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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词，国外有学者称之为

“功能词”，数量虽少，但

在任何语言里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汉语属于“非形态语

言”，虚词所起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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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词在汉语里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帮助表达实词之间的 

某种语法关系。例如： 

    (1)a.大衣和扣子她买到了。 

         b.大衣的扣子她买到了。 

    (2)a.她满意得笑了。 

         b.她满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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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帮助表达实词之间的某种语

义关系。例如： 

  （3）a.张三把李四说了一通。 

      b.张三被李四说了一通。 

      c.张三对李四说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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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帮助实词添加某种语法意

义。例如： 

  （4）a.我看见她吃了一个苹果。 

      b.我看见她吃过一个苹果。 

      c.我看见她吃着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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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帮助改变词语的表述功能。
例如：  
  （5）a.“吃”——动词，从意义上看，表

示行为动作；从表述功能看，表示陈述。 

       b.“吃的”——名词性成分，从意义

上看表示事物，可以指 “吃”的受事，如

“我去买点儿吃的”；可以指“吃”的动作

者，如“谁吃羊肉？吃的举手”；从表述功

能看，表示指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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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帮助表达某种语气。例如： 

   （6）a.他有儿子了。 

       b.他有儿子啦！  

       c.他有儿子吗？ 

  （7）a.今天准保会下雨。 

       b.今天也许会下雨。 

       c.今天难道会下雨？ 

 

7 



    第六，起着完句的作用。例如： 

   （8）a.?我吃了苹果。 

       b.我吃了苹果了 

  （9）a.*姐姐小红骂哭了。 

       b.姐姐把小红骂哭了。 

“完句作用” 

以往研究得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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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需要重视虚词研究 

而研究虚词 

重在把握它的意义和用法 



、、 

  然而，虚词的意义非常抽象，一般难

以把握；虚词的用法复杂多变，在使用

上往往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诸如句类、

词类、音节、轻重音、肯定与否定、简

单与复杂、位置、跟其他词语的搭配、

语义指向以及社会心理等。 

      （详见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壹） 



、、 

  那么，如何有效地研究、

把握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呢？

下面说三点意见。 



 

一 



 

    首先，要注意区分虚词的

语法意义和虚词所在格式的

语法意义，切忌将虚词所在

格式的语法意义归到那虚词

头上去。 



 

先说一个 

切身经历的实例 

副词“也”的研究 
 

(《说“也”》,《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 ) 



  80年代初，系里要我开
两门课——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汉语专业高年级专题课） 

“现代汉语虚词” 
        （外国留学生中文专业必修课） 



  不少语法书、工具书，在

谈到副词“也”时，都认为

“也”除了表示同样或相同

外，还能表示并列关系、递

进关系、转折关系、条件关

系、假设关系，等等。 



副词“也” 

果真能表示 

那么多语法意义吗？ 

我有点儿怀疑 

这就是发现问题 



  我首先研究了并列复句中的

“也”的实际作用，因为所有

谈到副词“也”的论著和工具

书都认为它在并列复句中是表

示并列关系。 



请看下面两个复句： 

 （1）他吃了个面包，我 

       也吃了个面包。 

 （2）他吃了个面包，我 

       吃了个面包。 



     例（2）和例（1）在学界都公认

是并列复句。也就是说，有“也”的

例（1）和没有用“也”的例（2）学

界都认为是并列复句。这实际就说

明，一个复句是不是并列复句，不

取决于句中是否用副词“也”。 



       那么例（1）里的“也”到底

起什么作用？能否认为这里的

“也”是起增强并列关系的作用

？不妨再来细细比较、分析一

下例（1）和例（2）在表达上

的异同。 



      经分析，例（2）没用“也”

只是客观地把“他吃了个面包”

和“我吃了个面包”这两件事并

列地说出来。 



      而例（1）用了“也”，除了将

“他吃了个面包”和“我吃了个面

包”这两件事并列起来说之外，

明显的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强

调后者与前者类同。 



由此获得初步结论 

     “也”在并列复句中的作

用不是强调二者的并列关

系，而是强调二者类同。 

但需进一步求证 

 



     求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如

果并列复句的两个分句所说的两

件事情或两种情况，毫无类同之

处，能不能用副词“也”？ 

事实证明，不能用“也” 



（3）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是德 

          国人。  

（4）妹妹在哭，弟弟在笑。 

（ 3’） *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 

          也是德国人。  

（4’） *妹妹在哭，弟弟也在笑。 



     求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所说的两件事或两种情况

有类同之处，是否一定用副词

“也”？ 

 用不用“也” 

取决于语境 



    （5）“你们考了多少分？” 

             “他只考了六十分，我只考 

             了六十三分。” 

    （6）“你们考得好吗？” 

             “他只考了六十分，我也只      

             考了六十三分。” 



     这就有力地证明，并

列关系复句用不用“也”

，关键在于有无类同关

系，需要不需要强调类

同性。 



     我用类似的分析研究

思路，对递进复句中出

现的“也”的实际作用作

了分析。 



有学者认为 

下面递进复句中的“也” 

表示递进关系 
  （7）世界语不仅我不会， 

    他也不懂。（景士俊《现代汉语 

        虚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事实并非如此 

  （8）世界语我不会，他也 

        不懂。 

 删去“不仅” 

就变成并列复句了 



   事实上，确切地说，那

递进关系是由“不但……，

（而且）……也……”这一

句法格式表示的。 



     通过逐类对比、考察、分析

各类复句里用“也”不用“也”的

情况，获得了可靠的结论： 

各类复句中的“也” 

其实际作用 

都毫无例外地只表示类同 



     从副词“也”的研究实例中可

以提炼出这样一条虚词研究必须

遵守的原则： 

   在虚词研究中，切忌把虚词所

在的句子格式所具有的语法意义

硬归到这个虚词身上。（《说“也”》

，《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 



    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虚词

研究乃至词汇研究中，“把

那个词所在的句子格式所具

有的语法意义硬归到那个词

身上”，这种弊病比较普遍。 

不妨举些实例 



【实例一】介词“除了”  

    介词“除了”表示排除，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例如： 

（1）除了星期天，他每天都 

      上课。 

 



  可是有的工具书，譬如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

大学出版社），就认为“除了”

还能“表示补充”，还能

“表示选择”。 



  “表示补充”的例子是： 

（2）她在学校里除了教

课，还负责工会工作。 



表示选择的例子是： 

   （3）每天早餐，除了大

饼就是油条 | 中央台的15

频道，除了戏曲就是音乐。  



    例（2）如果将“除了”删

去，说成： 

（2’） 她在学校里教课，还

负责工会工作。 

【仍含“补充”义】 

 



    其实，那补充的意思是由

“除了……还……”这种句式

所表示的，而不是单单由虚

词“除了”表示的。 



    例（3）如果将“除了”换

成“不是” 

（3’）每天早餐不是大饼， 

         就是油条。 

【仍含“选择”义】 

 



    我们能说例（3’）里

的“不是”表示选择吗

？显然不能。 



    其实，例（3）里的选择

义，是由“除了…就是…”

这种句式所表示的，而并不

是由“除了”表示的。 



 

  【实例二】某辞书 

 对介词“把”的注释： 



把1：……介 a）表示处置，“把”

的宾语是后面及物动词的的受事

者……  b）表示致使，后面的动词通

常带有表示结果的补语，“把”后的

名词与后面的动词的语义关系是多样

的…… c）表示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

“把”后面的名词是当事者……。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2版）)  



 

  下面两部辞书对介词

“把”的注释就没有这

个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 

把2  介：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者，

整个格式大多有处置的意思。……

后面的动词，是“忙、累、急、气”

等加上表示结果的补语，整个格式大

多有致使的意思。……宾语是后面

动词的施事者，整个格式表示不如意

的事情。……  



《商务馆小学生词典》（2006） 

对介词“把”的注释： 

 把：跟名词组合，用在动

词前，整个格式表示处置或

致使的意思。 



【实例三】 

某词典对“一”的释义 

数词“一” 

能表示 

“每”的意思吗？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

版) 

    一：[代] 每；各。每班分

六个组，一组八个人 | 一年

一次 | 一人两块钱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2版） 

    一：[数] 指每一。每班分

六个组，一组八个人 | 一年

一次 | 一人两块钱 



    我们承认这里所举的句子确实

含有“每”的意思。问题是:这“每”

的意思是由“一”表示的吗？事实

上那“每”的意思是由两个数量结

构所形成的对应格式所表示的。 



请看下面的例子 

    （2）每班分六个组，三个 

            人一组 。 

    （3）这类聚会两年一次 。 

    （4）便宜了，便宜了，十 

            块钱三斤。 



    我们能说“三”“两”“十”

表示“每”的意思吗？     

    显然《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对“一”的释义，是将句法格式

的意义归到了“一”的身上去。 



 

二 



 

    其次，要注意分析研究虚

词使用的语义背景，这将有

助于准确把握虚词的语法意

义。 



    这里说的语义背景，就是

指某个虚词能在什么样的情

况或上下文中出现，不能在

什么样的情况或上下文中出

现。 



【实例一】 

表示加强否定语气的 

“并”和“又” 



“并”和“又” 可表示多种语法意义 
其中之一表示加强否定语气 

   (1)“你喝酒了？” 

       “我并没有喝酒。” 

   (2)“咱们给王老师买瓶酒吧。” 

       “王老师又不喝酒。” 



一般认为 

      “并”放在否定词前加强

否定语气；“又”用在否定

句或反问句里，加强否定

语气。 



      这些说法不能说不对，因为第一

，语气副词“并”和“又”确实只能用

在否定词的前边；第二，语气副词

“并”和“又”确实有加强否定语气的

作用。但这些说法太简单，太笼统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这种说法对

他们就很容易起误导作用。请看： 



留学生的偏误句 

（3）“你再吃一点儿。” 

          “*我并不能再吃了。” 

（4）“李敏，你就向慧玉小姐赔 

     个不是，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我并不向她陪不是！” 



留学生的偏误句 

（5）“玛莎跟日本同学佐田谈恋爱 

       的事你也知道啦？” 

          “*我又不知道哇。” 

（6）*这件事要保密，你又不能告 

        诉任何人。 



这说明 

      第一，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

“并”或 “又”来加强否定语气的。 

      第二，“并”和“又”虽然都能起加

强否定语气的作用，但二者又有区

别。 



我们先说 

 语气副词“并” 



（7）她并没有灰心。 

（8）我并不认识他！ 

（9）我以为他去上海了，

谁知他并没有去上海。 



使用“并”的语义背景 

    当说话人为强调说明事实

真相或实际情况而来直接否

定已有的某种看法或想法时

才用它来加强否定语气。 



“并”的语法意义 

    加强否定语气，强调说

明事实不是对方所说的、

或一般人所想的、或自己

原先所认为的那样。  



      上面所举的例（3）、例

（4）偏误句里的“并”使

用不当，就因为这些句子都

不具有使用语气副词“并”

的语义背景。 



现在再说 

  语气副词“又” 

先看实例 



（10）小张：小王，明天我们去叶老 

          师家，带一 瓶茅台酒吧。 

      小王：叶老师又不喝酒。 

（11）玉萍：你带上一把伞吧。 

      俊峰：天气预报又没说今天要 

          下雨。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有时人

们要否定某种事情、某种做法、某种说法或

某种想法时，不采取直接否定的方式，而是

通过强调不存在该事情、该做法、该说法或

该想法的前提条件或起因来达到否定的目的

。语气副词“又”就只能用在上述语境中，起

加强否定的作用。 

 

 

 

 

 

 

 

 

 



使用“又”的语义背景 

     语气副词“又”只能用在

直接否定前提条件或起因的

句子里起加强否定语气的作

用。 

 

 

 

 

 

 

 

 

 



“又”的语法意义 

       加强否定语气，强调说明不存

在（对方或人们所说的）某种事

情、某种做法、某种说法或某种

想法的前提条件或起因。 

 

 

 

 

 

 

 

 

 



      上面所举的例（5）-（7）里

的“又”都用错了，原因就在

于这些句子都不是直接否定前

提条件的句子，都不具有使用

“又”的语义背景。 



【实例二】 

  副词“反而” 



     副词“反而”是个书面语

词，不只外国汉语学习者在

使用时常常出现偏误现象，

即使是中国人有时也会用错

。请看： 



先看留学生的偏误句 

（1）*大家都看电影去了，她反而在

宿舍看书。 

（2）*玛沙干得比谁都卖力，这一次

我想老师准会表扬他，谁知老师反而

没有表扬他。 

（3）*他以为我不喜欢跳舞，我反而

很喜欢跳舞。 



我们报刊也有错用的 

（4）*大家都主张种植大棚蔬菜，老村

长反而反对，主张种植棉花。 

（5）*黎锦熙先生把主语规定为动作行

为的施事（即动作者），或性质状态

的具有者，赵元任先生反而认为汉语

的主语不限于此，其它如动作行为的

工具、时间、处所等都可以作主语。 



原因就在于辞书注释的误导 

《现代汉语八百词》：表示跟前文

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之外，在句中

起转折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第5/6版）：

表示跟上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与

常情。 



一般人，特别是留学生以为 

    只要表示转折关系，只要表示出

乎意料的意思，就可以用“反而”。

其实并不是这样。 

    为了准确理解“反而”的意义，

首先需要分析它使用的语义背景。 



使用“反而”的典型例子 

    （6）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

雨，原以为天气可以凉快一些，

可是并没有凉下来，反而更闷热

了。 



例（6） 

充分显示了 

使用“反而”的 

语义背景 
  



   A. 甲现象或情况出现或发生了； 

        [例（6）里的“午后下了一场雷 

     阵雨”就属于甲现象] 

   B. 按说（常情）/ 原想〔预料〕甲现象或

情况的出现或发生会引起乙现象或情况的

出现或发生； 

    [例（6）里的“天气可以凉快一 

     些”就属于乙现象] 



    C. 事实上乙现象或情况并没有出现或发

生； 

  [就是例（6）里所说的天气并没有凉下 

   来”] 

    D. 倒出现或发生了与乙现象或情况相背

的丙现象或情况。 

  [例（6）里的“更闷热了”就属于丙现  

   象] 



   A. 甲现象或情况出现或发生了； 

   B. 按说（常情）/ 原想〔预料〕甲现

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会引起乙现象

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 

   C. 事实上乙现象或情况并没有出现

或发生； 

   D. 倒出现或发生了与乙现象或情况

相背的丙现象或情况。 



为了考察方便 

将例（6）改写为例（7） 

 （7）[A意]今天午后下了一场

雷阵雨，[B意]原以为天气可以

凉快一些，[C意]可是并没有凉

下来，[D意]反而更闷热了。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上面

所说的 A、B、C、D这四层意

思，可以在一个句子里一起明

确地说出来，如例（6/7）；也

可以不完全说出来。 



   （8）[A意]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

，[C意]可是天气并没有凉下来，[D意]

反而更闷热了。【省去B意】 

   （9）[A意]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

，[B意]原以为天气可以凉快一些，[D

意]可是反而更闷热了。【省去C意】 

    



（10）[A意]今天午后下了一场

雷阵雨，[D意]天 气反而更闷热

了。 【省去B、C意】 



    D意是“反而”所在的语

句，当然不能省去。A意是

使用“反而”的前提条件，

因此也不能省去。 



例（7）-（10）代表了 

 四种不同的句子格式： 

  [Ⅰ]  A ＋ B ＋ 可是（不但）C ＋ 反而D。例（7） 

  [Ⅱ]  A ＋       可是（不但）C ＋ 反而D。例（8） 

  [Ⅲ]  A ＋ B ＋（可是）        ＋ 反而D。例（9） 

  [Ⅳ]  A        （可是）        ＋ 反而D。例（10） 



    “反而”虽经常用在复句中

，但并非总是用在复句中。句

式[Ⅳ]，当 A意以名词短语或

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时，就不

是复句，而是单句了。请看实

例： 



   （11）今天午后这一场雷阵雨，

反而使天气更闷热了。【单句】 

  （12）经过午后这一场雷阵雨，

天气反而更闷热了。【单句】 



  不管属于哪一种格式，不管是出

现在复句里还是单句里，使用“反

而”的语义背景是相同的，都包含

着A、B、C、D四层意思。毫无疑义

，在这四个不同句子格式中的“反

而”应该是同一个词。 



“反而”使用的语义背景 

可以概括如下： 

    当某一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没有

导致理应出现的结果，却出现了相

悖的结果，这时就用“反而”来引

出那相悖的结果。 



    如果把“反而”使用的语义背

景融入到它的释义中，“反而”

的语法意义似宜注释为： 

    表示实际出现的情况或现象

跟按常情或预料在某种前提下

理应出现的情况或现象相反。 



    这里特别要注意“理应”二字。

前面一开始我们所举的例（1）

至例（5）这五个病例之所以不

能用“反而”，就因为这些句子并

不具有“反而”使用的语义背景，

并不含有“理应”的意思。 



【实例三】 

  副词“按说” 



 

一般辞书的注释： 

  按道理说。 

（《商务馆学汉语词典》） 

  依照事实或情理来说。 

（《现代汉语词典》） 



  外国学生的偏误句： 

  (1)*“今天会下雨吗？” 

    “我敢肯定按说不会下 

      雨。”  



其实 

使用“按说”是有条件的 

使用“按说”时 

一定有所隐含 



    这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用于一般的陈述句，隐含

“没有把握”的意思——如果是

用于说未来发生的事情，则一定

隐含着 “ 实际会是怎么样现在

没有把握 ”的意思。例如： 

 



（2）“你说他会来吗？” 

     “今天他不上班，按说他会 

       来的。” 

    [隐含着“他”会不会来，没有把握] 



    如果用于说已经发生了的

事情，而说话人并不知道实

情,句子也明显地隐含有“没有

把握”的意思。例如： 



（3）“大哥早已到上海 

          了吧？” 

          “按说他已经在上 

           海了。” 
  [隐含着“大哥是否已经 

   到上海没把握”之意] 



    二、用于包含“应该/不应

该”、“能/不能”一类能愿动

词的句子，表示在说话人看来，

现在的做法或決定不是很合适，

因而往往含有委婉的责怪或表示

遗憾的意味。例如： 



（4）这件事按说你不该告诉 

      奶奶。 

        [含有委婉责怪之意] 

（5）按说我们可以准备得更 

      充分一些。 

        [含有遗憾之意] 



（6）按说我们能帮他们度过 

   这个难关，可决定权不在 

   我呀。 

        [含有遗憾之意] 



    使用“按说”时一定有所隐

含，这就是 “按说”使用的语

义背景。外国学生所以常常用

错，就因为他们不了解“按说

”使用的语义背景。 

请看留学生那个偏误句 



  “今天会下雨吗？” 

  “*我敢肯定按说不会下雨。”  

  这个句子说的是未来的事情，

既然说了“我敢肯定”，就不隐

含“没有把握”的意思了，所以

“按说”用得不恰当。 



 

三 



     最后，要善于运用比较方

法，并要进行多层面、多角

度的考察分析，而且还要不

断验证。下面举实例说明。 



【实例一】 

辨析 

“已经”和“曾经” 



以往的观点 

    黎锦熙：“表示过去时”

的时间副词。(《新著国语文法》) 

    吕冀平： “都表示动作发生

的时间已经成为过去”。    

                            (《汉语语法基础》，1983) 



    按他们的说法，第一，这两个副

词都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已经成为

过去；第二，给人的感觉，这两个

副词的意义和用法差不多。 

    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就表示怀疑，

觉得这种说法明显地不符合语言事

实。请看： 



比较 

    (1)去年，我   看过这本书。      

              【已经/曾经】 

    (2)现在他   看到120页了。 

              【已经/*曾经】 

    (3)明天这个时候他大概    . 

    看完了。【已经/*曾经】 



它们的差异： 

 （4） 过去时  现在时  将来时 

   曾经    ＋          －          －   

   已经    ＋          ＋          ＋ 

还要思考： 

它们用于过去意思一样吗？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了两点区别： 

    第一， “曾经”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

为或情况，时间一般不是最近。“已经”

表示事情完成，时间一般在不久以前。 

    第二，“曾经”所表示的动作或情况

现在已结束；“已经”所表示的动作或

情况可能还在继续。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 
看法值得商榷 

    就第一点来说，容易给人

一个错觉，以为说从前的事

得用“曾经”，说最近的事得

用“已经”。其实并非如此。 



（5）a. 二十年前他曾经学过法语。 

           b. 二十年前他已经学过法语。 

（6）a. 上个月我曾经去过一趟。 

           b. 上个月我已经去过一趟。 

（7）a. 这件事，昨天我曾经问过 

              他，他说不知道。 

           b. 这件事，昨天我已经问过 

              他，他说不知道。 



    显然，“曾经”和“已经”的

区别不在“一个是时间一般

不是最近，一个是时间一

般在不久以前”。  



    就第二点而言，说“‘曾经’所

表示的动作或情况现在已结束”，

这符合实际；可是说“‘已经’所

表示的动作或情况可能还在继

续”,  这还需要斟酌。请看： 



 （8）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小 

          时了。 

      【可以认为“还在继续”】 

 （9）我已经等了你三个小 

          时了。 

        【不一定“还在继续”】 



请看 

  （9’）我已经等你三个小时了， 

          你怎么还不来！ 

【打电话说的，等的动作还在继续】 

  （9’’）我已经等你三个小时了， 

          怎么现在才来！ 

【当面说的，等的动作已经结束】 

 



再看： 

 （10）那本书，我上个月已经烧了。 

【不可能认为现在还在烧】 

 （11）你要的计算机我已经给你买 

           来了。 

【不可能认为现在还在买】 



             说“‘已经’所表示的动作或情

况可能还在继续”，这不是很

确切，但这个说法有启发，可

以让我们思考怎么在这个基础

上作更准确的概括。下面我们

先对比一些实例： 



（12）a. 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三年。 

【现在不住这里了】 

            b.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 

【现在还住在这里】 

        



(13)a 她三年前曾经是个很红的演员。 

【现在不再是很红的演员】 

       b 她三年前已经是个很红的演员。 

          【现在还是很红的演员】 

 (14)a. 我曾经戒过烟。 

           【现在又抽烟了】 

        b. 我已经戒烟了。 

            【现在不抽烟了】 



  (15)a.他的胃上个月曾经作过检查， 
          说没问题。 
【说话人认为，说他的胃没有问题，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也就是说，在说话人看来，检查

的事已经过去，而且检查的结论今天也不一定有效】 

         b. 他的胃上个月已经作过检查， 
           说没问题。 
【检查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但说话人认为过去的检查

结论至今有效，他的胃现在不会有问题，也不用再检

查】 



（16）a. 大门口曾经种过两棵枣树。 

     【种树的事已成为过去，而且现在那 

       枣树也没有了】 

             b. 大门口已经种了两棵枣树。 

     【种树的事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枣树 

       还在，而且现在也不必再种枣树，甚 

       至不必再种树】 



    从上面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

用“曾经”意在强调“过去一度如此，

现在不如此了”；用“已经”则意在强

调“所说的事情或情况虽在某个特定

的时间之前就成为事实，而其效应

与影响一直作用于那个特定时间之

后”。 



    显然，用“已经”含有延续

性和有效性；而用“曾经”，

所说的事情或情况是以往的

一种经历，含有非延续性和

非有效性。 



  还需注意“曾经”和“已经” 

在具体用法方面的差异。譬如： 

    那一年，他已经出生了 

    他已经牺牲/去世/了。 

    那块玻璃已经打碎了 

其中的“已经”不能换说为“曾经” 



不能说成： 

    *那一年，他已经出生了。 

    *他已经牺牲/去世/了。 

    *那块玻璃已经打碎了。 



再请看： 
    那个窗户的玻璃已经打碎了。 

可以说： 

    那个窗户的玻璃曾经打碎过。 

  这就还需要从用法的角度加以辨析。

限于时间不能细说，请参看： 

    马真《“已经”和“曾经”的语法意 

      义》，载《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 



    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分

析比较，我们就可以较好地

了解、掌握“曾经”和“已经”

的语法意义和用法，以及它

们之间的异同。 



【实例二】 

辨析 

“常常”和“往往” 



《新华字典》—— 

   往往：常常。 

 其它辞书—— 

   往往：某种情况经常 

              出现或存在。 

 



  留学生的偏误句 

  (1)*她往往说谎。 

  (2)*我听说佐拉往往去香港玩儿。 

例（1）、（2）里的 

“往往”要换成“常常” 



  为什么这里要用“常常”不能

用“往往”？原来它们各自使用

的语义背景不同。要弄清楚“常

常”和“往往”各自使用的条件

使用的语义背景，最好的办法是

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 



  我首先查阅文献资料，看前人

有没有辨析过这两个副词。同时

，搜集大量语料。我从能否换用

的角度检测那些语料。很容易发

现：有的句子，“常常”和“往

往”可以互换，例如： 



二者能换着说的实例 

（3）a.北方冬季常常会有一些人不 

            注意煤气而不幸身亡。 

          b.北方冬季往往会有一些人不 

            注意煤气而不幸身亡。 

（4）a.星期天他常常去爬山。 

          b.星期天他往往去爬山。 



二者能换着说的实例 
（5）a.每当跳高运动员越过横杆   

             时 ，观看的人常常会下意 

             识地抬一下腿。 

          b.每当跳高运动员越过横杆 

             时 ，观看的人往往会下意 

             识地抬一下腿。 



有的句子，二者不能互换 
（6）a.他呀，常常开夜车。 

          b.*他呀，往往开夜车。 

（7）a.听说他常常赌博。 

          b.*听说他往往赌博。 

（8）a.这种水果我们那儿很多，我们常常 

             吃。 

          b.*这种水果我们那儿很多，我们往        

             往吃。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常常”和“往往”都表示某种事情或

行为动作经常出现或发生;可是用“往往”

，前面一定得说出某种前提条件，说明在

某种条件下，某种事情或行为动作经常出

现或发生，“常常”则没有这个限制。 



   接着我又从不能互换的语

料中发现，有的虽然说了条件

，还是只能用“常常”，不能

用“往往”，即不能互换。请

看： 



说了条件还是不能换着说 

（9）以后周末，你要是没事儿，常常 

           去看看姥姥。 

      （*以后周末，你要是没事儿，往往 

          去看看姥姥。） 

（10）明年回上海，你得常常去看看她。 

      （*明年回上海，你得往往去看看她。） 

这又为什么？ 
 



      经对比、分析发现，前面能换

着说的例句，说的都是过去的事

，而例（9）、例（10）说的都

是未来的事。看来，原先只注意

到了条件，没有注意时态的问题

。原先的结论显然需要修改。 



结论修改为： 

  在交待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往往

”只用来说过去的事，即过去在某种

条件下某种事情或行为动作经常出现

或发生。“常常”则不受这个限制。 



     上面这个结论怎么样呢?我在不
能互换的语料里又发现了这样句子
： 

（11）去年冬天我常常去滑雪。 

     （*去年冬天我往往去滑雪。） 

（12）上个星期我常常接到匿名电话。 

     （*上个星期我往往接到匿名电话。） 



      例（11）、例（12）交代了条件，

说的也都是过去的事，但还是不能用

副词“往往”。这又为什么呢？我在这

两个句子里加上某些词语，就又可以

用“往往”了。请看： 

（13）去年冬天每到周末我往往去滑雪。 

（14）上个星期晚上9点我往往接到匿名 

           电话。 



   例（13）、（14）加上某些词语

后，所说的事情或现象具有明显的

规律性;而原先例（11）、例（12）

所说的内容不含有规律性。这样，

让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可以将原

先的结论修改如下： 



 

   “往往”只用来说明根据以

往的经验所总结出的带规律性

的情况（多用于过去或经常性

的事情），“常常”不受此限

制。 



    这个新的结论看来比较周全了

。我就将这结论写进了我2004年

出版的《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

论》一书中。按照这个结论，使

用“往往”要受限制，使用“常

常”不受限制。 



    可是后来又发现了新的语言事实。

请看： 

（15）高房子往往比较凉快。 

（16）南方往往比较潮湿，北方往往 

        比较干燥。 

这两个句子里的 

“往往” 不能换为“常常” 

 



即不能说成： 

（17）*高房子常常比较凉快。 

（19）*南方常常比较潮湿，北方 

     常常比较干燥。 

 



        这说明原先的结论需修改为： 

    某情况如果只具有经常性，不

具有规律性，只能用“常常”不能

用“往往”；如果既具有经常性，

又具有规律性，“常常”和“往往

”都可以用；如果只具有规律性，

不具有经常性，就只能用“往往”

不能用“常常”。 



    结论中说“如果既具有经常性，

又具有规律性，‘常常’‘往往’

都可以用”。事实上从表述的角度

看，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用“常

常”意在凸显某情况出现的经常性

；用“往往”意在凸显某情况出现

的规律性。 



    至此我们可以给“常常”

和“往往”使用的条件、使

用的语义背景分别表述为： 



    “常常”用来说明情况的发生

或出现具有经常性；所说情况不

含经常性，不能用“常常”。 

     “往往”  用来说明根据经验某

情况的发生或出现具有规律性；

所说情况不具有规律性，不能用

“往往”。 



这实例告诉我们 

当自己在研究中 

获得某种看法后 

要反复思考 

不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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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 
    一、使自己的结论经得起推敲。

要知道，不断否定自己是为了更

好地肯定自己。 

    二、使自己养成反复思考的良

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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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