花的可能性较小。 显然，这个预设和 （ 4） 的
预设是不同的。虽然句子真值不受影响，但在等级序列 1 的情况下，这个句子是不合适的，从而我们可
以看出和“更别说”相关的等级序列是作用在语用层面而不是在语义层面，是对句子的真值没有影响
的。
总之，“更别说”要求一个等级序列，这个等级序列可以由前句中的其他算子引出 （ 如“连 … 都 ”和
“甚至”） ，也可以由“更别说”自身引出。等级序列按“和焦点相连的命题的可能性 ”排序，“更别说 ”焦
点处于较高的位置，前句焦点相关命题蕴含“更别说 ”焦点相关命题，二者形成一个对比的关系。 如果
前句存在全称量词而不是集合里的特定的成员的话，“更别说 ”便会引发一个等级序列，“更别说 ”焦点
便占据这个等级序列的较高的位置 ，同样，前句命题和“更别说”命题之间存在着蕴含关系，这种蕴含关
系是一种语用层面的关系。

三、“更别说”语义解释是否存在等级序列极点
在对 even 焦点等级序列的讨论中，其中一个观点就认为 even 焦点占据等级序列中的极点的位置，
［13］［15］
而且在 even 的解释中存在着全称量词和蕴含关系 。
全称量词的出现表示 even 的解释牵涉到由等
级序列中的成员组成的集合中的所有成员 ，蕴含关系就说明如果 x1 比 x2 低，那么 Ｒ（ x1 ） 就蕴含 Ｒ（ x2 ） 。
因此和最低点相关的命题就蕴含着和其他所有等级点相关的命题 。Even 焦点由于处于等级序列的最
低点，那么和 even 焦点相关的命题就蕴含着和其他所有的等级点相关的命题 ，和 even 相关的命题 p 是
整个等级中可能性最低的，也就是说 even 的焦点是整个语域中的极点。
我们可以以汉语中 even 的对应词“连…都”为例来看这一概念。按照极点要求，在“连刘姥姥都去
赏花了”这个句子中，“连…都”的焦点是“刘姥姥”，这也就是说刘姥姥是这个集合中最不可能去赏花的
人，因此“欣赏’（ 刘姥姥’，花’） ”就蕴含着“欣赏 ’（ 晴雯 ’，花 ’）”、“欣赏 ’（ 袭人 ’，花 ’）”，“欣赏 ’（ 黛
玉’，花’） ”等。如果集合中有九个成员，那么如果“刘姥姥 ”去赏花为真的话，那么其他八个成员去赏
花也为真。
［13］
另外一种分析 even 句等级关系的方法却反对 Fauconnier 的极点说，认为 even 句中并不存在这样
的要求，而 Francescotti 则在这个问题上持一个中立的观点 ，并提出了“接近最低点”和“比其他相邻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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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乎意料”的概念。
本文证明“更别说”焦点并不一定总是占据等级极点的位置 。 如上面提到的，“更别说 ”焦点和“连
…都”焦点是相对的，它们处在一个等级序列的相对的位置，和“连 … 都 ”焦点相连的命题蕴含着和“更
别说”焦点相连的命题。“更别说”句所形成的等级序列是一个相对等级而不是一个绝对等级，这两个
焦点命题之间的蕴含关系和集合中的其他成员并无关系 。
假设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场景： 张三正在由中国的南方向北方乘火车旅行，他由最南端的城市“海
口”出发，目的地是最北的城市“哈尔滨 ”，途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北京 ”、
“沈阳”、“长春”这些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就根据离出发地“海口”的远近形成了一个等级序列。 一段时
间之后，张三就要到达北京了，我们来看下面的对话：
（ 9） Speaker A： 张三现在应该到郑州了。
Speaker B： 张三现在连北京都要到了，更别说郑州了。
在对话（ 9） 中，说话人 B 在比较两个城市： “北京”和“郑州”。 如果关于 even 等级的极点说成立的
话，“北京”应该是等级中的最低点，也就是说，根据极点说，“到达北京”就隐含着“到达了等级序列中的
所有的其他城市”。而如果“更别说”的焦点在等级序列中和 even 焦点相对的话，它就应该占据最高的
位置，也就是说，“郑州”应该是离出发地最近的城市。 然而，和所给出的等级序列相对照以后，我们发
现，“北京”和“郑州”都不是等级序列中的极点。这说明“连 … 都”结构并不总是和全称量化有关，也不
一定总是对其他所有命题有蕴含关系 ，至少在“更别说”出现的句子中是和这两者无关的。
由“更别说”引发的等级序列是一个相对等级，这意味着和前句的焦点相比，“更别说 ”的焦点总是
在等级中占据较高的位置，但不一定是最高的位置。 在单独说“连 … 都 ”句时，由于比较的对象并没有
像在和“更别说”句连用时那样显性出现，所以比较的对象就默认为是集合中的所有其他成员，这就造
成了“连…都”焦点一定是等级极点的印象。如“连刘姥姥都去赏花了 ”一句中，隐含的意思是： 连刘姥
姥都去赏花了，更别说其他人了。这时，和“刘姥姥”相对的是集合中的其他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连
…都”焦点才是最低焦点。这和“更别说 ”等级序列引出的第二种情况一样，是这个相对等级焦点的一
种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所比较的对象不是一个点，而是等级序列里所有的点。 这种差别只是比较对象
的范围不同，并没有改变“更别说”（ 或“连… 都”） 等级的相对性。“等级极点”并不是“更别说 ”的必要
条件，而只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四、“反预期”在“更别说”语义解释中的作用
在对汉语中的对应词“连… 都 ”和“甚至 ”的讨论中，Shyu 认为这两个词都牵涉到“反预期 ”，但是
［17］
“连…都”句还牵涉到量化的问题，而“甚至”句却不一定有量化的存在。
本部分就“更别说 ”语义解释
中“反预期”和“量化”的角色进行讨论。
（ 一） “更别说”语义解释中“反预期”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等级焦点词，“更别说 ”句的语义解释有没有“反预期 ”存在
呢，二是在“更别说”句中，“反预期”的出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以“由南到北旅行”的场景为例，假设张三从海南出发去东北，看下面的对话：
（ 10） a． 张三都到了北京了，更别说郑州了。
b． 张三甚至到了北京，更别说郑州了。
c． 张三竟然 / 居然到了北京，更别说郑州了。
（ 10a） 符合“更别说”句关于等级和蕴含的要求，所以是一个合法的句子，但是，如果只有表示和预
期相反的词“竟然 / 居然”出现的话，（ 10c） 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句子。这其中的原因是，在（ 10c） 的前
句中，并没有一个等级序列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可以包含“更别说 ”焦点的全称量词，所以无法引发等级
序列，而等级序列又是“更别说 ”句的必要条件，所以 （ 10c） 是不合法的。 在 （ 10b） 里，如果“甚至 ”理解
为一个等级算子的话，句子就是合法的，而如果只是理解为表示“和预期相反 ”，句子就不合法。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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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在汉语中有两个“甚至”存在，一个是和“连 … 都 ”同义的、表示等级序列的“甚至 ”，另一
个是表示纯粹“和预期相反”的“甚至”，在“更别说”出现的语境中，只有表示等级序列的“甚至 ”才可以
出现。
尽管只出现“反预期”并不能使“更别说”句合法，但“更别说 ”句并不是不能和表“反预期 ”的前句
相容。如下所示：
（ 11） 张三居然 / 甚至都到了北京了，更别说郑州了。
在（ 11） 中，“居然 / 甚至”在加上等级算子“连…都”之后，句子就合法了。 当然，“连 … 都 ”本身也含
有“预期相反”的意思，“居然”等词的出现只是加强了这一意义。
总之，在“更别说”的语义解释中，“反预期 ”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且只有“反预期 ”出现
而没有等级序列的话并不能允准“更别说”句，但是“更别说”句可以和“反预期 ”相容。 因此，“反预期 ”
只是“更别说”的语用蕴含，而和句子的语义无关。
（ 二） “更别说”句焦点的命题要求
Shyu 提出“连…都”总是和量化相连。为了解决“连”后的 V0 焦点的问题，她说明“连 ”后的 V0 是一
［17］
个名物化的成分。 但事实上，“连 … 都 ”焦点并不一定就是 V0 量化成分，有时候成为焦点的不仅是
“连”和“都”之间的成分，而是整个谓词，甚至整个命题，而“更别说 ”引出的是一个关于事件的等级序
列。
“更别说”的结构限制说明了“更别说 ”的等级焦点并非一个 V0 的名物化成分，而是一个命题。 这
点可以由下面的句子（ 12） 说明。
尽管只有焦点成分可以出现在“更别说”之后，而且是一个句子片断，但句末助词“了 ”却一定要在
“更别说”句之后出现，否则句子就是不合法的，如（ 12） 所示：
（ 12） a． 张三都不走，更别说李四（ 了） 。
b． 拿都拿不好，更别说用（ 了） 。
c． 我连一般的大学都没上过，更别说清华（ 了） 。
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是尽管形式上和“更别说”相连的只是焦点成分，但实际上“更别说 ”所引出的
等级是个关于命题的等级，所以必须要求句末助词的出现。
“更别说”句焦点的并非 V0 名物化成分也可以由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
（ 13） a． （ 张三今天胃口不好） 他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水果了。
b． （ 张三今天很忙） 他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打扫房间了。
（ 13a） 和（ 13b） 的前句是相同的句子。 只是从第一个句子来看，很难说明到底哪个成分是焦点成
，
分 是名词本身，还是事件？
接下来我们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分。 在 （ 13a） 中，被比较的成分是“饭 ”和“水果 ”，所以“连 ”的焦
点是“饭”； 而在（ 3b） 中，“连”的焦点就不仅是“饭”，而是“吃饭”，比较的对象是“吃饭”、“做功课”、“打
扫房间”等事件。
据上可知，所谓的“V0 量化解读 ”并不一定是“连 … 都 ”句和“更别说 ”句的必要条件，而这里还是
“等级解读”起作用，只不过是不同的等级序列而已。 和“更别说 ”相关联的不是名物化成分，而是一个
命题。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汉语的等级焦点算子“更别说”在语义解释方面所牵涉的问题。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更别说”是一个等级焦点算子，其焦点总是和同一个等级序列上的其他点相对。“更别说 ”
等级序列可以由两种方式引出： 一种是由前句引发等级序列 （ 显性和隐性 ），“更别说 ”焦点在这个等级
序列上占有相对较高的位置； 另一种是前句包含一个全称量词，等级序列由“更别说 ”引发。 在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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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前句和后句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蕴含关系。“更别说 ”是在语用层面起作用，它是作用于句子的
预设部分；
其次，“更别说”焦点和前句焦点形成焦点对，并有一种对比的关系，和“更别说”相联系的等级是一
个相对等级，“更别说”焦点并不一定总是占据等级序列中最高的位置。 如果前句有其他的等级算子，
它只要求前句的焦点在等级序列上占据低于它的位置即可 ，而当前句存在全称量词的情况时，和“更别
说”焦点相比较的是语域里的其他成员 。虽然和其他成员相比，“更别说”焦点占据高位，但其仍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只不过所对比的是集合里的其他成员罢了 ；
最后，“更别说”可以和表示“反预期”的前句相容，“反预期”在“更别说 ”的语义中不是一个必要条
件，同样，“更别说”的语义解读也不一定要求前句“V0 名物化”的存在，和“更别说”相连的是一个命题。
因此，综合以上的讨论，对“更别说”句的语义解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由前句引起等级序
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别说”的语义可以由以下公式来表示：
（ 14） ［Geng Bie Shuo］1 = λC． λp： □q［（ q∈C ＆ q≠p） ＆ q ＜ likely p］． p
而对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也就是像句（ 6） 那样由“更别说 ”句引起等级序列的句子的情况，“更
别说”焦点要比别的大部分的点在等级序列中处的位置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更别说 ”的语义解释就可
表达为：
（ 15） ［Geng Bie Shuo］2 = λC． λp： MOSTq［（ q∈C ＆ q≠p） →q ＜ likely p］． p
本文是对“更别说”句从焦点的角度进行的探索，本文的讨论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等级焦点算子，
希望对汉语复句结构的研究有一些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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