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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与时间具有特殊的关系，即人在时间中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摘要：人与时间具有特殊的关系，即人在时间中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

有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人（包括交际双方）一有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人（包括交际双方）一

同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本文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像“你明天别来”和“你别明天来”同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本文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像“你明天别来”和“你别明天来”

这样的例子中，即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的语义基本相同的原因。其次本文通这样的例子中，即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的语义基本相同的原因。其次本文通

过对时间词语用特点的分析，指出：在一定语境中时间词表现出唯一性、强已知性 , 这使时过对时间词语用特点的分析，指出：在一定语境中时间词表现出唯一性、强已知性 , 这使时

间词具有强话题性，因此时间词一般用在否定词前。间词具有强话题性，因此时间词一般用在否定词前。

　关键词：时间词  语用特点   否定词  语序　　　关键词：时间词  语用特点   否定词  语序　　

1. 问题的提起1. 问题的提起

　　吕叔湘（1985）认为“在句子里，‘不’或‘没’的否定范围是‘不’或‘没’以后的全　　吕叔湘（1985）认为“在句子里，‘不’或‘没’的否定范围是‘不’或‘没’以后的全

部词语。一个词在不在否定范围之内，有时候会产生重大的意义差别。”并举例：部词语。一个词在不在否定范围之内，有时候会产生重大的意义差别。”并举例：

　　　　　（1）a. 我一直没生病。　　　　 b. 我没一直生病。　　　　　（1）a. 我一直没生病。　　　　 b. 我没一直生病。

　　　　　（2）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2）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3）a. 我实实在在没告诉他。　 b. 我没实实在在告诉他。　　　　　（3）a. 我实实在在没告诉他。　 b. 我没实实在在告诉他。

　　（1）-（3）中“一直”、“天天”、“实实在在”在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句子的语义　　（1）-（3）中“一直”、“天天”、“实实在在”在否定词前还是在否定词后，句子的语义

有明显的差别。有明显的差别。

　　但是下例：　　但是下例：

　　　　　（4）a. 你明天　　　　　（4）a. 你明天别
4

来。来。

　　　　　　　b. 你　　　　　　　b. 你别
4

明天来。明天来。

　　其中时间词“明天”在否定词前或否定词后，句子的语义则基本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将（1）　　其中时间词“明天”在否定词前或否定词后，句子的语义则基本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将（1）

-（3）中的“一直”、“天天”、“实实在在”分别替换为时间词“昨天”、“明天”、“昨天”以后，-（3）中的“一直”、“天天”、“实实在在”分别替换为时间词“昨天”、“明天”、“昨天”以后，

在否定词前的句子都成立，如下例中的 a句，而在否定词后的如下例中的 b句，则都难以接受。在否定词前的句子都成立，如下例中的 a句，而在否定词后的如下例中的 b句，则都难以接受。

　　　　　（5）a. 我昨天没生病。　　　　　　*b. 我没昨天生病。　　　　　（5）a. 我昨天没生病。　　　　　　*b. 我没昨天生病。

　　　　　（6）a. 他明天不上班。　　　　　　*b. 他不明天上班。　　　　　（6）a. 他明天不上班。　　　　　　*b. 他不明天上班。

试论汉语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问题试论汉语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问题

王　欣王　欣・祝　东平祝　东平



88

　　　　　（7）a. 我昨天没告诉他。　　　　　*b. 我没昨天告诉他。　　　　　（7）a. 我昨天没告诉他。　　　　　*b. 我没昨天告诉他。

　　另外，处所与时间更具有同一性，我们进行比较：　　另外，处所与时间更具有同一性，我们进行比较：

　　　　　（8）a. 小王在北京不学习。　　　　 b. 小王不在北京学习。　　　　　（8）a. 小王在北京不学习。　　　　 b. 小王不在北京学习。

　　　　　（9）a. 小王明天不学习。　　　　　*b. 小王不明天学习。　　　　　（9）a. 小王明天不学习。　　　　　*b. 小王不明天学习。

　　例（8）中 a 和 b 的语义明显不同，在于（8）a 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在否定词前，不　　例（8）中 a 和 b 的语义明显不同，在于（8）a 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在否定词前，不

在否定辖域内；而（8）b 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在否定词后，在否定辖域内。将表处所的词在否定辖域内；而（8）b 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结构在否定词后，在否定辖域内。将表处所的词

语替换成时间词“明天”以后，只有（9）a 成立，而时间词在否定词后的（9）b 则不成立。语替换成时间词“明天”以后，只有（9）a 成立，而时间词在否定词后的（9）b 则不成立。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少数成立的例子中，因此，我们认为关于时间词与否定词的语序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少数成立的例子中，

为什么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的语义基本相同；其次为什么时间词一般用在否为什么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的语义基本相同 ；其次为什么时间词一般用在否

定词前。下文我们将从人与时间的特殊关系、时间词的语用特点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定词前。下文我们将从人与时间的特殊关系、时间词的语用特点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2. 关于语义趋同的分析2. 关于语义趋同的分析

　　朱德熙 (1982: 43) 认为在表示时间的词中，“一会儿、半天、两个钟头、两个月、三年”“表　　朱德熙 (1982: 43) 认为在表示时间的词中，“一会儿、半天、两个钟头、两个月、三年”“表

示的是‘时量’，即时间的长短”，“是数量词”；“今天、星期一、三点钟”则“表示的是‘时点’，示的是‘时量’，即时间的长短”，“是数量词”；“今天、星期一、三点钟”则“表示的是‘时点’，

即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是时间词。本文所说的时间词如无特别说明，就是指朱德熙先即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是时间词。本文所说的时间词如无特别说明，就是指朱德熙先

生所谈的表示“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的时间词。生所谈的表示“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的时间词。

　　空间（处所）、时间是事件的两个必要因素，空间因其可视性、具体性，更容易被认知，　　空间（处所）、时间是事件的两个必要因素，空间因其可视性、具体性，更容易被认知，

人们首先认识空间，并通过隐喻认识抽象的时间。因为时间是通过空间隐喻而被认识的，所人们首先认识空间，并通过隐喻认识抽象的时间。因为时间是通过空间隐喻而被认识的，所

以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空间与时间的相似点。但是，空间与时间毕竟是两种事物，要真正认以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空间与时间的相似点。但是，空间与时间毕竟是两种事物，要真正认

识时间除了关注它与空间的相似之处，还必须认识到时间不同于空间，更确切地说是人与时识时间除了关注它与空间的相似之处，还必须认识到时间不同于空间，更确切地说是人与时

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空间的关系。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空间的关系。

　　　　　（10）小王在（去）北京做什么？　　　　　（10）小王在（去）北京做什么？

　　　　　（11）小王明天做什么？　　　　　（11）小王明天做什么？

　　例句（10）是已知处所询问事件，例句（11）是已知时间询问事件，它们是对称的问句，　　例句（10）是已知处所询问事件，例句（11）是已知时间询问事件，它们是对称的问句，

但是：但是：

　　　　　（12）小王怎么会在（去）北京？　　　　　（12）小王怎么会在（去）北京？

　　　　　（13）？小王怎么会（在）明天？　　　　　（13）？小王怎么会（在）明天？

　　对于一般人来说“北京”、“明天”都可以看做是已知信息。但是，在主体是否与已知信息（处　　对于一般人来说“北京”、“明天”都可以看做是已知信息。但是，在主体是否与已知信息（处

所、时间）相联系的表现上二者则有所不同。如在例句（10）中，“小王”是否“在”某一已所、时间）相联系的表现上二者则有所不同。如在例句（10）中，“小王”是否“在”某一已

知的处所，就不一定是交际双方的已知信息；而对于任何主体来说所经历的时间都必然与交知的处所，就不一定是交际双方的已知信息；而对于任何主体来说所经历的时间都必然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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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方相同，这是强已知信息（我们在后文中将详细说明）。也就是说，在例句（11）中，“小王”际双方相同，这是强已知信息（我们在后文中将详细说明）。也就是说，在例句（11）中，“小王”

必然在“明天”，同时交际双方也都必然在明天。人在空间中是主动的，空间无限广大，可以必然在“明天”，同时交际双方也都必然在明天。人在空间中是主动的，空间无限广大，可以

任意划分为不同的处所，作为主体的人，可以选择所在的处所，并停留任意划分为不同的处所，作为主体的人，可以选择所在的处所，并停留。对于某个主体来说，对于某个主体来说，

所在的处所是唯一的，大多数处所都不是其所在。然而，人在时间中则是完全被动的，只能所在的处所是唯一的，大多数处所都不是其所在。然而，人在时间中则是完全被动的，只能

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有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有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

人（包括交际双方）一同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当然，古代、三十世纪，对于当今的人来说，人（包括交际双方）一同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当然，古代、三十世纪，对于当今的人来说，

都不可能经历。同时对于任何交际者来说，这都是共识）。就是说对于某一主体来说是否在某都不可能经历。同时对于任何交际者来说，这都是共识）。就是说对于某一主体来说是否在某

一处所，就不是一个必然的已知信息，如“小王在北京”，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10）是在一处所，就不是一个必然的已知信息，如“小王在北京”，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10）是在

肯定“小王在北京”的基础上的问句；而对于某一主体来说任何一个时间点主体都必然“在”肯定“小王在北京”的基础上的问句；而对于某一主体来说任何一个时间点主体都必然“在”1，

如“明天”，任何主体都必然在，这是人类世界的共识，因此，不能否定也无需肯定，需要肯如“明天”，任何主体都必然在，这是人类世界的共识，因此，不能否定也无需肯定，需要肯

定并可以否定的只是“明天”的事件，例如“小王明天”“学习”或者“不学习”。进一步分定并可以否定的只是“明天”的事件，例如“小王明天”“学习”或者“不学习”。进一步分

析就是：析就是：

　　　　　（14）a. 小王在北京不学习。　　肯定：“小王”“在北京”　　　　　（14）a. 小王在北京不学习。　　肯定：“小王”“在北京”

　　　　　　　　　　　　　　　　　　　 否定：“学习”　　　　　　　　　　　　　　　　　　　 否定：“学习”

　　　　　　　 b. 小王不在北京学习。　　肯定：“小王”“学习”　　　　　　　 b. 小王不在北京学习。　　肯定：“小王”“学习”

　　　　　　　　　　　　　　　　　　　 否定：“学习”的处所“北京”　　　　　　　　　　　　　　　　　　　 否定：“学习”的处所“北京”

　　　　　　　　　　　　　　　　　　　 也并不肯定：“小王”“在北京”　　　　　　　　　　　　　　　　　　　 也并不肯定：“小王”“在北京”

　　　　　（15）a. 小王明天不学习。      肯定：“小王”“（在）明天”　　　　　（15）a. 小王明天不学习。      肯定：“小王”“（在）明天”

　　　　　　　　　　　　　　　　　　　 否定：“学习”　　　　　　　　　　　　　　　　　　　 否定：“学习”

　　　　　　　 b. 小王不明天学习。      肯定：“小王”“学习”　　　　　　　 b. 小王不明天学习。      肯定：“小王”“学习”

　　　　　　　　　　　　　　　　　　　 否定：“学习”的时间“明天”　　　　　　　　　　　　　　　　　　　 否定：“学习”的时间“明天”

　　　　　　　　　　　　　　　　　　　 必然肯定：“小王”“（在）明天”　　　　　　　　　　　　　　　　　　　 必然肯定：“小王”“（在）明天”

　　对于“小王”来说，（14）a 表示“在北京”“不学习”；（14）b 表示“学习”“不在北京”，“在　　对于“小王”来说，（14）a 表示“在北京”“不学习”；（14）b 表示“学习”“不在北京”，“在

北京”与“学习”不共存，两者不同的是（14）a 肯定了“小王在北京”，（14）b 并不肯定“小北京”与“学习”不共存，两者不同的是（14）a 肯定了“小王在北京”，（14）b 并不肯定“小

王在北京”。同样，（15）a 和（15）b 都表示对于“小王”来说“（在）明天”与“学习”不共存，王在北京”。同样，（15）a 和（15）b 都表示对于“小王”来说“（在）明天”与“学习”不共存，

与（14）不同的是，无论是 a句还是 b句都必然肯定“小王”“（在）明天”。与（14）不同的是，无论是 a句还是 b句都必然肯定“小王”“（在）明天”。

　　另外，因为“（在）明天”对于主体来说是必然的肯定信息，如果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　　另外，因为“（在）明天”对于主体来说是必然的肯定信息，如果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

与事件“学习”也不共存，那么，说话人只说“小王不学习”就可以了，但是，说话人说“小与事件“学习”也不共存，那么，说话人只说“小王不学习”就可以了，但是，说话人说“小

王明天明天
4 44 4

不学习”，就不否定其他时间与事件“学习”的共存。因此“不学习”，就不否定其他时间与事件“学习”的共存。因此“明天明天
4 44 4

不学习”与“不不学习”与“不明天明天
4 44 4

学习”在语义上或者说信息含量上具有了同一性，都表示主体“在明天”，但“明天”与事件“学学习”在语义上或者说信息含量上具有了同一性，都表示主体“在明天”，但“明天”与事件“学

习”不共存。虽然，（14）a 与 b 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但是，（14）a 与 b 如上文分析中所习”不共存。虽然，（14）a 与 b 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但是，（14）a 与 b 如上文分析中所

指出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差别，即主体不必然在“北京”。指出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差别，即主体不必然在“北京”。

　　（14）a 与 b 传递的信息不同，因此两句都合理。而（15）a 与 b 信息含量相同，因此，　　（14）a 与 b 传递的信息不同，因此两句都合理。而（15）a 与 b 信息含量相同，因此，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种形式可以接受。在实际交际中，经常使用的是（15）a 句的语序，而 b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种形式可以接受。在实际交际中，经常使用的是（15）a 句的语序，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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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则很少被使用。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句式信息含量相同，但优句则很少被使用。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句式信息含量相同，但优

先选择时间词在否定词前的句子呢？先选择时间词在否定词前的句子呢？

3. 时间词与否定词的优先语序分析3. 时间词与否定词的优先语序分析

　　大多数的语法学家都将“明天、星期日、五点钟”等表示时点的词归为名词的次类，称　　大多数的语法学家都将“明天、星期日、五点钟”等表示时点的词归为名词的次类，称

为时间名词；也有的语法学家 ( 朱德熙，1982: 43 ；袁毓林，1995) 将其归为与名词并列的为时间名词；也有的语法学家 ( 朱德熙，1982: 43 ；袁毓林，1995) 将其归为与名词并列的

词类，称为时间词，同时又将时间词与名词归为一个大类 : 体词。这说明语法学家们都认识词类，称为时间词，同时又将时间词与名词归为一个大类 : 体词。这说明语法学家们都认识

到时间词与名词既有相同的侧面，又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通过时间词与名词的对比到时间词与名词既有相同的侧面，又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通过时间词与名词的对比

分析，说明时间词的语用持点。分析，说明时间词的语用持点。

3.1 时间词的语用功能——指称3.1 时间词的语用功能——指称

　　名词典型的语用功能是指称，人们以不同的名词指称不同的事物。典型的名词所表示的　　名词典型的语用功能是指称，人们以不同的名词指称不同的事物。典型的名词所表示的

事物占据一定的空间，是具体的、三维的，人类的感觉器官可以明确感知事物的不同。而时事物占据一定的空间，是具体的、三维的，人类的感觉器官可以明确感知事物的不同。而时

间词所表示的时间不占据空间，看不见，摸不着，人类的感觉器官不能明确感知时间的不同。间词所表示的时间不占据空间，看不见，摸不着，人类的感觉器官不能明确感知时间的不同。

但是，人类的历史在时间中向前发展，个体的生命在时间中成长消逝，时间对于整个人类以但是，人类的历史在时间中向前发展，个体的生命在时间中成长消逝，时间对于整个人类以

及个体的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以及个体的人又无时无刻不感知着时间的流逝。自及个体的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以及个体的人又无时无刻不感知着时间的流逝。自

然界的时间流逝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人们常常将时间的流逝比作水的流逝，就是说时间然界的时间流逝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人们常常将时间的流逝比作水的流逝，就是说时间

作为整体，具有与水同样的无界性。但是，由于时间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类感知中的时间，作为整体，具有与水同样的无界性。但是，由于时间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类感知中的时间，

这段与那段是不同的，就如同此事物与彼事物的不同。因此，人们以不同的时间词指称不同这段与那段是不同的，就如同此事物与彼事物的不同。因此，人们以不同的时间词指称不同

的时间段，将原本绵延无界的时间个体化、有界化。例如“明天、2012 年”等时间词虽然不的时间段，将原本绵延无界的时间个体化、有界化。例如“明天、2012 年”等时间词虽然不

占据空间，但都是个体性的，指称时间流中一个特定的“段”，内部异质，可以切分，但没有占据空间，但都是个体性的，指称时间流中一个特定的“段”，内部异质，可以切分，但没有

伸缩性。(沈家煊， 1995) 这表明时间词与名词具有同样的语用功能——指称。伸缩性。(沈家煊， 1995) 这表明时间词与名词具有同样的语用功能——指称。

3.2 时间词的强话题性3.2 时间词的强话题性

　　目前在语言学界关于话题这一概念尚没有定说，在多种多样的定义中我们认为从功能的　　目前在语言学界关于话题这一概念尚没有定说，在多种多样的定义中我们认为从功能的

角度看，徐烈炯、刘丹青 (2007: 26 - 27) 的概括是全面的。他们认为“话题的话语功能性质”角度看，徐烈炯、刘丹青 (2007: 26 - 27) 的概括是全面的。他们认为“话题的话语功能性质”

包括 :“话题必须是有定成分，而不能是无定或类指的成分”；“话题是已知信息”；“话题须包括 :“话题必须是有定成分，而不能是无定或类指的成分”；“话题是已知信息”；“话题须

是听说双方共享的信息”；“话题是已被激活的信息”；“话题是说话人有意引导听话方注意的是听说双方共享的信息”；“话题是已被激活的信息”；“话题是说话人有意引导听话方注意的

中心”；“话题跟焦点相对，因此话题不能是焦点”。关于时间词，徐烈炯、刘丹青 (2007: 58 中心”；“话题跟焦点相对，因此话题不能是焦点”。关于时间词，徐烈炯、刘丹青 (2007: 58 

- 61) 从句法性质可以带“句中语气词”及“与后面的部分有所述关系”，论述了时间词的话- 61) 从句法性质可以带“句中语气词”及“与后面的部分有所述关系”，论述了时间词的话

题性。下面我们从时间词的话语功能方面来补充一下两位先生的论述。题性。下面我们从时间词的话语功能方面来补充一下两位先生的论述。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中，却都生活在同一时间中，诗歌中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中，却都生活在同一时间中，诗歌中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因此，人类生存的时间可以说是所有人共同拥有，而且所有人的理解都是一致的背景知时”。因此，人类生存的时间可以说是所有人共同拥有，而且所有人的理解都是一致的背景知

识，同时每个时间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示的时间具有唯一性，是有定的，已知的。识，同时每个时间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示的时间具有唯一性，是有定的，已知的。

　　表示时点的时间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受说话时间影响的绝对时间——公元纪年，　　表示时点的时间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受说话时间影响的绝对时间——公元纪年，

另一类是以说话时间点为基准的相对时间。(马庆株， 1998: 41 ；李向农， 1999) 绝对时间不另一类是以说话时间点为基准的相对时间。(马庆株， 1998: 41 ；李向农， 1999) 绝对时间不

用说是人类共同的时间，并且每一个时间词指称的时间段是唯一的、有定的。关于相对时间，用说是人类共同的时间，并且每一个时间词指称的时间段是唯一的、有定的。关于相对时间，

虽然有无数的“今天”“明天”，但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一个时间词指称的时间段也是唯一的，虽然有无数的“今天”“明天”，但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一个时间词指称的时间段也是唯一的，

就是说在具体语境中，时间词所指称的时间段是有定的、已知的，并且是听说双方共享的，因此，就是说在具体语境中，时间词所指称的时间段是有定的、已知的，并且是听说双方共享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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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时间词具有强话题性。我们认为时间词具有强话题性。

3.3 时间词的强已知性3.3 时间词的强已知性

　　汉语的优先语序是从已知信息到新信息。时间词在否定词前的句子被优先选择的 主要　　汉语的优先语序是从已知信息到新信息。时间词在否定词前的句子被优先选择的 主要

原因就是因为时间词所表时间以及主体与时间的必然联系，具有强已知性。但同时，正如上原因就是因为时间词所表时间以及主体与时间的必然联系，具有强已知性。但同时，正如上

文中我们引用的吕叔湘的例子（4），时间词有时是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后的，接下来我们需要文中我们引用的吕叔湘的例子（4），时间词有时是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后的，接下来我们需要

说明的是：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是什么。说明的是：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4. 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4. 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

　　时间词与名词有相同的语用功能——指称，使得时间词具有强话题性；而时间词又有与　　时间词与名词有相同的语用功能——指称，使得时间词具有强话题性；而时间词又有与

名词不同的一面，时间词在时间轴上的定位性，使得时间词可以成为新信息的构成部分。时名词不同的一面，时间词在时间轴上的定位性，使得时间词可以成为新信息的构成部分。时

间词除了可以做主语以外，还可以做状语，这是时间词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前，亦可以出现在间词除了可以做主语以外，还可以做状语，这是时间词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前，亦可以出现在

否定词后的原因。下面我们详细分析时间词出现在否定词后成立的两个条件。否定词后的原因。下面我们详细分析时间词出现在否定词后成立的两个条件。

4.1 条件之一——句法层面4.1 条件之一——句法层面

　　我们可以比较 :　　我们可以比较 :

　　　　　（16）a. 问 :　　　　　（16）a. 问 : 明天明天做什么 ?做什么 ?

　　　　　　　　　答 :　　　　　　　　　答 : 明天明天去北京。去北京。

　　　　　　　 b. 问 :　　　　　　　 b. 问 : 我们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

　　　　　　　　　答 :　　　　　　　　　答 : 我们我们去北京。去北京。

　　　　　（17）a. 问 : 明天去北京吗 ?　　　　　（17）a. 问 : 明天去北京吗 ?

　　　　　　　　　答 :不，　　　　　　　　　答 :不，明天明天去上海。去上海。

　　　　　　　 b. 问 : 我们去北京吗 ?　　　　　　　 b. 问 : 我们去北京吗 ?

　　　　　　　　　答 :不，　　　　　　　　　答 :不，我们我们去上海。去上海。

　　　　　（18）问 :　　　　　（18）问 :什么什么时候去北京 ?时候去北京 ?

　　　　　　　 a. 答 :　　　　　　　 a. 答 : 明天明天去北京。去北京。

　　　　　　　 b. 答 :　　　　　　　 b. 答 : 马上马上去北京。去北京。

　　　　　（19）问 :　　　　　（19）问 :马上马上去北京吗 ?去北京吗 ?

　　　　　　　 答 :不，　　　　　　　 答 :不，明天明天去北京。去北京。

　　“明天”在一定的语境中，是听说话双方持有相同理解的背景知识。例 (16) 中 a 句的“明　　“明天”在一定的语境中，是听说话双方持有相同理解的背景知识。例 (16) 中 a 句的“明

天”和 b句中的“我们”同样是话题，疑问及回答部分是新信息；例 (17) 中作为话题的“明天”天”和 b句中的“我们”同样是话题，疑问及回答部分是新信息；例 (17) 中作为话题的“明天”

与“我们”同样不在否定的范围内 ( 当然，可以通过重音，使“明天、我们”成为对比焦点，与“我们”同样不在否定的范围内 ( 当然，可以通过重音，使“明天、我们”成为对比焦点，

但是，那就是有标记的了 )。例 (16)、(17) 中的“明天”都是话题，从句法结构看，就是话但是，那就是有标记的了 )。例 (16)、(17) 中的“明天”都是话题，从句法结构看，就是话

题主语。但同时“明天”又是有向量轴——时间轴上的一个点，具有定位性，例 (18) 中“明题主语。但同时“明天”又是有向量轴——时间轴上的一个点，具有定位性，例 (18) 中“明

天”与副词“马上”作为回答疑问的部分同样是新信息，将“去北京”这一事件在时间轴上天”与副词“马上”作为回答疑问的部分同样是新信息，将“去北京”这一事件在时间轴上

定位；例 (19) 中副词“马上”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是新信息的焦点，对否定具有强吸引，定位；例 (19) 中副词“马上”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是新信息的焦点，对否定具有强吸引，

例 (19) 中新信息“明天”是对“马上”的否定。例 (18)、(19) 中的“明天”都是新信息的例 (19) 中新信息“明天”是对“马上”的否定。例 (18)、(19) 中的“明天”都是新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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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从句法结构看，也应该与副词“马上”相同，不是主语，而是谓语部分的状语。焦点，从句法结构看，也应该与副词“马上”相同，不是主语，而是谓语部分的状语。

　　根据上文的分析，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之一是：首先从句法上，当时间词作为　　根据上文的分析，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之一是：首先从句法上，当时间词作为

新信息的焦点，即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时，才有可能出现在否定词后。刘富华、祝东平（2009）新信息的焦点，即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时，才有可能出现在否定词后。刘富华、祝东平（2009）

分析了：在信息结构中，经常作为个体来认知的——尤其是作为共同背景知识的已知的、有分析了：在信息结构中，经常作为个体来认知的——尤其是作为共同背景知识的已知的、有

定的——一般被处理成话题；而不能作为或者说难以作为个体认知的，作为话题就难以接受。定的——一般被处理成话题；而不能作为或者说难以作为个体认知的，作为话题就难以接受。

她们同时指出：在“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动词的话题主语还是作动词的状语，她们同时指出：在“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动词的话题主语还是作动词的状语，

可以描述为以下的连续统 :可以描述为以下的连续统 :

　　结合本文就是说，“以前”等类的时间词在“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动词的　　结合本文就是说，“以前”等类的时间词在“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动词的

话题主语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一般不会出现在否定词的后面；相反“秒”等类的时间词在话题主语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一般不会出现在否定词的后面；相反“秒”等类的时间词在

“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为动词的状语的情况更为多见，所以“秒”等类的时间“时间词 + 动词”这一结构中时间词作为动词的状语的情况更为多见，所以“秒”等类的时间

词 具备出现在否定词后面的条件。词 具备出现在否定词后面的条件。

4.2 条件之二——语义层面4.2 条件之二——语义层面

　　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检索，检索到的时间词在否定词后的语料很少：　　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检索，检索到的时间词在否定词后的语料很少：

　　　　　（20）每星期一次也就够了，不过千万　　　　　（20）每星期一次也就够了，不过千万别半夜三时正来别半夜三时正来。

　　　　　（21）“啊，不要啊！”皮聘和梅里突然间坐直了身。　　　　　（21）“啊，不要啊！”皮聘和梅里突然间坐直了身。“别现在问！明天早上再说！”“别现在问！明天早上再说！”。

　　这两个例句都满足了我们上文分析的条件，即：时间词作动词的状语。　　这两个例句都满足了我们上文分析的条件，即：时间词作动词的状语。

　　当然，吕叔湘的语料也是成立的：　　当然，吕叔湘的语料也是成立的：

　　　　　（22）A ：那好，我明天去。　　　　　（22）A ：那好，我明天去。

　　　　　　　 B1 ：别，你别明天去，还是过两天再去吧。　　　　　　　 B1 ：别，你别明天去，还是过两天再去吧。

　　　　　　　 B2 ：别，你明天别去，明天还有别的事呢。　　　　　　　 B2 ：别，你明天别去，明天还有别的事呢。

　　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你明天别去”，也含有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去”具有肯定　　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你明天别去”，也含有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去”具有肯定

的可能性，但是与“你别明天去”相比，前者只是肯定了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去”的可能性，但是与“你别明天去”相比，前者只是肯定了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去”

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肯定了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肯定了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必然必然
4 44 4

“去”，并且肯定的是某个已知的“去”，并且肯定的是某个已知的

“去”。 同样例（20）中的 “来”、例（21）中的“问”也都是已知的。“去”。 同样例（20）中的 “来”、例（21）中的“问”也都是已知的。

　　　　　（23）A ：别，你别明天去。　　　　　（23）A ：别，你别明天去。

　　　　　　　 B：那我哪天去？　　　　　　　 B：那我哪天去？

　　　　　（24）A ：每星期一次也就够了，不过千万别半夜三时正来。　　　　　（24）A ：每星期一次也就够了，不过千万别半夜三时正来。

　　　　　　　 B：那我几点来？　　　　　　　 B：那我几点来？

以前等以前等 天（日）天（日） 秒等秒等

话题主语　　　　　　　　　　　　　　　　　　　　　　　　　　状语话题主语　　　　　　　　　　　　　　　　　　　　　　　　　　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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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去”、“来”都是已知的某个，否定了其时间“明天”、“半夜三时正”，只能肯定相　　因为“去”、“来”都是已知的某个，否定了其时间“明天”、“半夜三时正”，只能肯定相

对的另一个时间点，（23）、（24）可以通过“哪天”、“几点”发问来确认这个时间点。例（21）对的另一个时间点，（23）、（24）可以通过“哪天”、“几点”发问来确认这个时间点。例（21）

中直接给了这个相对的时间“明天早上”。中直接给了这个相对的时间“明天早上”。

　　我们还可以比较：　　我们还可以比较：

　　　　　（25）a. 你明天别睡觉。　　　　？？ b. 你别明天睡觉。　　　　　（25）a. 你明天别睡觉。　　　　？？ b. 你别明天睡觉。

　　　　　（26）a. 你上课时别睡觉。　　　　？ b. 你别上课时睡觉。　　　　　（26）a. 你上课时别睡觉。　　　　？ b. 你别上课时睡觉。

　　　　　（27）a. 你现在别睡觉。　　　　　　 b. 你别现在睡觉。　　　　　（27）a. 你现在别睡觉。　　　　　　 b. 你别现在睡觉。

　　对于主体“你”来说，“睡觉”是必然的已知信息，与（23）、（24）中“去”、“来”不同　　对于主体“你”来说，“睡觉”是必然的已知信息，与（23）、（24）中“去”、“来”不同

的是“睡觉”不是某“次”，而是经常性的。例（25）a 与 b 都否定“明天”与“睡觉”共存，的是“睡觉”不是某“次”，而是经常性的。例（25）a 与 b 都否定“明天”与“睡觉”共存，

（25）a 中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睡觉”都具有可能性；（25）b 的含义则是“睡觉”是（25）a 中与“明天”相对的其他时间“睡觉”都具有可能性 ；（25）b 的含义则是“睡觉”是

已知的某个，必然也只能肯定与“明天”相对的某个时间点，这就违背了“睡觉”是人经常已知的某个，必然也只能肯定与“明天”相对的某个时间点，这就违背了“睡觉”是人经常

性的活动，因此句子的接受性很差。性的活动，因此句子的接受性很差。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5）-（27）中，也存在接受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比较（25）-（27），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5）-（27）中，也存在接受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比较（25）-（27），

其中 a 句表达的是与时间词“明天”、“上课时”、“现在”相对的其他时间“睡觉”都具有可能性；其中 a句表达的是与时间词“明天”、“上课时”、“现在”相对的其他时间“睡觉”都具有可能性；

而其中 b句表达的含义是“睡觉”是已知的某个，强调与这些时间词“明天”、“上课时”、“现在”而其中 b句表达的含义是“睡觉”是已知的某个，强调与这些时间词“明天”、“上课时”、“现在”

相对的其他时间的对比，同时在否定（排除）这个点的基础上肯定与其对应的（某个）时间点。相对的其他时间的对比，同时在否定（排除）这个点的基础上肯定与其对应的（某个）时间点。

语义上相对应的“这个”时间点理解上越没有障碍，句子的可接受性就越强。综合上面的分语义上相对应的“这个”时间点理解上越没有障碍，句子的可接受性就越强。综合上面的分

析我们认为 ：时间词出现在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之二是语义层面的，即在语义层面需要符析我们认为：时间词出现在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之二是语义层面的，即在语义层面需要符

合以下内容 ：强调句中的时间词与其相对应的时间词的对比，同时在排除句中时间词所表示合以下内容：强调句中的时间词与其相对应的时间词的对比，同时在排除句中时间词所表示

的这个点的基础上肯定与句中时间词相对应的（某个）时间点。的这个点的基础上肯定与句中时间词相对应的（某个）时间点。

5. 结论5. 结论

　　人与时间具有特殊的关系，即人在时间中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有　　人与时间具有特殊的关系，即人在时间中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着时间流一一经历所有

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人（包括交际双方）一同的时间，不能选择、不能停留，对于任何主体来说，都必然与其他人（包括交际双方）一同

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像“你明天别来”和“你别明天来”依次经历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像“你明天别来”和“你别明天来”

这样的例子中，即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语义基本相同。其次通过对时间词这样的例子中，即时间词用在否定词后与用在否定词前，语义基本相同。其次通过对时间词

语用特点的分析，指出在一定语境中时间词表现出唯一性、强已知性 , 这使时间词具有强话语用特点的分析，指出在一定语境中时间词表现出唯一性、强已知性 , 这使时间词具有强话

题性，因此时间词一般用在否定词前。同时我们还说明了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首题性，因此时间词一般用在否定词前。同时我们还说明了时间词在否定词后成立的条件：首

先从句法上，当时间词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时；第二个条件是从语义层面概括的，时间词在先从句法上，当时间词作为谓语部分的状语时；第二个条件是从语义层面概括的，时间词在

否定词后，强调句中的时间词与其相对应的时间词的对比，同时在排除句中时间词这个点的否定词后，强调句中的时间词与其相对应的时间词的对比，同时在排除句中时间词这个点的

基础上肯定与句中时间词相对应的（某个）时间点。基础上肯定与句中时间词相对应的（某个）时间点。

　　我们这篇文章在充分说明时间词和否定词的语序的基础上，有力地说明了时间词在否定　　我们这篇文章在充分说明时间词和否定词的语序的基础上，有力地说明了时间词在否定

词前就不是否定的对象。吕叔湘（1985) 根据“你明天词前就不是否定的对象。吕叔湘（1985) 根据“你明天别
4

来”和“你来”和“你别
4

明天来”在语义上差明天来”在语义上差

别不大认为在汉语中“否定的焦点也可能在不或没之前”。关于现代汉语否定词的辖域是线性别不大认为在汉语中“否定的焦点也可能在不或没之前”。关于现代汉语否定词的辖域是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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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非线性的争论，目前仍在继续。争论的焦点除了本文所说明的时间词在否定词前是不的还是非线性的争论，目前仍在继续。争论的焦点除了本文所说明的时间词在否定词前是不

是否定对象的问题以外，还包括对比焦点问题“小王不想打球，小李想打”，这类句中“小王是否定对象的问题以外，还包括对比焦点问题“小王不想打球，小李想打”，这类句中“小王

是不是否定对象，以及在“他三个小时没学”和“他没学三个小时“中，数量词是不是否定是不是否定对象，以及在“他三个小时没学”和“他没学三个小时“中，数量词是不是否定

对象的问题等等。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否定词的辖域是线性的，即否定词只能否定其后的焦对象的问题等等。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否定词的辖域是线性的，即否定词只能否定其后的焦

点成分。本文只讨论了时间词和否定词的辖域问题，其他问题本文暂没有涉及，我们将另文点成分。本文只讨论了时间词和否定词的辖域问题，其他问题本文暂没有涉及，我们将另文

讨论。讨论。

注：注：

1. 正因为必然“在”所以不需要标记，可参见祝东平 2009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汉语时1. 正因为必然“在”所以不需要标记，可参见祝东平 2009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汉语时

间感知模式与相关汉语因素研究》。间感知模式与相关汉语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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