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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全部” -ote

所有的，全部的在斯语中是一个（名词的）代词，使用物主代词前缀（连接

词前面的部分）加 -ote
yu/wa类： yu 组 （无！） wa 组 wote
u/i类： u 组 wote i 组 yote
li/ya类： li 组 lote ya 组 yote
ki/vi类： ki 组 chote vi 组 vyote
i/zi类： i 组 yote zi 组 zote 
u类： u 组 wote
pa/ku/mu类：pa 组 pote ku 组 kote m 组 mwote/mote （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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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一个人，随便一本书
“随便一个，任何一个，随便一些”在斯语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名词的）代词。由之前

学到的“所有”重复第一个音节，可以被认为是“所有这些（提到的人 / 事物）中的一个/ 
一些”
yu/wa类： yu 组 yeyote wa 组 wowote
u/i类： u 组 wowote i 组 yoyote
li/ya类： li 组 lolote ya 组 yoyote
ki/vi类： ki 组 chochote vi 组 vyovyote
i/zi类： i 组 yoyote zi 组 zozote
u类： u 组 wowote
pa/ku/mu类： pa 组 popote ku 组 kokote 

m 组 mwomwote/momote （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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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词
（这）

指示代词
（这，提到）

指示代词
（那）

连接词 物主代词
的前缀

形容词
前缀

yu/wa类名词 yu组 huyu huyo yule wa w- m-

wa组 hawa hao wale wa w- wa-

u/i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i组 hii hiyo ile ya y- mi-

li/ya类名词 li组 hili hilo lile la l- j- *

ya组 haya hayo yale ya y- ma-

ki/vi类 ki组 hiki hicho kile cha ch- ki-*

vi组 hivi hivyo vile vya vy- vi-

i/zi类名词 i组 hii hiyo ile ya y- n- *

zi组 hizi hizo zile za z- n- *

u类名词 u组 huu huo ule wa 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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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从句？很难？
hakuna mtu yeyote
anayejua kusoma herufi hizi. 
没有任何一个人（，他）

 可以看得懂这些字母。

hakuna neno lolote
ninalotaka kusema.
没有什么话（，它）

我是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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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a类 yu组 huyo -yo

wa组 hao -o

u/i类 u组 huo -o

i组 hiyo -yo

li/ya类 li组 hilo -lo

ya组 hayo -yo

ki/vi类 ki组 hicho -cho

vi组 hivyo -vyo

i/zi类 i组 hiyo -yo

zi组 hizo -zo

u类 u组 huo -o

pa/ku/mu类 pa组 hapo -po

ku组 huko -ko

mu组 humo -mo

hakuna chochote
tunachoweza kufanya.
没有什么事情（，它）

我们是可以做的。

从句标签



通用从句的构成
将一个附加的、普通的句子整句作 为一个修饰，修饰之前提到的一个元素（大多数为名词），同时需要对这个

附加句子的时态进行修正，再加入适当的从句标签。

修改后的时态只有 -naR- （从句进行时）， -liR- （从句完成时）， -takaR- （从句预想时） ，（注：R指的是从句标

签，比如-cho, -vyo等）

主） Ninasoma kitabu. 从 ) Nilinunua kitabu jana. 
→ Ninasoma kitabu nilichonunua jana.

主 ) Nitasoma barua 从） Umeandika barua. 
→ Nitasoma barua uliyoandika.

主 ) Ali alikuja. 从 ) Niliandika barua. 
→ Ali alikuja (wakati) nilipoandika barua.

主 ) Nataka kwenda 从 ) Utakwenda. 
→ Nataka kwenda (popote) utakapokw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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